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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Redress 公佈入圍「Redress 設計大賽」準決賽新晉可持續設計師陣容，解

決時尚日益嚴重的浪費問題 

「人氣大獎」公眾投票截止日期至 2019年 5月 6日 

 

香港 2019年 4月 17日 - 全球最大型的可持續時裝設計大賽 「Redress 設計大賽」 公佈 2019準決

賽入圍名單。這 30 位傑出的設計師從眾多雄心勃勃的新晉設計人才中脫穎而出，他們的參賽作品致

力於應對時尚行業對於環境造成的各種問題。無論是碳排放量、用水污染和化學製品的使用，還是

愈演愈烈的過度消費和浪費，世界正逐漸意識到時裝產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之大， 「Redress 設計

大賽」向人們展示了設計師在尋找解決方案方面起了關鍵作用。 

 

「Redress 設計大賽」 旨在減少服裝行業的紡織廢料

，並通過零廢棄、升級再造以及重新構造等核心可持

續設計技術來探索循環經濟。 Redress 的創始人兼董

事丁潔絲（Christina Dean）指出：「如果時裝行業繼

續採用常規的線性模式，到 2030年，僅紡織生產的碳

排放量就將增加超過 60%以上，但這些年輕的設計師

給了我們新的希望，讓我們看到紡織廢料的價值和以

循環概念作為設計、生產和消耗為準則。」 

 

本年度的 「Redress 設計大賽」 是 9年以來首次設有

男裝、女裝及中性時裝類別，擴大了其全球人才搜索

的範圍。同時本賽季也是歷史上首次要求順利進入總

決賽的設計師採用伊士曼的 Naia™可持續剩餘面料為

設計原材料之一。 

 

30個準決賽選手正面臨著國際專家評審團的進一步評估，並會從中挑選 10名入圍總決賽的設計師，

他們將在今年九月份前往香港參加為期一周的可持續時尚教育與設計挑戰。10 名決賽選手將在香港 

CENTRESTAGE 的舞台上展現自己的作品，並爭取贏得第一名獎項—— 為中國領先的時裝品牌之

一江南布衣集團(JNBY Group)旗下的一個品牌聯名合作設計一個可持續的時裝系列作品。 

 

本年度 「Redress 設計大賽」 收到了來自 6大洲設計師的參賽作品，其中 25%的設計師來自中國大

陸，由此不難看出中國設計師對大賽的強烈興趣。同時有 3 位來自香港的設計師進入了準決賽，可

持續時尚在中港地區也逐漸備受矚目。此外，大賽還首次迎來了來自孟加拉、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

準決賽者。 

 

伊士曼的全球市場總監同時也是本年度「Redress 設計大賽」的評審 Ruth Farrell點評道：「看到有

才華的年輕設計師以可持續性為主題參與競爭賽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他們的設計展示了他們的創作

天賦和創新思維，並對可持續性概念有深厚認識。」 

 

這 30位準決賽選手隨即加入 「Redress 設計大賽」 150位歷屆參賽者網絡，並透過不同渠道發展專

業知識，以促進他們職業生涯的發展。除此之外，他們還可獲得 Bloomsbury Publishing 贊助的一系

列可持續設計的書籍。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人氣大獎」 投票通道現已正式開放 

 

由即日起至 2019年 5月 6日，公眾可根據準決賽者的設計草圖和文字陳述，選出他們最喜歡的設計

作品。要了解本賽季準決賽者及其鼓舞人心的零廢棄、升級再造以及重新構造的設計作品，請瀏覽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Redress 設計大賽」準決賽者名單 

地區 1                                                                      地區 2                                                                               

Moriah Ardila, 以色列，中性時裝                         Emma Bogren, 西班牙（瑞典），女裝 

陳劍峰, 香港，女裝                                               Nessie Croft, 澳洲，女裝 

陳美欣, 香港，女裝                                              Denitsa Damyanova, 保加利亞，女裝 

Nishtha Dua, 印度，女裝                                    Julia English, 澳洲，中性時裝 

韓佳穎, 中國大陸，中性時裝                               Abby Gaskin, 美國（加拿大），女裝 

賀萌萌，中國大陸，女裝                                    Anna Keomegi, 英國（拉脫維亞），男裝 

Franziska Knitsch, 印度（德國），女裝                   Sarah Mayer, 比利時，女裝 

梁皓琳, 香港，女裝                                                Julia Talita Pagenkopf, 德國，女裝 

Damini Mittai, 印度，女裝                                        Carina Roca Portella, 西班牙，女裝 

MD Parvez, 孟加拉，女裝                                       Anna Schuster, 德國，男裝 

Anita Prayogo, 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男裝         Alina Stanila, 英國，女裝 

Ryota Sakai, 日本，女裝                                          Zsófia Tátrai, 匈牙利，男裝 

Pragya Sharma, 印度，女裝                                  Olivia Thorpe, 英國，男裝 

Natalie Tzur, 以色列，男裝                                    Saveliin Uuskula, 英國（愛沙尼亞），女裝 

遊憶婷 , 台灣，女裝                                                Maddie Williams, 英國，女裝 

 

-完- 

 

傳媒查詢 

馮燕珊                                                                           劉悅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經理                                              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助理 

電郵：alana@redress.com.hk                                      電郵：danie@redress.com.hk  

電話：+852 9872 0558                                                 電話: +852 9589 2550 

 

 

高清圖像可由此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fklyd5ekniqe3qy/AADKSMPTydqcs9mB_NO1Aorha?dl=0  

 

編者的話： 

 

• 2019年 「Redress 設計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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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設有男裝、女裝以及中性時裝的參賽類別。大賽將於 2019年 5月 15日公佈入圍總決賽的設計師

名單。 

• 2019年 「Redress 設計大賽」 區域評審團包括張添琳（南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南豐紗

廠創辦人）、Ruth Farrell（伊⼠曼全球紡織品營銷總監）、林春菊（新裝如初 Classics Anew 設

計總監及創辦人）、Tillman Lauterbach （REVERB 創意總監（江南布衣集團））、Queennie 

Yang（《Vogue時尚國際》編輯 (亞洲)）、Marieke Eyskoot （作家、MINT顧問兼聯合創辦人

）、Magdalena Schaffrin（Kaleidoscope Berlin 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Tara St James（

Study NY 創辦人、布魯克林時裝設計加速中心 (Brooklyn Fashion + Design Accelerator) 的製作

統籌兼研究員） 

• 「人氣大獎」的評選結果將不影響評審團對 10位總決賽選手的最終決定。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mailto:alana@redress.com.hk
mailto:danie@redress.com.hk
https://www.dropbox.com/sh/fklyd5ekniqe3qy/AADKSMPTydqcs9mB_NO1Aorh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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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士曼 Naia™纖維素紗線是在一個安全、封閉循環的過程中生產，其溶劑能夠回收並循環再用

。 

•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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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關《可持續時裝教材套餐》的詳情則可查閱 www.re-

dressdesignaward.com/educatorpack 

• 2019年 「Redress 設計大賽」 主要贊助商包括：創意⾹港，⾹港特別⾏政區政府機構(主要贊助

），伊士曼 Naia™，江南布⾐集團 (JNBY)，UPS，歐華律師事務所，ADMCF，Common Ob-

jective，JUKI以及更多。 

 
 
 

關於“Redress設計大賽” (www.redress.com.hk) 

「Redress 設計大賽」(前稱「衣酷適再生時尚設計」) 是全球最大的可持續時裝設計比賽，由 Re-

dress創辦。 Redress是一個開創性的香港非牟利團體，致力減少時裝界的浪費和推廣環境可持續性

。我們通過舉辦各類型項目直接與設計師、品牌、製造商、行業專業人士、教育機構和消費者合作

，推廣創新模式，推動時尚循環經濟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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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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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educatorpack
http://www.redressdesignaward.com/educatorp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