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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直擊！亞洲設計躍登國際舞台

2017 HOMI Asia Design
文│陳寬茵

攝影│陳寬茵

部分圖片提供│HOMI Milano, Koy Lab, Deniable Studio, Sakura Adachi, Andrea Epifani, GUMDESIGN, Roberto Monte

義大利萬眾矚目的居家生活展HOMI，上月15日到18日於米蘭最大的展覽中心Fiera Milano盛大舉行，從家具家飾、建材面料、
設計商品、居家生活用品到香水珠寶等，內容精彩豐富。其中最具特色的亞洲展館（HOMI Asia Design）搭起東西交流的設計橋
樑，邀請韓國、印度、中國、日本等潛力非凡的設計師共同展出，希冀挖掘更多優秀的亞洲設計師登上國際舞台，從東方藝術之
美為亞洲設計力開創新局。Living & Design編輯團隊代表台灣獲邀HOMI設計展前進米蘭，獨家帶回精彩絕倫的生活美學新趨勢！

打開分享之窗

設計無遠弗屆

如果說「絲路」是架起東西方合作的紐帶，一路披荊斬棘將絕美的敦煌藝術傳至西域；而「HOMI 亞洲設計展」更為亞洲開通一條融合文化、設
計商品、藝術的康莊大道，傳達東方藝術家對設計獨有的思維及見解。HOMI 亞洲設計展誕生於 2016 年，今年舉辦第二屆的 HOMI 亞洲設計展，
與東方設計週（SarpiBridge_Oriental Design Week）攜手合作，致力開創東西經濟及藝術交流的新境界，以看見（Watch MI）、買賣（Buy
MI）、生產（Produce MI）
、訂閱（Book MI）四大簡單明瞭的主軸，建立起共生共榮的文化商業圈，讓藝術不再高不可攀、商業交易也不僅流於市
儈氣息，HOMI 亞洲展館可謂再創商業與藝術的平衡之道、東西方設計交流的新絲路。
SarpiBridge_Oriental Design Week 是全歐洲第一個東方設計週，2013 年發跡於中國人常駐的 Sarpi 地區，由多國設計師、建築師、藝術家匯
集而成，秉持著創意、研發、實驗、創新的理念所建立的多元文化組織，期許從藝術的媒材、文化的國界、東西方的隔閡等方面能打破既定框架，
激發未來在文化和經濟方面的新品牌和合作機會。「希望藉由這個協會架起東西方的橋樑，展示更多亞洲的工作室、設計品牌及設計學院，為許多
初創產業及設計潛力股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HOMI 亞洲館創始人 Annamaria Salinari，同時也是東方設計週、米蘭設計週會外展的總裁表示。
的確，許多滿腹才華的設計師因乏於資源及發揚的平台就此埋沒，特別是亞洲的設計產業鮮少被視為發展重點，長期以來並未著重於生活美感的
培養，導致低成本產品日趨猖獗，高質感的魅力商品乏人問津。然而在政府提倡的政策及許多設計師的共同努力下，近幾年來精緻文化的崛起，讓

1.2.3. HOMI亞洲館與Sarpi Bridge東方設計週的合作，致力於東西方合作，匯集亞洲各國的藝術家、設計師與品牌公司，在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開創新商機。主題空

各行各業逐漸了解設計產業是提高生活質量及美學的關鍵角色，設計圈因此快速擴張、勢不可擋。而 HOMI 亞洲館正為前來發光發熱的亞洲好設計

間、工坊和陳列的方式煥發生機，將原創獨特性及東方美感融合在一個空間裡，成功打造亞洲設計的國際舞台。

打開一扇通往歐洲的窗口，讓設計師能在減少媒體廣告預算的基礎上，同時提升國際間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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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哲學與新潮創意
走入 HOMI 的亞洲展館，一眼即被醒目的兵馬俑及參天高椅所吸引，輔以東方味十足的設計品，體現出獨特優雅韻味；運用清新木質結合白色基底，
讓藝術展品活靈活現更具戲劇張力。本展視覺設計由上海 Creative Capital 經理張翊一手策劃，對於亞洲社會文化深入研究，嘗試調研不同領域，
將各式大相逕庭的設計作品藉由專業的包裝手法，舉凡茶具器皿、手作工藝、時尚服飾、機能沙發、風格單椅等都能同時完美融合在同一個空間內，
達到毫無違和卻各有特色的視覺效果。張翊表示：「本次亞洲館設計概念以藝術品為中心，希望大家想到亞洲的商品是具有質感及藝術氣息的，而
不是低廉且品質參差不齊的印象。」有別於過去只以商業的視角出發，HOMI 亞洲設計展用設計說明這次展覽不僅僅只是一場交易，而是一種生活
品味、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期許在不久的將來能達成設計無國界的最終目標。沒有其他展館精緻絢麗的擺飾陳列，亞洲展館僅僅透過木條銜接，
框塑出明亮富有層次的質感空間，以國家為分界，讓印度、日本、中國、韓國的設計自成一區，張翊經理提到：「希望來參觀 HOMI 亞洲館的人能
藉由各國的方塊房子，彷彿遊歷亞洲不同的國度，看見各式各樣的風俗民情、文化差異，或者細細品味因應亞熱帶氣候所選用的材質所薈萃出來獨
一無二的藝術與設計。」編輯團隊現場觀察到許多義大利的參訪者對於亞洲設計師所採用的材料、顏色的搭配、圖騰設計等特別有興趣，說明這場
展會已成功將東方獨有的元素植入西方人的心。
隨著佛羅倫斯設計週（Florence Design Week）多年累積而延伸 HOMI 亞洲館，已網羅許多頂尖的亞洲設計公司、機構及個人工作室，並提供
一個國際平台於設計的重鎮之地─米蘭，讓新一代才華洋溢的亞洲年輕設計師躍躍欲試，跨越地域的籓籬，將自身張揚無邊的創意收斂成一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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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細膩的藝術品，自信地向世界展示亞洲文化無法取代的魅力、對藝術懷揣著夢想與熱情。HOMI 亞洲館肩負要成功打造亞洲的國際舞台，以及
讓展覽內容豐富多元的重責，對於本次展出的亞洲設計師，費盡心思精挑細選，審慎思量每件作品是否符合創新、創意、設計感的三大標準，希望

1. 以國家為分界，讓印度、日本、中國、韓國的設計自成一區，藉由各國的方塊房子，彷彿遊歷亞洲看見各式各樣的風俗民情。2. 玩轉材質發揮創意，利用瓦楞紙製作

設計師能有跨領域的表現及結合科技智能的新技術，創造出兼具時尚美型與實用機能的居家用品。此外，為帶給參觀者驚豔的特色體驗，亞洲館團

出造型獨特的兵馬俑，成為亞洲館的視覺焦點。3.5.6. 精選亞洲別具個人特色的設計展品，結合「機能實用」與「創新科技」，展現出魅力非凡的設計力量。4. 以清新

隊對於展出的品項也經過幾番的琢磨，由家具、器皿、服飾、工藝品等琳瑯滿目的展品，創造出一波又一波驚豔四座、連綿不斷的視覺震盪。

的木條框塑視覺景深，創造出明亮寬敞的開放式格局。

SPECIAL REPORT

5

4

6

1

日本新銳設計師

兼具機能與時尚美感

曾在哥本哈根家具展中受到丹麥王儲的肯定，並於 2010 年以水果碗《ECLIPSE》獲得紅點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的日本新銳設計師 Sakura Adachi，擁有工業設計及木製家具深厚背景，憑藉
來到 HOMI 亞洲館，Living & Design 編輯團隊向主辦單位介紹我們是來自台灣的

著多年在各國求學累積的藝術涵養及設計經驗，2008 年在米蘭成立工作室，帶來更多出類拔萃的創

媒體時，創辦人 Annamaria 興奮又熱情地接待我們，談起亞洲的設計圈，她說：「台

作。相信家具不只有冰冷的外衣還有情感豐富的內在，Sakura 設計師開啟無邊的想像力引擎，打造

灣的設計總讓我十分驚豔，而 HOMI 亞洲館已逐漸成熟，明年展覽規模將會擴大舉行，

出《Happy & Grumpy》一系列富有情緒的凳子與桌几，一個個彷彿有了生命般，不論幸福上揚

希望有更多的台灣設計師能一起交流。」現場精選亞洲別具個人特色的設計展品，從

的嘴角或是生氣時不滿的癟嘴，都讓人對這項有趣又新奇的設計愛不釋手；另一項多功能咖啡桌

現代風格及居家生活切入主題，帶領觀眾看見亞洲嶄新的風貌。

多彩烏托邦

《Pattern》，透過不同形狀與材質的排列組合擦出迷人的火花，將美感與生活機能透過創作完美呈現。

體現印度風情

越南時尚新星

來自印度的設計師 Kunaal Kyhnna Seolekar，曾經在紐約學習建築設計，透過長

出生於越南河內，從柏林點燃了藝術魂，在時裝界開啟他改變命運的重生旅程。Duong 前身

期旅遊全球淘靈感，發掘創新的設計元素並融入細膩的觀察與研究，2017 年正式成
立印度時尚居家生活品牌 KOY。這次展出《Tuxedo Chair》與《Holy KOY》系列

演繹獨特風采

為時尚攝影師，2017 年參加柏林應用科學大學舉辦的時裝設計研究，他的服飾創作榮獲最佳收藏
2

及最佳針織品兩大時尚獎項，因緣際會下從時尚產業跨足織品界，正式成立屬於自己的針織服飾

餐具、家具及燭台，採用印度獨有的喜馬拉雅松木及印度硬木，經由簡潔俐落的線條

品 牌。HOMI 亞 洲 館 展 示 了 Duong 的 最 新 作 品《Maxifoodist》， 以 濃 烈 的 顏 色、 特 殊 的 剪 裁

設 計， 成 就 KOY 別 具 識 別 度 的 經 典 款。 此 外，《 香 蕉 葉 片 底 盤 Banana Leaf

等風格獨具的審美觀，將自身的個人魅力與對設計的激情發揮極致，透過有趣、娛樂性十足的視

Platters》及《宇宙蠟燭台 Cosmos Candle Holders》更是完美演繹風情萬種的印

覺語言，體現 Duong 獨一無二的的穿衣哲學。

7

度傳統文化，擷取印度特有的宗教及慶典為概念，以精湛的雕刻工藝成就典雅細緻的
品味。同是來自印度的 Deniable studio 創作風格卻截然不同，具備前瞻性的美學思
維，特別注重幾何圖形的比例及機能實用性，成功引領居家時尚。其中讓的代表作《黃

1. 注重整體質感及機能性的Sakura，凳子頂部採用高級羊皮媒合精緻的圓身木筒，淘氣的表情嘴角除了賦予居家空間年輕活潑的新氣象，同時也能當作放置書本的凹

金盆栽 Octahedron Brass Planter》、《筆壺 Pen-pot》，複合多種實用機能，打造

槽，達到裝飾和實用兩全其美的效果。2. 香蕉葉片底盤擷取印度特有的宗教及慶典為概念，以精湛的雕刻工藝在絕美的森林綠大理石上細膩琢磨，達到難以想像的薄度
及工藝典雅細緻的品味。3. 以燕尾服為發想的木椅及砧板，綴以花梨木的蝴蝶結點亮視覺，如同身穿燕尾服的紳士帶給居家生活別緻優雅的態度。4. Duong以風格強

出富有深度的層次美感，帶有金屬光澤的前衛外型，更讓設計迷為之瘋狂。Deniable

烈的針織作品，混搭出獨樹一幟的穿衣哲學。5. 代表作《黃金盆栽》運用一個八面體的黃銅底座，打造出立體的層次美感，佐以幾何線條的鋼製配件，將底座懸空於桌

studio 秉持著為人類創造更便利的生活，將工藝作為建築的延伸，創造出一件件熨貼
人心的時尚居家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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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達到輕量化的視覺效果。6.《筆壺》打破一般人對文具的想像，以優雅浪漫的曲線構築詩人、作家對於收納筆墨的嚮往之情，並複合多種實用機能如放置迴紋針及夾
便條的功用。7. 宇宙蠟燭台則藏有深刻雋永的印度哲學，簡單的形體裹上霧面浪漫的玫瑰色，讚揚宇宙無盡的創造力及古印度的希夫靈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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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啟動

2017 HOMI居家生活展

2017 HOMI Milano
2017年九月HOMI居家生活展（2017 HOMI Milano）由米蘭展會主辦，規劃
多樣化的特色展區及主題，網羅了國際流行的居家用品、家具設計、珠寶首
飾、禮品包裝、園藝與戶外活動、專屬兒童的安全設計、辦公用品等一應俱
全，透過展示各式媒材的運用，體現對傳統文化的延續與現代居住風格的融
合，完美演繹與眾不同的五感體驗。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人們的消費導向也
快速轉變，其中最貼近生活的家居飾品，最能反映尖端科技及時代潮流的創
新，從原創的設計精神，讀出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脈動，進而成就精緻的生活
美學。有別其他設計展注重環保、科技、專業技術等理性安排，HOMI居家生
活展更注重產品與人之間牽動的內在能量與情感，將設計褪去剛硬的形式法
則，注入藝術的氣息與柔情，讓參訪者走入展會中，少了一分冷冽、高深莫測
的感受，卻多了十足的愜意與溫暖。

培育下一代新勢力是HOMI居家生活展成立的初衷之一，同時期待青年設計師
將設計帶入更多場域，碰撞出空前的清新浪花，為此創立了「HOMI Smart」
及「設計大賽」，透過年輕人對於網路分享、社群媒體的緊密關係，加強科技
與居家生活的彈性運用，在HOMI Smart設有許多如VR的互動裝置，讓人彷彿
經歷一場虛擬的科幻旅程，體驗未來世界的智慧生活。HOMI舉辦設計大賽並
非想要一較高下，而是藉由賽事鼓勵青年發揮不落窠臼的創新風格，一同探討
設計的多種可能，並推廣藝術生活化的構想概念。HOMI居家生活展是一個集
創意、科技、生活美學於一身的大型展會，不僅創造出亮眼的商機，也建立業
內人士會面、交流想法難得的盛事場面。

1.2. 2017 HOMI秋冬展體現對傳統文化的延續與現代居住風格的融合，主題涵蓋居家、休閒、珠寶首
飾、禮品包裝等，強調「精緻的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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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相間

夢幻色彩

今年色彩運用打破明亮保守的飽和色系，以浪漫的夢幻色彩呈現出透光溫
婉的氣質，藉由豐富柔和的色調觸動視覺神經，好似將夢境或戲劇中對色彩
的極致想像，一一落實在實際的居家生活中。揮別濃烈的色彩以減少視覺厚
重感，並擅用半透明的元素揉合光影，使工藝品整體更加輕盈生動。義大利
品牌 GUMDESIGN 運用吹製玻璃結合石材的跨領域創作，善用玻璃澄淨透
亮的特質，以清新的湖水綠成功營造出今年最流行的夢幻色彩。

簡潔線條

勾勒品味

延續歐洲人對於簡約風的追求，透過極具現代感的設計語彙，呈現清晰
簡潔的視覺效果，強調線條與形狀的精簡，同時卻藏有豐富的設計巧思，因
此從細節中慢慢琢磨，細緻講究幾何角度、線條比例、勾勒時尚品味等，
追求「小事成就大事，細節成就完美」長久以來不可或缺的工匠精神。如同

5

出奇蛋總是給人無限驚奇的義大利設計師 Andrea Epifani，探索紙張的硬
度與韌性，將廢棄媒材重新活化利用成為椅子的一部分，創造出有趣卻富有
深遠意義的《禁菸系列 No Smoking》，以簡潔的線條媒合多樣環保素材，
象徵不吸菸能減少對人體、環境的傷害，打造安全健康的居家生活。

天然紋理

展現材質本身

顛覆以往將材料視為填充物或內裡，通常使用塗料覆蓋表面，近年來強調
材質本身獨一無二的天然紋理就是最美的裝飾，選用富有天然紋理的石材、
實木，不加人工的華麗裝飾與色彩，裸呈材質最原始的樣貌，表面天然紋理
散發濃濃的自然與人文氣息，圍塑出溫暖質樸的心理感知。具有文學深厚背
景的設計師 Roberto Monte 以敏銳的設計思維結合文學創作靈感，追溯新
石器時期的器皿，創造出別具個人風格的現代新品，外型保有天然材質的自
6

然風味，象徵古今交融的沉穩內斂與不凡氣質。

1

設計將不可能變成無限可能
HOMI 居家生活展秉持實用機能的核心價值，從色彩搭配、材質運用、外觀設計歸
納出 2017 年三大重要的設計趨勢，更將居家用品提升至藝術層面，落實「將不可能變
成無限可能」的奉行圭臬，勇於破格創新，恣意揮灑天馬行空的想像，打造專屬於自
己的設計奇蹟！今年主軸顛覆傳統拘泥的常規，希冀將夢境中的綺想世界搬進居家生
活中，以跨領域的大膽實驗，捕捉夢境中的奇幻色彩，完美詮釋意想不到的設計新革
命，2017 HOMI 居家生活展儼然就是一個玩創意的造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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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MI展不僅帶來卓越的義大利精品，還成功將傳統與風格設計的新需求進行了創新性結合。
2. GUMDESIGN以清新的湖水綠成功營造出今年最流行的夢幻色彩。3. 追溯新石器時期的器皿，
Roberto Monte創造出別具個人風格的現代新品，彰顯出古今交融的精采設計。4. 與藍寶堅尼合
作的義大利品牌Riva，以現代極簡的設計風格，揉入溫潤木質元素，藉以增添居家暖度。5. 6. 今

4

年以浪漫的夢幻色彩為流行元素，將夢境或戲劇中對色彩的極致想像落實在居家生活中。7. 8. 設
計師Andrea Epifani的《禁菸系列》與《Lovelamp&C》，以簡潔俐落的設計語彙，勾勒細膩的

3

時尚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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