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时发布 

 

“介乎”－2018 年度“REDRESS 设计大赛”总决赛时尚拍摄 
 

 

 

2018年 8月 9日－香港－致力环保的非营利团体 Redress刚为全球最大形的可持续时装设计比赛的其中 11件总决赛者

作品发布预览， 而整个时尚系列将于 9 月 6 日举行的总决赛时装表演上展出。 “介乎”这一辑时尚照片展示的杰出作

品都出自一群新晋可持续设计人才 ,他们从 55个国家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Redress 设计大赛”的历届参赛者徐逸升（Angus Tsui）担任本届时尚拍摄的幕后策划者，他伙拍新锐摄影师 Sam 

Tso 共同将复杂设计中的创新变革力量传播开去。当中的时尚系列全由纺织废料制作的，当中包括卷端面料、中古和

服、家用纺织品，甚至是损坏的雨伞。拍摄于香港重点活化项目 The Mills 南丰纱厂进行－由历史悠久的纱厂改建成创

意中心－ 完美地呈现介乎于腐朽与重新构造、 旧与新之间的反差 。 

 

担任其同名可持续时尚品牌创意总监的 Angus 说：“自赢得‘Redress 设计大赛’的六年以来，我仍然以不同的方式

运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努力为时装行业作出正面改变。我也曾经参与过这个设计比赛，所以此次我决定以造型师的身

份，将参赛者的作品展示给新观众，让设计本身说明一切。”他补充说：“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思想性，特别是他们

提出了无数美丽而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降低我们的行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与污染。” 

 

长期以来担任 Redress 大使的名模陈碧舸 Bonnie Chen 连同另一位模特儿携手演绎本届减低时尚浪费的设计作品。她

说：“很高兴成为这段旅程的一部分，并看到参赛者们正逐渐成为有能力创造出可持续时尚的设计师。他们不仅是为今

年 9月的‘Redress设计大赛’总决赛更是为未来的时装行业做着准备。” 

 

总决赛者们正为香港的教育之旅做着准备，除了行程满满的挑战、试装和彩排之外，他们还将入住“Redress 设计大

赛”的新合作赞助酒店－ 海汇酒店。 总决赛时装表演将于 CENTRESTAGE 时装周举行，向 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

众展示。全新的化妆赞助 Popstar Cosmetics 以及再次合作的发型赞助 KMS 将确保模特们拥有赏心悦目的发型妆容以

更好地展现出参赛者们的华丽设计。 



 

 

 

 

“Redress 设计大赛”总决赛时装表演 将于 9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30(HKT)进行全球网上直播。见证下一代可持续

时尚人才的诞生，请浏览： www.facebook.com/redressdesignaward    

按此了解 Redress设计大赛决赛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finalists   

按此观看照片拍摄幕后花絮：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3OTYxMjAzMg==.html  

 

传媒查询 

 
Amy Chan 
项目经理 

电邮: amy@redress.com.hk  

电话: +852 6255 1011 

Danie Liu 
公共关系及市场推广助理 

电邮: danie@redress.com.hk 

电话: +852 9589 2550

如需高清相片,请查阅: 

https://pan.baidu.com/s/1QpKPVPn3Td2mv3y8wB3psw 
请参阅《Read Me - Redress Design Award 2018 Finalists Fashion Shoot》文件，了解照片标题和服装说明。 

 
特别感谢 

• 模特：陈碧舸，Zuzana T 

• 造型师：徐逸升 Angus Tsui 

• 摄影师：Sam Tso 

• 化妆师：Donald Chiu （Popstar Cosmetics），Karen Yiu （HK Makeup Artist） 

• 发型师： KMS客席发型师 Marco Chan 

• 场地：香港南丰纱厂 

 

编者的话 

• Angus Tsui是“Redress设计大赛”2012年度的得奖设计师，在这里探索他的工作：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alumni/2012/angus-tsui   

• Bonnie Chen自 2014年起担任 Redress 形像大使。在此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信息：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ambassadors/bonnie-chen  

• 本届设计作品的拍摄地点是南丰纱厂，从南丰集团棉纺厂变成了企业孵化器、体验零售和非营利文化机构，这

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兴项目。更多信息： www.themills.com.hk/en/about-the-mills/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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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F 时装商业评论》撰稿人兼 Craft Diplomacy 创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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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A 

Piper、南丰纱厂、ADMCF、TencelTM 及 The R Collective。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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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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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