
展品徵集 



展覽 

2017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香港） 

 

主辦單位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 

合辦單位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規劃師學會 

香港設計師協會 

 

主要贊助單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免責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僅為本項目提供資助，除此之外並無參與項目。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
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秘書處或創意智優
計劃審核委員會的觀點。 



日期 (暫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策展人  

總策展人為陳麗喬博士  

就是次展覽，陳博士成立了多個小組，分別研究與又密
又綠2.0有關的多個副題，並邀請這些小組組長為副題
的合作策展人。 

 

主題 

城市執生: 留得青山在的傳奇 

City Smarts: Density 2.0 

 

 



City Smarts: Density 2.0 
 

Do you know that Hong Kong is a city in possession of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country parks in the world?  In view 

of Hong Kong’s severe housing problems and the great 

demand for ‘boarding’ the first flat purchase, it is about 

time to review Hong Kong’s land uses, including the 

country parks, and to re-think and re-invent the extreme 

density of the city. 

 

The success of Hong Kong is, undoubtedly, a legend. 

Despite the fragmented and hilly landscape,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a very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Hong Kong has managed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livable cities in the world and a renowned metropolis in 

the region. This relies heavily on its smart citizens, 

designers, professional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building 

and real estate industry. Equipped with fast, efficient and 

flexible abilities, Hong Kongers are very good at 

“improvising”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se wisdom, experience and culture, 

collectively named as “City Smarts”, may point ways to 

solve some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help Hong Kong 

to become a more appreciative, positive and inclusive 

society. These “City Smarts” may also be shared with 

other cities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of land shortage 

while striving to achieve quality living and hig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展覽理念 

城市執生:留得青山在傳奇 
 

「留得青山在」有多重意義。 

你知道嗎? 香港是擁有全球最大郊野公園比例的城市，
這片青山的存在絕對是一個傳奇，正值香港面對嚴峻
的住房、「上車」問題，現在可能是很好的時機，全
盤審視這青山存在的過去和現在，並且計劃它的未來
。除了實體的青山，「留得青山在」還包含了兩個抽
象的概念:「留得青山在」的下一句是「不怕沒柴燒」
，這不就是全球在關注的「可持續性」，人與地球共
生的問題嗎? 除了人類繁衍延續外，「留得青山在」也
包含了精神文化的傳承，歷史的偶然讓香港延續了一
些故有的中國傳統，也長出了自己獨有的文化、「執
生」的生存之道。 

 

「執生」，一個很地道的香港詞語，代表隨機應變、
靈活變通、靠自我能力滿足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香港
地少人多，土地零碎多山，資源貧乏，如何能成為一
個世界舉足輕重的大都會? 如何能在超高的密度下成為
世界其中一個最宜居的城市? 這一切都有賴香港人、建
築地產從業、設計師們「執生」的能力。這個主題正
好讓我們重拾這被遺忘了的智慧，從中找到面對未來
的方向，並通過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欣賞而變得更團
結，以更正面、更包容的態度，克服未來的種種挑戰
。總結下來的「城市執生」經驗，更可與面對同樣問
題的城市分享，將香港人的智慧發揚光大! 



Revitalize our positive, appreciative and inclusive culture in Hong Kong 

注入正能量 多欣賞體諒 

Showcase HK City Smarts 

發揮香港智慧 靈活應變的「執生」能力 

Attempt to propose answers to problems of land shortage 

嘗試尋找解決土地不足的建議 

  

目的 



副題: 城市執生 City Smarts  
具以下因子，能化土地不足、高密度的問題為機遇的設計 

  



副題: 又密又綠2.0 Density 2.0  
更好理解都市及建築，讓大家提出創新的理念 



展覽場地 (暫定) 

 
作為「城市執生」主題的一部份，是次展覽特意尋找都市許多既交
通方便，但卻未被好好利用的閒置街面及空間，以及一些方便的文
化場地，利用港鐵，將多個散落於城市不同角落的場地，串連起來
，組合成一個特大的「城市展覽館」，更利用上不同的科技作為導
覽 (如 Pokeguide 應用程式)。 

  

  

  

 

  

  



還有些仍在
探討中 



展品徵集 



提案要求 
展板 (尺寸: 900闊 x1800長  1:2 闊長比例) 

• 展品圖像  

• 展板數目 (須為2的陪數，最多不能超過6塊) 

• 注意: 日後將提供標準的排版格式，讓參加者組織圖像。 

實體模型 

• 模型圖像，標明大概尺寸，主要觀看方向 

• 特別要求，如電源、投影、活動空間等 

虛擬模型/多媒體/應用程式/虛擬實景VR/ 擴充虛擬實景AR 等 

• 介紹內容詳情 

• 連結至可觀看的網頁如 youTube, Vimeo, 等  

因場而設內容  

• 詳細解釋展品如何配合某個空間 

• 效果圖/ 合成照片效果，如日與夜的不同效果 

• 解釋擬創造的特殊效果，如五官的感受 

其他 

• 請詳述及解釋 

註意: 所有展品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 



城市執生 @ 不同的設場 
 

具有以下「城市執生」因子的設計(包括建築、室內、傢具、產品、系統等), 

社會創新理念、應用程式等 

• 變形金剛Transformer 

• 立體拼圖3D  Puzzle  

• 精巧極致Nano  

• 共享互惠 Win-win sharing  

• 無孔不入 Permeation  

• 爭分奪秒 Time Cruncher  

 

媒體  

• 展板 900x1800 ( 1:2 闊長比 )以圖像及少許文字解釋設計  

• 實體模型  

• 錄像/ 多媒體/  三維虛擬模型以解釋其「城市執生」因子 

• 其他 

 

 



又密又綠 2.0 @ 不同場地 
 

與以下副題有關的設計、研究、社會創新理念、應用程式: 

• 城市盡用 City Uses  

• 城市長青 City Green  

• 城市更新 City Renewal  

• 城中有村 City Villages  

 

媒體  

• 展板 900x1800 ( 1:2 闊長比 )以圖像及少許文字解釋內容 

• 實體模型  

• 錄像/ 多媒體/  三維虛擬模型以解釋其內容 

• 書、發表文章、其他 



體驗香港 @ 希慎廣場跨層自動扶梯空間 
體驗香港 

• 圖像看城市執生  

• 以新角度看城市，如航拍 

• 有趣的城市空間及景觀 

• 高密度文化  

媒體  

• 一連串的照片及圖像，塑造一個可以乘著跨層自動扶梯看的故事 

• 利用聲、色、光、影、多媒體的空間藝術裝置，為乘自動扶梯往上或往
下的行人帶來非一般的體驗(如效果是針對往上或往下向而設計的，請
列明)  

• 動畫/多媒體/三維虛擬模型以解釋設計及體驗  

特別注意: 

• 必須嚴格遵從機電工程處發出有關扶梯兩旁凸出物的指引。   

• 所有建議均須配合場地的性質、檔次、展覽其間商場的節日裝飾，並得
到希慎的認可  

 

 



香港同樂 @ 動漫基地 
將香港城市景觀、建築、設計、生活方式等，變成不同形式的娛樂，藉此
讓香港人更好的理解自己的都市，更認同香港人的身份，更欣賞自己的文
化。 

媒體  

• 插畫  

• 漫畫 

• 遊戲 (傳統或電子的) 

• 錄像/多媒體/動畫 

• 為動漫基地周圍的建築物設計新外觀/ 塗鴉/ 動畫 (影像將以擴充虛擬實
景AR在手機或其他行動媒體中欣賞) 

 

 



主題 “產品” @  放閒置空間快閃店內的自動售賣機/  

扭蛋機 
 

產品，不管是真實的，如 T-恤、袋、玩具、工具等，又或藝術品、玩笑
…..可以帶出雙年展的主題，讓人帶來片刻的快樂，會心的微笑，又或發
人深省，思考自我，重新感覺或理解身處的都市 

 

媒體 

• 介紹產品的圖像及說明 

• 於日後提供的實際樣板 

 

特別注意 

• 須留意日後補充產品的問題 

• 不預期涉及現金交易 

• 要嚴格遵從個別產品類型的特殊法規，如食物及玩具 

• 個別場地可能有不同的限制 



城市冷知識及城市對話 @ 中環街市圍街板及行人通道 
 

通過有趣的問與答，與市民分享有關城市與建築的知識 

將香港和其他城市比較，不單比較硬件，也包括文化和生活，藉此帶出香港
的特質 

 

媒體  

• 資訊平面設計及圖像，及少許文字解釋 

• 利用二維碼，閱覽網上的多媒體內容 

• 互動的問答遊戲及裝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