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總決賽者名單公佈 
全球新晉設計師就重設時尚廢料進行較量 

 
 
2018 年 5 月 15 日－香港－經一番搜索全球可持續

時裝設計人才後，現宣佈共 11 位能擠身 2018 年度

「Redress 設計大賽」總決賽的設計師。他們代表

著 11 個不同地區，包括香港、印度和英國，體現了

將紡織廢料帶回時裝界這個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推

動循環經濟走向主流。 

 
這個貴為全球最大型的可持續時裝比賽，是由香港

非牟利環保團體 Redress 主辦，並於今年 9 月在香

港舉行。總決賽者將向全球觀眾展示他們完全由棄

置紡織品製成的時尚系列。 

 

憑藉過百所高等教育機構的大力支持，2018 年度比

賽是 Redress 第一次真正在全球各地發掘人才。在為期兩個月的公開報名期間，Redress 的網上「學習」平台吸引逾

5,500 瀏覽人次。他們探索了與時裝界相關的眾多環境議題，以及可用於解決時尚浪費的創新設計技巧，從而造就了來

自全球 56 個地區的報名申請。 

 
Redress 創辦人兼董事長丁潔絲博士說：「為實現今屆『Redress 設計大賽』，我們在世界各地尋找最優秀的新晉設計

師來解決時裝界的缺陷─廢料。現時估計每年產生 9,200 萬噸紡織廢料，但這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到 2030 年將增至每

年 1.49 億噸。1 情況是刻不容緩的，所以我們要熱熾於培育更多的時尚變革者。搜索人才亦得到回報。設計師正展示廣

泛的創意，以及未經開發、來自時裝界及其他行業的紡織廢料的商業潛力。」 
 

總決賽者從各種複雜和熱門的議題中獲得靈感，包括氣候變化、戰爭、性別認同、過度消費，以及互聯網如何改變我們

彼此間的關係等。這 11 位新晉設計師代表了具有社會與環境意識的新世代，致力於透過其行動而作出改變。 

 
隨參賽水平創下新高，專業比賽評審團面臨選擇難題。由於分數叮噹馬頭，因此 Redress 專程增設了第 11 名總決賽名

額。所有總決賽者現於其居住地，包括來自香港、台灣、以色列、菲律賓、日本、法國、英國、西班牙、丹麥，以及首

次出現在比賽上的印度和澳洲，創造他們一共五件的時尚系列。其時尚系列亦將很快轉交至比賽的物流合作夥伴 UPS

手上，由它專業送遞到港，為於 2018 年 9 月 6 日舉行的總決賽時裝表演做準備。屆時會在 1,000 名現場觀眾面前和透

過全球直播宣佈得獎者。該時裝表演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CENTRESTAGE 香港國際時尚匯展」之其中一個活動。 

 
比賽設有令人期待的獎項。除獲得前往亞洲可持續時裝中心─香港進行免費的教育之旅外，第一名得獎者將加入新興升

級再造時裝品牌 The R Collective，設計一個使用紡織廢料製成的零售系列。第二名則獲得 Orsola de Castro (時裝設計

師、Estethica 聯合創始人及時尚革新 Fashion Revolution 聯合創辦人) 的專業啟導發展計劃，以推動他/她的可持續

時裝設計事業。在整個訪港過程中，總決賽者會被電視攝製組追蹤拍攝，收錄成《時尚先鋒 Frontline Fashion》第三季。

這是由 Redress 和 Mustard Creative 聯合製作的紀錄片。 

 
「Redress 設計大賽」國際評委兼聯業集團行政總裁李國權表示：「這是我第二次出任『Redress 設計大賽』評審，非

常高興看到愈來愈多全球創意人才意識到，他們是有能力透過其設計和對紡織廢料的創新來對環境產生正面影響。另外，

我期望看到許多人士就時裝供應鏈層面，表現出堅定不移的承諾，並推動更多可持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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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總決賽者 

 

• Christian Jay Martin, 菲律賓 

• Ganit Goldstein, 以色列 

• 洪威宇, 台灣 

• 李顯鋒, 香港 

• Lea Mose Svendsen, 丹麥 

• Lucia Alcaina, 西班牙 

• Lynsey Gibson, 英國 

• Melissa Villevieille, 法國 

• Sarah Jane Fergusson, 日本 

• Seerat Virdi, 印度 

• Tess Whitfort, 澳洲

 

人氣大獎公佈  

現居三藩市的韓藉設計師 Mimi Jeong，因其傑出的參賽作品而獲獎。繼為期四週的公眾投票後，她被冠以「人氣大獎」

這個令人垂涎的頭銜。其時尚系列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將各種紡織品升級再造，包括紡織色板和布料碎屑，並受泰隆

尼亞建築師安東尼·高迪 (Antoni Gaudi) 的作品所啟發，運用鮮豔的色彩和該名藝術家聞名的馬賽克設計，來創造出

一個雕刻式剪裁的作品。除榮譽外，Mimi 還贏得一台 JUKI 包縫機和一本由 Bloomsbury Publishing 出版的

《Handbook of 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 

 

按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finalists 瀏覽「Redress 設計大賽」總決賽者的個人簡介。 
 

傳媒查詢

Amy Chan 
項目經理 

電郵: amy@redress.com.hk 

電話: +852 6255 1011 

Queenie Cheung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助理 

電郵:queenie@redress.com.hk 

電話: +852 6993 2853 

 
如需高清相片，請查閱: https://www.dropbox.com/sh/8bqocu0ur2a4dhk/AADWIb0ddd0zlhA7x-AgjiDBa?dl=0 

 
編者的話 

•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國際評審委員包括 Orsola de Castro (時裝設計師兼 Estethica 及時尚革新 

Fashion Revolution 聯合創辦人)、Denise Ho (The R Collective 時裝總監) 、何志恩(時裝設計師) 、李國權 

(聯業集團首席執行官) 及 Bandana Tewari (《Vogue 時尚國際》印度版特約編輯兼 《BoF 時裝商業評論》

撰稿人)。 

• Clare Press，《時尚 Vogue》澳洲版的特約編輯 (可持續性議題) 兼是比賽的地區評審委員之一。她表示： 

「這次比賽呈現了它能如何兼顧循環性、高效性和美觀度。設計師重新思考其織品選擇與模式，以消除浪費。

準決賽者的創造力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看到新晉設計師將可持續性放於首位亦我非常高興。」 

• 請瀏覽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prizes 查看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獎項。 

•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的合作夥伴包括香港政府機構創意香港（主要贊助）、UPS 、聯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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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是開放給全球擁有少於三年專業設計經驗的新晉設計師和學生。 

• 按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learn 瀏覽我們的學習平台，獲得與採購、設計和進行可持續時裝的市場推廣

相關的詳細資料，以及新增的《纖維的可持續性指南》。而有關《可持續時裝教材套》的詳細則可查閱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educatorpack 
• 剛發佈的《時尚先鋒 Frontline Fashion 》第二季是一部 47 分鐘的紀錄片，追蹤了 2017 年度總決賽者的參賽

過程。 《時尚先鋒 Frontline Fashion 》第三季將於 2019 年初在 AETN 的 Lifetime Asia 電視頻道播出。欲知

更多訊息，請瀏覽 http://www.redress.com.hk/frontlinefashion 

• 「Redress 設計大賽」（前稱「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於 2018 年 1 月改名，與其主辦機構 Redress 加強連

結，進一步實踐減少紡織品廢物的使命和在時裝界實現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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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edress (www.redress.com.hk) 

「Redress 設計大賽」（前稱「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是由 Redress 舉辦。 Redress 是一個開創性的香港非牟利團

體，致力減少時尚浪費。通過舉辦各類型項目來實現此目標來減少由時裝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促進創新模式，並推

動業界步向更可持續的發展。另外，透過與不同持份者的直接合作，包括設計師、製造商、品牌、教育機構、政府與消

費者，Redress 冀望為時裝創造持久的環境變化。 

 
關於創意香港 (www.createhk.gov.hk) 

創意香港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其下一個專責辦公室，於 2001 年 6 月 1 日成立，重點工作是去牽頭、倡導和推動本港創

意經濟的發展。創意香港統籌政府在創意產業方面的政策和工作；把政府用作推動和加快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的資源集中

起來；並與業界緊密合作，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 

 
關於 The R Collective (www.thercollective.com)  

The R Collective 是一個致力於証明時尚也可創造正能量的新興升級再造時裝品牌及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以香港為

基地的 The R Collective 是 Redress 十年以來專注推動可持續時裝的結晶品，由世界領先的可持續設計先鋒組成，他

們都是「Redress 設計大賽」的歷屆參賽者。The R Collective 以升級再造方式去拯救盈餘奢侈品，並採用備社會尊崇

的供應鏈和大膽的商業實踐，將其變成美麗、耐用的設計。除自身電子商務網站有售其產品，亞洲領先的連鎖百貨連

卡佛和巴尼斯紐約（Barneys New York）也首次出售由 The R Collective 設計師 Kévin Germanier、朱承康和 Kate 

Morris 設計的作品。它將向非牟利團體 Redress 捐贈 25% 利潤來支持其工作，進一步為時裝界創造正面改變。The R 

Collective 原名為 B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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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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