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建筑师，在一系列专业培训中，我们
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模式：城市到
街巷、建筑到单元、空间到家具到桌上陈
设的摆件都是我们关注的设计对象。涉及
室内设计和产品设计时，我们惯于从细节
着手——一块漂亮的大理石，亦或一件儿
童玩具，都有可能是我们灵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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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ed as architects, we are 
always used to the architectural 
way of thinking from macro to 
micro. After venturing into interior 
and product design, we started 
to proceed from the details. Our 
thought process may be ignited by 
a piece of beautiful marble or even 
children’s building blocks.

    
     

      
林子设计

Lim + Lu

林振华，Lim + Lu 共同创始人及创

意总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筑、艺

术＆规划学院，获建筑学学士学位。

曾就职于香港Davidclovers建筑师

事务所、嘉柏建筑师事务所、思联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及纽约Kohn 
P edersen Fox Associates。
卢曼子，Lim + Lu 共同创始人

及总经理。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建

筑、艺术＆规划学院，获建筑学学

士学位。曾就职于丹麦哥本哈根

Boldsen ＆ Holm 建筑师事务所、

纽约Robert A.M. Stern建筑师事

务所，参与过蒂芙尼店铺设计。

• Vincent Lim is co-founder 
and Creative Director of Lim 
+ Lu.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from Cornell 
University’s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rt & Planning. 
He has worked in the offices 
of Davidclovers Architects, 
Gravity Partnership, and CL3 
Architects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Kohn Pedersen Fox 
Associates in New York City.
Elaine Lu is co-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Lim + 
Lu. She received her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from Cornell 
University’s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rt & Planning. 
She has worked in the offices of 
Boldsen & Holm Architects in 
Copenhagen, Denmark, Robert 
A.M. Stern Architects, and 
Tiffany & Co. Store Design in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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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实践性和美学考虑两方面着眼进行设计，二者互不可分。在实践性方面，灵活度是最关键的因素，譬如

     我们的框架桌便为各种排布方式留足了空间。如今的社会，变化才是唯一的恒量，无论餐厅、卧室、沙发还是烛台都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设计必须成为能够丰富并挑战人们生活方式的工具。至于美学方面，我们通常运用大胆的色彩和线条 

         来激发用户情感的共鸣。设计是为人服务的，能够对感官有所触动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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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跑马地住宅 /

Happy Valley Residence, 

Hong Kong
本案为Lim+Lu林子设计在香港的公寓，同

时也是原创产品的陈列室。该改造公寓毗

邻跑马地马场，体现了全面且丰富多彩的设

计审美。

Lim+Lu的公寓改造影射了体现现代生活

的多功能性的灵活居住环境。仅仅通过移

除和重建空间中的墙体，便使得该室内空

间在视觉上更加开阔。通过用玻璃和钢铁

推拉门替换划分公寓空间的墙壁，使得自

然光可以在房间之间游走，充满改造后的

公寓。

该公寓的设计美感干净，清新且精致。不免

会让人联想到阁楼的空间连续性，但我们

力图避免与现时泛滥的纽约工业风有任何

关联。为摆脱无处不在的工业“时髦”，我

们刻意地选择了能够为空间注入新生命的

色调。客厅和卧室的墙壁采用白色搭配黑

色，划分出休息和放松的空间。同时，厨房、

书房、步入式衣帽间和主卧使用丰富的粉

彩和黑宝石色调，与图案瓷砖雅致搭配，使

得核心居住空间与延伸空间融为一体。由

具有细微差异的颜色、质感和材料构成的

门槛保持了空间的流动性，使得空间毫不费

力地融合成一个整体。

以早前的家具设计作品为过渡，我们精心地

构建了这间公寓兼陈列室，以符合当下深

受欢迎的灵活的生活方式。Mass Series

和FrameTable（Half）这两组最新发布的

家具设计被显著地呈现在整个空间中。

对页：Mass Series。这是Lim+Lu林子设计最新发

布的系列——包括一组可自由组合的沙发、一个沙发床

和一个可拉出的折叠床，设计对跑马地公寓丰富色彩的

概念作了补充

• Opposite page: Lim + Lu’s newly launched 
Mass series, featuring a reconfigurable 
sofa, a day bed, and a pull-out bed, is 
originally designed to complement the 
colorful concept of the Happy Valley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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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跑马地住宅/

Happy Valley Residence, Hong Kong

设计师/Designer

卢曼子、林振华

设计团队/Design team

Lim + Lu 林子设计

地址/Location

香港湾仔区跑马地

完工时间/Final delivery

2016.11

摄影师/Photography

Nirut Benjabanpot

对页，右底图：框架桌，可变的组合形式迎合了当下灵

活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本页，上图：月亮镜，由两扇可摆动的半圆形镜面组成，

可向两边完全折叠，犹如月亮圆缺变化的各个阶段

• Opposite page, bottom right: The Frame 
table complements the flexible and ever-
changing way of living today. 
This page, above: The Lunar Mirror 
features two half-swing doors that are 
fully collapsible on both sides, resembling 
the various phases of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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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场所赋予魅力和个性的常见元素。我们

从典型的茶餐厅瓷砖入手，仅使用某些特定

颜色的瓷砖。因此，餐厅的色调就由瓷砖衍

生出来——绿色和粉色，这两种颜色进一

步加深了新鲜和年轻的概念。

由于Lim和Lu都是在东方出生和成长，在

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和工作，因此对于我们

来说，两种文化的平衡至关重要，且这种平

衡经常会在我们的设计中得到体现。Lim

和Lu希望将KASA的融合式美食的概念

融入到室内设计中，并使设计成为菜单的

化身。通过对比鲜明的材料和设计项目的

运用，这一想法得以实现，即采用常见于中

国餐馆的材料，同时搭配西方餐厅中的元

素——天然的马赛克搭配精制大理石。

KASA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匆忙的午餐人

群，为他们提供方便快捷的食物。为支援这

一概念，我们安装可完全折叠的折叠门，将

门头最大化，这样一来，餐厅变成了街道的

延伸。一进门，顾客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个建

筑立面，人们可通过此立面的窗户从中窥探

室内，从而模糊了室内和室外的界线。

KASA位于香港中环，是威灵顿街午餐高

峰期的一个新去处。业主的理念非常简洁：

“健康，外带，无国界融合料理”。

以香港文化内涵为原点，茶餐厅、传统市场

和霓虹灯璀璨街景的构想立刻浮现在我们

的脑海。茶餐厅是香港人用本地美食满足

他们胃口的餐厅，这些场所塑造了香港的本

土建筑。霓虹灯充斥着香港的街景，这些扭

曲的发光的玻璃管已经成为了香港DNA的

一部分。受这些街道的启发，我们用霓虹灯

管勾勒出“健康饮食”的标识，放置于厨房

上方。

由于业主希望给顾客传递新鲜这一特质，

我们选用了香港传统市场中常用的灯具样

式——吊灯，以表达对传统市场中吊灯的敬

意。传统市场在香港文化中占据很大一部

分，它还是新鲜的代名词——每天都会摆卖

当日渔获及新摘的果蔬。这些灯只是一个

小细节，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灯具来促使

人们回忆起熟悉的画面。

设计的过程迫使我们去思考茶餐厅的根本

是什么。卡座、镜子、瓷砖墙和地板是为这

家香 / KASA

本页上图及对页：可完全折叠的折叠门将门头最大化，

餐厅变成了街道的延伸。厨房上方，一个用中文写着

“健康饮食”的标识表明了对霓虹灯元素的尊重

• This page above and opposite page: 
the designers maximized the storefront 
by implementing completely collapsible 
folding doors. As a result, the restaurant 
becomes an extension of the street.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Neon signs, 
Lim + Lu introduced a LED sign floating 
over the kitchen which means“healthy 
eating”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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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及对页：餐厅内部视角。绿色和粉色的运用印证了

餐厅新鲜和年轻的主题，天然马赛克配合大理石的搭配

运用，展示了设计师贯通中西的审美背景

• These pages: the internal views of KASA. 
The use of the colour palette within the 
restaurant is consisted of pink and green, 
which reinforces the ideas of freshness 
and youth. The aesthetic of designers 
conciliates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is shown with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 
contrasting materials and the design 
elements, through pairing materials that 
are typically used in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elements found in Western dining 
rooms–the crude mosaic tiles with refined 
mar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