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时发布 

 

2018年度 “Redress设计大赛”总决赛者名单公布 
全球新晋设计师就重设时尚废料进行较量 

 
2018年 5月 15日－香港－经一番搜索全球可持续时

装设计人才后，现宣布共 11 位能挤身 2018 年度 

“Redress 设计大赛”总决赛的设计师。他们代表着

11 个不同地区，包括香港、印度和英国，体现了将

纺织废料带回时装界这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推动

循环经济走向主流。 

 

这个贵为全球最大型的可持续时装比赛，是由香港

非牟利环保团体 Redress主办，并于今年 9月在香

港举行。总决赛者将向全球观众展示他们完全由弃

置纺织品制成的时尚系列。 

 

凭借过百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2018 年度比赛是 Redress 第一次真正在全球各地发掘人才。在为期两个月的公开

报名期间，Redress 的网上“学习平台吸引逾 5,500 浏览人次。他们探索了与时装界相关的众多环境议题，以及可用于

解决时尚浪费的创新设计技巧，从而造就了来自全球 56个地区的报名申请。 

 

Redress创办人兼董事长丁洁丝博士说：“为实现今届 ‘Redress设计大赛’，我们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秀的新晋设计

师来解决时装界的缺陷─废料。现时估计每年产生 9,200万吨纺织废料，但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到 2030年将增至每

年 1.49亿吨。1 情况是刻不容缓的，所以我们要热炽于培育更多的时尚变革者。搜索人才亦得到回报。设计师正展示广

泛的创意，以及未经开发、来自时装界及其他行业的纺织废料的商业潜力。” 

 

总决赛者从各种复杂和热门的议题中获得灵感，包括气候变化、战争、性别认同、过度消费，以及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

彼此间的关系等。这 11位新晋设计师代表了具有社会与环境意识的新世代，致力于透过其行动而作出改变。 

 

随参赛水平创下新高，专业比赛评审团面临选择难题。由于分数叮当马头，因此 Redress 专程增设了第 11 名总决赛名

额。所有总决赛者现于其居住地，包括来自香港、台湾、以色列、菲律宾、日本、法国、英国、西班牙、丹麦，以及首

次出现在比赛上的印度和澳洲，创造他们一共五件的时尚系列。其时尚系列亦将很快转交至比赛的物流合作伙伴 UPS 手

上，由它专业送递到港，为于 2018 年 9 月 6 日举行的总决赛时装表演做准备。届时会在 1,000 名现场观众面前和透过

全球直播宣布得奖者。该时装表演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CENTRESTAGE香港国际时尚汇展”之其中一个活动。 

 

比赛设有令人期待的奖项。除获得前往亚洲可持续时装中心─香港进行免费的教育之旅外，第一名得奖者将加入新兴升

级再造时装品牌 The R Collective，设计一个使用纺织废料制成的零售系列。第二名则获得 Orsola de Castro (时装

设计师、Estethica联合创始人及时尚革新 Fashion Revolution 联合创办人) 的专业启导发展计划，以推动他/她的可

持续时装设计事业。在整个访港过程中，总决赛者会被电视摄制组追踪拍摄，收录成《时尚先锋 Frontline Fashion》

第三季。这是由 Redress和 Mustard Creative 联合制作的纪录片。 

 

“Redress 设计大赛”国际评委兼联业集团行政总裁李国权表示：“这是我第二次出任‘Redress 设计大赛’评审，非

常高兴看到愈来愈多全球创意人才意识到，他们是有能力透过其设计和对纺织废料的创新来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另外，

我期望看到许多人士就时装供应链层面，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承诺，并推动更多可持续实践。” 

 

                                                        
1 Global Fashion Agenda and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Inc. (2017), Pulse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2018 年度 “Redress 设计大赛”总决赛者 

• Christian Jay Martin, 菲律宾  

• Ganit Goldstein, 以色列 

•     洪威宇, 台湾 

• 李显锋, 香港 

• Lea Mose Svendsen, 丹麦 

• Lucia Alcaina, 西班牙 

• Lynsey Gibson, 英国 

• Melissa Villevieille, 法国 

• Sarah Jane Fergusson, 日本 

• Seerat Virdi, 印度 

• Tess Whitfort, 澳洲

 

人气大奖公布 

现居三藩市的韩借设计师 Mimi Jeong，因其杰出的参赛作品而获奖。继为期四周的公众投票后，她被冠以 “人气大奖”

这个令人垂涎的头衔。其时尚系列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将各种纺织品升级再造，包括纺织色板和布料碎屑，并受泰隆

尼亚建筑师安东尼·高迪 (Antoni Gaudi) 的作品所启发，运用鲜艳的色彩和该名艺术家闻名的马赛克设计，来创造出一

个雕刻式剪裁的作品。除荣誉外，Mimi还赢得一台 JUKI包缝机和一本由 Bloomsbury Publishing 出版的《Handbook of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按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finalists 浏览 “Redress 设计大赛”总决赛者的个人简介。 
 

传媒查询
Amy Chan 

项目经理 

电邮:amy@redress.com.hk 

电话:+852 6255 1011 

Queenie Cheung 

公共关系及市场推广助理 

电邮:queenie@redress.com.hk 

电话:+852 6993 2853

 

如需高清相片，请查阅: https://pan.baidu.com/s/1OG-DSczQJPkZWePdrPYf5g 

 
编者的话 

• 2018 年度“Redress 设计大赛”国际评审委员包括 Orsola de Castro (时装设计师兼 Estethica 及时尚革新

Fashion Revolution 联合创办人)、Denise Ho (The R Collective 时装总监) 、何志恩 (时装设计师) 、李国权

(联业集团首席执行官) 及 Bandana Tewari (《Vogue 时尚国际》印度版特约编辑兼《BoF 时装商业评论》撰

稿人)。 

• Clare Press，《时尚 Vogue》澳洲版的特约编辑 (可持续性议题) 兼是比赛的地区评审委员之一。她表示： 

“这次比赛呈现了它能如何兼顾循环性、高效性和美观度。设计师重新思考其织品选择与模式，以消除浪费。

准决赛者的创造力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看到新晋设计师将可持续性放于首位亦我非常高兴。” 

• 请浏览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prizes 查看 2018年度 “Redress 设计大赛”奖项。 

• 2018 年度 “Redress 设计大赛”的合作伙伴包括香港政府机构创意香港（主要赞助）、UPS 、联业集团、

ADMCF、TencelTM 及 The R Collective。前往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partners 查看其他合作

伙伴。 

• 2018 年度 “Redress 设计大赛”是开放给全球拥有少于三年专业设计经验的新晋设计师和学生。 

• 按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learn 浏览我们的学习平台，获得与采购、设计和进行可持续时装的市场推广

相关的详细资料，以及新增的《纤维的可持续性指南》。而有关《可持续时装教材套》的详细则可查阅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educatorpack 
• 刚发布的《时尚先锋 Frontline Fashion 》第二季是一部 47 分钟的纪录片，追踪了 2017 年度总决赛者的参赛

过程。 《时尚先锋 Frontline Fashion 》第三季将于 2019 年初在 AETN 的 Lifetime Asia 电视频道播出。欲知

更多讯息，请浏览 http://www.redress.com.hk/frontlinefashion 

• “Redress 设计大赛”（前称 “衣酷适再生时尚设计”）于 2018 年 1 月改名，与其主办机构 Redress 加强

连结，进一步实践减少纺织品废物的使命和在时装界实现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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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edress (www.redress.com.hk) 

“Redress 设计大赛”（前称 “衣酷适再生时尚设计”）是由 Redress 举办。 Redress 是一个开创性的香港非牟利团体，

致力减少时尚浪费。通过举办各类型项目来实现此目标来减少由时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促进创新模式，并推动业

界步向更可持续的发展。另外，透过与不同持份者的直接合作，包括设计师、制造商、品牌、教育机构、政府与消费者，

Redress 冀望为时装创造持久的环境变化。 

 

关于创意香港 (www.createhk.gov.hk) 

创意香港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其下一个专责办公室，于 2001 年 6 月 1 日成立，重点工作是去牵头、倡导和推动本港创

意经济的发展。创意香港统筹政府在创意产业方面的政策和工作；把政府用作推动和加快香港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源集中

起来；并与业界紧密合作，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 

 

关于 The R Collective (www.thercollective.com)  

The R Collective 是一个致力于证明时尚也可创造正能量的新兴升级再造时装品牌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以香港为

基地的 The R Collective 是 Redress 十年以来专注推动可持续时装的结晶品，由世界领先的可持续设计先锋组成，他

们都是”Redress 设计大赛”的历届参赛者。The R Collective 以升级再造方式去拯救盈余奢侈品，并采用备社会尊崇

的供应链和大胆的商业实践，将其变成美丽、耐用的设计。除自身电子商务网站有售其产品，亚洲领先的连锁百货连

卡佛和巴尼斯纽约（Barneys New York）也首次出售由 The R Collective 设计师 Kévin Germanier、朱承康和 Kate 

Morris 设计的作品。它将向非牟利团体 Redress 捐赠 25% 利润来支持其工作，进一步为时装界创造正面改变。The R 

Collective 原名为 BYT。 

 
 
*免责声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仅为本项目提供资助，除此之外并无参与项目。在本刊物／活动内（或由项目小组成员）表达的任
何意见、研究成果、结论或建议，均不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通讯及创意产业科、创意香港、创意智优计划秘
书处或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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