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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OWER ASIA

亚洲设计
新生代

从时装到艺术，亚裔面孔是这几年国际舞台上不容小觑的
力量。而在家具设计界，也有一批年轻的亚裔设计师正在崛
起。本期DECO精心遴选当前炙手可热的20余位亚裔设计新
星与组合，从他们的作品里观摩与体会亚洲设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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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说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人的性格会因环境不同而迥异，设计风格亦然。然
而，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发现，竟很难给现时的“亚洲设计”下一个
明确定义。技术进步、人口迁移、以及文化的交融，让亚细亚的设计师们在沿

袭传统的基础上，大胆突破，果断创新。他们的作品不再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却又蕴
含了设计师对自身背景和文化的溯源与审视，以及对设计改变生活的笃信不疑。
归根结底，设计是对生活的发言。不论是否有意所为，这些亚洲设计新锐正植根
于各自的日常生活，摸索与开创一种史无前例的亚洲设计新语言。而亚裔设计师作为
一个群体的崛起，无疑能为业界带来更多机会，也让我们忍不住去想象亚洲设计未来
的各种可能！

DECO问卷
1.你最好的朋友会如何形容你的设计风格？
2.你最想给谁做设计？
3.身为设计师的一点怪癖？
4.至今做过最得意与自豪的事情？
5.最欣赏的设计产品是什么？
6.未来十年对你意味着什么，
想对那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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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ofstock
一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伊莱克斯设计实验室，让
来自新加坡的Gabriel Tan、Wendy Chua、阿根廷人Gustavo
Maggio和西班牙人Sebastian Alberdi一见如故，这群在
1978年至84年间出生的年轻设计师，于2006年共同创办
工作室，名字就叫Outofstock，寓意“出自斯德哥尔摩”。继
Gustavo搬至新加坡居住后，团队主要在巴塞罗那和新加坡
进行设计工作，并将在今年年底完成一间概念画廊的设计。
www.outofstockdesign.com
我的答卷：1.我们做每一个项目时都用开放的态度对待，因此我们没有一种固定
风格。但朋友们认为我们的设计手法是一致的，总是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忠于
材料。2.我们最想为路上的普通行人设计产品。3.我们的怪癖是尽量让自己成为
富有建设性的完美主义者。4.当年我们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偶遇，从此共同创办并
经营一间设计工作室，这令我们感到颇为自豪。5.我们最欣赏铅笔，因为有了它，
才能绘出并实现很多可能性。6.未来十年意味着从事设计的十年、深度旅行的十
年、均衡生活的十年。

Ango
专 注于 灯具设 计的泰国设 计 组合。由创办人
Angus Hutcheson担任主设计师，与Aon Benjamapa和Pui
Chutitanawong一起在2003年推出首款设计。Ango倡导“所见即
所得”，致力于结合自然与技术来创作灯具。他们计划在今后两
年内创建自己的农场与工厂，并在其上种植设计需要的材料，还计
划创办供访问设计师和艺术家工作的工作室。
www.angoworld.com
我的答卷：1.我们几乎只从事灯具设计，并用独特的作品来寓意自然与科技。
朋友们认为我们用灯来表达“自然其实很脆弱”的观点。2.除了建筑师、灯光
咨询师、室内设计师这些能将我们的产品用于项目中的人外，我们最想为普通
零售顾客做设计。3.我们也的确被称作过怪人，但重要的是向内去寻找你究竟
是谁，能做什么，并对此保持真诚。4.我们在设计上还没有到自豪的地步，还有
很多事情有待我们去做！5.很欣赏Buckminster Fuller的作品，他在灯的结构
和设计上的整体视野令人惊叹。6.期望能不停发展想法，同时培育新的设计人
才。如果十年后回顾当下，我们做到了现在所想的事情，就很棒！

Danny Kuo
现居荷兰的设计师。1986年出生于荷兰海尔伦。
父母均为浙江人。2010年毕业于荷兰埃因霍恩设计学
院人与活动专业，期间分别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理
工大学学习中文。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他，正计划赴亚洲
工作，同时继续创建自己的品牌。他推崇灵活与适用的设计，期
望以此改善人们的生活，为高移动的“世界公民”提供富有效率
的产品。www.dannykuo.com

本页：Arbor在拉丁语里是“树”的意思，Outofstock设计的Arbor书桌，选用五
种不同实木，占地不大，适用于小居室。桌子有一个从前面打开的抽屉，以及四
个从上面掀开的的隔层，保证了大量储存需求。对页：(左)Ango设计的漂浮世界
（Floating World）吊灯，选用泰国藤条和不锈钢制成，内置3个100瓦灯泡。灯光亮
起时，流露一派轻盈自在的气息。(右)储物楼梯（Staircase）是Danny Kuo的毕业
作品，曾在2010年荷兰设计周期间展出。设计师关注高度而非宽度，在最小的面积
里实现高效储存功能。巧妙的是，他在最下面三层安装了楼梯系统，让使用者可
以轻松踩在上面够到顶层的柜子。

我的答卷：1.朋友们觉得我的设计实用、富有功能性，同时又能予人启迪，创
新、聪明。2.希望能为任何人做设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求，我不想为满足自
己的需求而设计，而是用设计来服务他人。3.设计产品时我经常会先不顾工业
标准或实际限制而追求极致。这些极致在我看来更类似于灵感或终极目标，然
后退回现实，用工业标准予以实现。4.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觉得能做得更
好。有一些项目曾让我中途卡住或者迷茫，当最终找到方法将其成功制成时，
让我挺得意的。5.我很欣赏MacBook Pro笔记本，我经常使用它，效率很高，并
能和世界连线。6.希望十年后不论是打工还是创业，我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设计
师。但最重要的还是对个人生活满意，身体健康。我想十年后能对自己说，我已
经干得不错，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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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cong Lu
德国独立设计师，德国哈雷艺术与设计大学工业设计
系教师。1982年出生在德国柏林，祖籍广东，现居莱
比锡。2009年获得荷兰埃因霍恩设计学院产品设计
学士，2010年获得哈雷艺术与设计大学工业设计学
位。今年他计划在教职之外，创办自己的工作室。最近他
还为一间柏林的餐厅做了室内设计。www.yiconglu.com
我的答卷：1.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总是为了造福他人而设计，我尝试设计能让
空间更宜居、让生活更方便的家具。我总是在寻找聪明又富有感染力的解决
方法。2.我希望能为很多人设计产品，为使用日用品过日子的普通人进行设
计。3.我总是想要用我的想法去说服别人。4.让我自豪的是，我能在有两个小
孩的情况下，坚持我的事业。5.我最欣赏那些可以持久使用、设计巧妙的日用
品与工具。6.我希望十年后能将时间都用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面。

KAMKAM
分别于2006年与07年从韩国弘益大学木作与家具设计专业获得学士
学位的Hyunjin Seo（徐贞贤）和Jaekyoung Kim（金栽经），在2010
年共同创办KAMKAM设计工作室。KAMKAM在韩语里寓意“极
度黑暗”，设计师认为，由成千上万种颜色构成的黑暗正代表了他
们底蕴深厚的设计。本月，他们将通过网站发布最新产品设计，今
年年底还将在韩国首尔展出最新家具设计。

Studio Juju
出生于1982年的Timo Wong于2003年毕业于南洋

www.kam-kam.org

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出生于1983年的Priscilla Lui在2006年从新

我的答卷：1.朋友们认为我们的设计“有点疯狂，但很讨人喜爱！”。2.我们最想为
客户、普通人、使用者和自己设计产品。3.Jaekyoung兴趣广泛，热爱文学、纪录片、
动画、雕塑和音乐，尤其喜欢北岛的诗。Hyunjin则喜欢追根刨底追求完美。4.当我
们有不同于过去作品的新想法的时候，会感到得意。5.Jaekyoung喜欢世界上一切
美丽的东西，热爱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 Papanek）的哲学。
Hyunjin喜欢Q鼓，这是一种方便非洲农村居民往里面装干净饮用水拉回家的耐用塑
料鼓，外形简单又具有功能性。6.十年后我们希望能与其他行业的人们分享我们的
创作。

加坡国立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2009年，两人成立工作室Studio

本页：韩国设计组合KAMKAM的穿衣服家具系列（The dressed-up furniture series）
将服装与家具结合起来。纽扣、皮带等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服装元素被运
用到家具上，显得生动活泼。对页：(上)不论是随意吊起、靠在墙边，还是立在地上，
Yicong Lu设计的灯光男孩（Lightboy）可以置身任何环境，满足人们对光的需求。而
它可随意调节的灯罩，更用各种方式照亮了房间。它是Living Tools系列中的一件。
(下)Studio Juju的Bambi椅不仅坐着舒适，靠背还能用作提手，让使用者方便地搬
动家具。

Juju。他们设计的家具小巧温婉，又具有趣味性。在去年的米
兰家具展上获得德国设计协会“设计报道奖”
（Design Report
Award），并于今年获得设计迈阿密/巴塞尔（Design Miami/
Basel）
“未来设计师”。studio-juju.com
我的答卷：1.朋友们对我们的风格各有评价，我们自己特别喜欢的描述是“充
满能量、富有灵魂”。2.我们期望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设计产品，最重要的是这
必须是可以对一些人甚至每一个人都有用的东西。3.我们并没有异于他人的
怪癖。现时很多年轻设计师都把举止古怪作为彰显自己个性的方式。4.我们
为身边朋友、同事和家人的支持感到高兴和自豪。5.除了实用和功能性强，我
们欣赏能唤起人们情感的设计。这类产品通常可以被维系很久。6.“十年以
后”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十秒钟后，它意味着不论你现在在做什么，都是一种衍
生的形式。重要的是现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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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瑶遥
XINYAOYAO设计工作室创办人，手工艺家居设计
师。80年代中期出生于深圳，毕业于江南大学设
计学院（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在设
计材料研究，以及传统材料和现代工艺的融合方面
有较深入的探索，代表作品包括“宣纸无骨灯系列”、

本页：香港设计师Kitmen Keung为比利时品牌Sixinch设计的Dual Cut，可以变形
为一张沙发和边桌，或者一张躺椅，或者一张角桌，并且在室内户外均可使用。而
制作程序相当简单，产生的废料也做到最少。对页：(上)浙江无锡设计师辛瑶遥
的褶皱宣纸灯，充分利用宣纸的特性，改良使用传统的“纸扑”工艺，完成完全
中空无骨架支撑，并且具有较强硬度和良好韧性。(下)日本设计师Nosigner设计
的Arborism桌子，以放射状的树干取代桌脚。设计师通过几何学中“树枝曲线”
（Tree Curve）的算法，仿真自然界树枝的形态，因此四只桌腿不尽相同，犹如一
棵真正的树，将自然带到了家中。

“雅舍小品-紫砂器系列”、
“白色水泥系列小品”等。目前正在
研究陶瓷器皿设计的日用与大众化。现居住生活在江苏无锡。
www.xinyaoyao.com
我的答卷：1.我的朋友都不是做产品设计的，他们觉得我的那些小伎俩“挺
神奇的”。2.最想给好朋友和高中语文老师做设计。3.也许是做设计的缘故，
我往往会看人先看手。4.我比较得意的是除了设计，自己画画也还不错，将传
统艺术形式与漫画相结合，2010年还参加了大声展。5.最欣赏百看不厌的设
计产品。6.未来十年应该仍然是打基础的十年。希望十年后的自己保持健康，
天天用心。

Kitmen Keung
现居中国香港的独立设计师。1979年出生于香港, 14岁随父母
移居温哥华, 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开始接受北美正规的艺术教
育，2003年从米兰Domus设计学院获得工业设计学硕士。

Nosigner
日本独立设计师。1981年出生，2006
年于庆应义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身
为建筑大师隈研吾的学生，他却早在在
校期间就创立了设计工作室。他倡导自然环
保，提倡反消费主义。2008年，他决定以Nosigner
作为从事设计时的名字，寓意“看不见的设计”，
因为他认为设计最好的境界是用不着痕迹的语言
进行创作，蕴涵哲理，而非单从外观就一目了然。
www.nosigner.com

在欧洲期间曾参与包括包括Artemide、 Ermenegildo Zegna、
我的答卷：1.我的朋友们觉得我一直在探寻尚未被发现的设
计的可能性。2.我希望为我自己和后代设计产品。其实我的
每一件作品都是为此而作。3.我是一个很正常的设计师，我
一直在尝试用设计来做一些改变。4.Kanpyo Udon包装设计
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客户因此源源不断接到订单。这项
设计还获得了2009年Pentawards国际包装设计奖食品类铂金
奖。它证明了包装设计可以帮助生意，并能让本土产品走向
国际。5.我欣赏在审美和逻辑上都很强的设计品。我为将产
品从理性引领至美的设计逻辑而折服。6.这将是改变旧习的
十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的矛盾与非合理。我认为最强的设
计力量是去质疑，并用创造新东西来证明新的可能性。我觉
得十年后设计会更重要。

Oregon Scientific等多个国际品牌的产品设计研究项目。今年，他
与香港公司Obserf Limited展开合作伙伴关系, 并首度为著名比利
时家具品牌Sixinch设计坐椅组合Dual Cut，目前他还在开发一些桌
上用品。www.kitmenkeung.com
我的答卷：1.朋友们觉得我的设计风格很简约。2.我最想为建筑大师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做设计。3.我在逛街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对工作中常使用的形
状和颜色特别敏感，没办法把工作和生活分开。4.从加拿大中学毕业后决定在
当地修读艺术，我很自豪自己的这个抉择。加拿大充满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和
艺术，这是对我很重要的设计教育。5.我最欣赏Achille Castiglioni 于1957年
设计的 Mezzadro Chair。6.未来十年意味着自己有更成熟的作品。希望那时回
看自己今天的作品不会觉得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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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Fang
Fang Studio创办人。1975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曾祖父是
中国人。1998年从荷兰埃因霍恩设计学院人与休闲专业毕业
后，Danny参与了荷兰公平贸易组织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项
目。长时间与木雕匠、烧陶匠、织篮工和丝网印刷工相处，让他
特别关注工艺。2001年，他加入Marcel Wanders Studio，后成为产
品部门主管。2007年他移居香港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喜欢用简约
利落的方式解决问题，认为形式与功能同样重要。目前他正在试验珍
珠珠宝设计。www.fangstudio.com
我的答卷：1.我的好朋友认为我的设计直截了当，有时会有戏剧化的转折，很容易
理解。2.我有两个梦想：我希望有一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件我的产品；另一个
梦想是中国的企业能够引进具有改变世界力量的发明、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我想和
他们一起将世界变得更美好。3.只要有设计难题，哪怕是彻夜不眠，我也必须解决
它。这种无害的骄傲和固执让我能走得更远。4.我为我的每一件设计都感到自豪。
更有趣的是，我正试着设计我的人生。比如我给自己定了座右铭“一天一件好事”。
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按此生活。这些好事并不会大到改变世界，但只要一天里见到
一个人对我微笑，我就足够自豪了。5.我最欣赏我的摩托车！有了它，我在香港的生
活非常精彩。我能住在山间，在郊外有宽敞的工作室，晨间冲浪后开始工作，20分
钟就能到市区开会。它没有汽车污染严重，也不会受限于交通拥堵，而且姑娘们都
很迷它！6.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十年后我们会在哪里，不过我一定会在用全新的方
法体验世界。我想十年后会对自己说的，和我今天要对自己说的是一样的：为了个人
发展做出选择，用榜样来引领自己。我希望不浪费任何一个给予我的机会，并将它
们发展至极。

王艾莉
王艾莉设计、The Binder设计杂志
创办人。198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2006年毕业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产
品设计系，2008年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
院互动设计硕士，TEDxTaipei 2010年演讲者。她喜欢利
用设计来探究各种社会现象，透过观察来研究被社会
埋没或遗忘的议题，作品充满浓厚的黑色幽默和对现
代人的讽刺。现居台湾。www.alice-wang.com
我的答卷：1.我很多朋友其实看不懂我在做什么，只知道我是做
设计的，所以要他们形容我的设计风格有点困难。2.我的设计
往往关注的是社会大众的心理，所以并没有特定想为某一个人
设计。3.我有一百多件一模一样的白色T恤，每天都穿一样的衣
服。4.最让我自豪的事情是为了将我那些超重的作品运去米兰参
展，我开了一间公司！5.最欣赏Dunne & Raby的Placebo / Evidence
Doll、Mathieu Lehanneur的Age of the World / Elements / Therapeutic
Objects和Atypyk的Revenge CD / Smash fly。6.我想跟未来的我说
“别忘了十年前的你！”

吴孝儒
PiliWu-Design创办人。198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获台湾实践大学工业设计系学士学位，目前正在
该校攻读硕士学位。主要关注家具设计，同时还
参与各类台湾与国际创新项目，并自2007年开始
与台湾工艺品牌Yii合作，通过作品来表现他在台湾生

我的答卷：1.好朋友认为我的设计很矛盾。2.我想给欣赏PiliWuDesign的任何人做设计。3.我喜欢在属于自己的东西上贴粘纸，
还特别喜欢红色的东西。4.去年因为某些原因，一件作品激怒了
瑞典某家国际家具商，但却得到各大设计杂志的青睐及众人好
评，这让我颇为自豪。5.最欣赏的设计产品是我从小坐到大的书
桌椅。6.未来十年是适者生存的人生挑战赛。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
“活着真好”。

活的视觉和感觉体验。www.PiliWu-Design.com
本页：吴孝儒留意到台湾的路边摊常会使用粉红塑料的免洗餐具，无论大小都有着特殊的“肋柱”结构，不仅降低生产成本也让单薄的
塑料增加了强度。他于是将强烈的塑胶意象和瓷器融合在一起，又传承这种”肋柱“结构于薄胎陶瓷的工艺技术，开创出艺术与实用兼
具的塑瓷作品。对页：(上)Danny Fang今年最新的Check Mate！系列灯具是一套国际象棋，包括小兵到国王与皇后，而灯光则有蜡烛般
效果，为环境带来温暖的感觉。(下)一些科研人员认为无意识的肌肉运动起源于大脑释放的一种化学物质，潜意识里想要刺激更多卡路
里的燃烧。这成了王艾莉的摇不停（Constant Shaker）椅子的灵感。每当人们坐下开始抖脚时，椅子会计算出消耗的卡路里，并在椅腿
的屏幕上显示出来。

专题
FEATURE

李鼐含

Suppapong Sonsang

BAO Atelier、NAIHANLI & Co.创办人，独立建筑师、设计师。2004年毕业于伦敦

泰国Tazana设计工作室创办人。1977年

大学学院建筑学专业。曾参与金华建筑艺术公园、Keruo 艺术空间建造、紫禁城

出生于泰国，1998年从泰国艺术大学产品设

内Royal Kitchen餐厅与商店项目，并担任OMA与MoMA合作的CCTV/TVCC展览

计系毕业，2005年获得该校视觉传播系硕士学

项目经理。她近期开始生产自主品家具产品，其中“集装箱”系列将现代家居生

位。2005年他与Microtek Product公司合作创办

活中常用的家具与运输中使用的木箱结合为一体，以适应当代人临时与多变的生活

Tazana，从泰国文化中获得灵感，运用全新技术设计

方式。现居住生活在北京。www.thebao.com www.naihanli.com

灯具。Tazana在泰语中是“态度”的意思，意味着同样的设计，人
们却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不同的意义。去年，Suppapong还启动

我的答卷：1.我的好朋友认为我永远都是五岁半，我的设计是可以用来游戏的，可以随意放大缩小、拆开
组装。2.我希望给超现实或者科幻电影设计布景。如果Stanly Kubrick还在世，我很希望有机会和他合
作。3.我喜欢自己做东西，喜欢在车间工作，并且不但要设计产品，还要设计生产工具。我希望我这辈子
在电脑和工厂之间度过。4.我还没有什么得意的事情，总是觉得下一件作品一定会更好。5.最欣赏明式家
具，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单一突破。这样的例子在设计界比比皆是，
文化、美学、政治、科技等很多因素相
结合是设计发展创新的基础。6.未来十年是开始认真工作的十年，中国正在等待设计的发展，我们应该算
是生活在最恰当时机的年轻人。如何继承并发展传统，如何与正在发展的现代工业技术结合，如何定义新
的生活方式，发展为未来设计的产品，这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了HAT项目，致力于与泰国新兴设计师合作，让设计师们体验设
计、生产、市场的全过程，最终推动泰国设计业。该项目计划先
用三年时间，让设计师们了解现实生活中设计产品的商业运作。
www.tazana.com
我的答卷：1.我的好朋友认为我的设计充满惊喜。2.我希望能为自己做设计，
因为我是一个挑剔而且关注细节的人。3.我喜欢创造新的东西去取代我从前
的设计。4.让我骄傲的是，作为一名泰国设计师，我能小有利润，并保持如此。
5.我还在寻找最得我心的设计品。6.十年后对我来还是一个秘密。

Jarrod Lim
现 居新加坡的独立
设计师。1977年出生，父亲
是新加坡人，母亲是澳大利亚
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度过了童年与青少年时光
后，1998年他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毕
业，2002年又获得该校家具设计系学位。之后前往
意大利米兰与Patricia Urquiola共事。2007年迁居新
加坡。今年年初新婚的他正陆续推出为包括一间知
名办公家具在内的顶尖家具公司设计的产品，并计
划为马来西亚一家动物收容所做慈善设计工作。此
外，他还在努力学习中文。www.jarrodlim.com

本页：李鼐含设计的梳妆台和椅子合并起来就是一只方便拖拉的箱子，而一旦打开，镜子、灯泡、抽屉一
应俱全，非常实用。对页：(上)Suppapong Sonsang带领Tazana设计团队从去年开始设计Knan灯系列，在一
个60×60cm的框架里创造出第一条线条后，用电脑制作出其它36条互不相同又平行于原始路径的线条，以
此创造出一种难以预测的形状，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胶合板能做出怎样的造型”。(下)Jarrod Lim留
意到自己在新加坡生活时随处可见钢闸和窗架设备，便从中得到启发，设计出鲤鱼椅（Koi Chair），通过焊
接将钢条打造成鱼鳞图案，打破了金属通常给人的冰冷感觉，他希望人们能从中感受到身处传统亚洲花
园，观鱼池中锦鲤游动的闲逸。

我的答卷：1.我最好的朋友觉得我的设计成熟又有转折。2.我
最想为Magis设计产品。对我来说，它至今仍代表了最顶尖的设
计制造商的水平。3.我在打理头发方面有点懒，在办公室工作
时通常都会戴着我的棒球帽。4.我即将为马来西亚的动物收
容所做慈善设计，这让我非常自豪。5.我最欣赏我的Mac笔记
本。它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并且设计上很漂亮。它总能依照我
想要的方法工作，形式与功能兼具。6.十年后当我回顾这段时
光，希望会对此感到满意。我不想浪费一点点时间，希望能在
有生之年做一切我能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