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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可持續時裝或 #GETREDRESSED 紡織
廢料關注月有疑問？
歡迎電郵至 info@redress.com.hk 聯絡我們。



關於

Redress 是一家於2007年創立於香
港 的 非 牟 利 慈 善 團 體，由 丁 潔 絲
Christina Dean 創辦。Redress 致力於
推動減少紡織廢料，促進時裝界對
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透過各式
各樣的活動，與設計師、業界專才、
教育機構及消費者共同宣揚創新模
式，推動時裝業新循環經濟發展。



GET REDRESSED 衣物回收活動
Redress 至今已透過衣物回收行動收集超過23公噸
不再穿的衣物，旨在提高公眾對紡織廢料問題的關
注，以及宣揚衣物回收的好處，同時確保寶貴的資
源適得其所，支援香港有需要人士。

我們的工作

「移民勞工是香港最不受保障的群體之一。我
們很高興能透過衣物回收行動將捐贈衣物傳
遞給這個弱勢群體，並藉此宣揚香港是個充
滿愛與關懷的地方。減少消費，分享更好！」

- PATHFINDERS

「我們很高興能與 Redress 合作減少衣物浪費，同
時確保露宿者可以得到適合自己風格的衣服。配
合我們的免費洗衣計劃，相信我們正朝著正確的
方向邁出一大步！」

- IMPACT HK

REDRESS 設計大賽 是全球最大的可持續時裝設計比賽，
提供平台讓來自全球的新晉時裝設計人才發揮創意並向主
流受眾推廣可持續時裝。承蒙香港政府旗下創意香港提供
主要贊助，比賽自2011年首次舉辦以來，已從香港推展至全
球，2018年度比賽收到破紀錄來自55個國家的報名。透過與
逾100所高等教育機構合作，Redress 設計大賽在全球舉辦
不同的講座、工作坊和展覽，以教育推動這場時裝變革，而我
們的網上學習平台已錄得逾65,000人次瀏覽量。

推動本地時裝業趨向循環經濟
我們希望讓衣服回收變得更透明、更輕鬆，並努力擴展我們的衣物回收行動，在香港設置全年收集點。我們的
回收計劃包括在香港和澳門所有 Zara 店鋪及西營盤 PizzaExpress 設置回收箱。
 
我們收集所得的衣物讓香港多個社區層面受惠。與我們合作的本地慈善機構可以獲得預先分類好的優質衣物，
針對難民、移民、處於危險中的女性、長者、嬰幼兒、兒童及低收入家庭等不同受惠人士的確切需求。

此外，任何不適合直接重用的衣物都會用於全新的循環經濟計劃。紡織品經回收後將編織成新的紡織品，重返
時尚圈。



一次看清時裝業
的各種問題



時尚品牌、零售商、設計師和供應商都面臨著新的壓
力，他們之間不斷競爭，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價格
生產下一件時尚必備品。隨著生產和消費的快速增
長，廢物量急劇增加，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高棄置
和高浪費。

環境影響
衣物生產過程非常耗水，溫室氣體排放量更佔整體的
8%。衣物對環境的影響在生產後仍然持續，僅在香港
每日就有343公噸紡織品被棄置。

過度消費
一般消費者現時每年購買的衣物數量比以往多60%，
但保留衣物的時間卻比15年前少一半。在香港，每年
人均花在購買新衣服的費用超過10,000港元。

回收和重用不足
絕大多數衣物廢料最終被堆填或焚毀。全球只有20%
的服裝會被收集再用或回收。使用後，不到1%用於生
產服裝的材料會製成新衣服。

那麼你能如何幫助減少時裝業對環境的影響？

捐贈

精明購物

護理與修補

選擇二手衣物

重新思考你的習慣

時裝業是全球污染
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每年生產的衣物超過一億件



如何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衣櫥讓你不會
輕易丟棄任何衣物

Redress 創辦人丁潔絲著

1   重質不重量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一件高質素的皮衣或美麗諾毛衣
可讓你穿多個季節，但快速時裝最多也只能穿幾個
月。

2   找出你的必需品
不同衣物與不同身形互相配合，因此並沒有黃金法
則。但以下是我的心頭好：短褲、黑色/灰色貼身褲、
寶藍色或灰色夾克、具個人風格的外套、寶藍色或灰
色的厚身V領、漁夫針織衫、皮夾克、有質感的大衣及
2-3件絲質襯衫，應有足夠的長度，在單穿時不用套進
褲子。對一些人而言，這個清單可以是無盡的。但最
好挑選5-6件單品，圍繞著這些主要衣物建立自己的
衣櫃。

3  避免過份「耀眼」
當你購買新衣（或在二手店挑選）時，想想那件衣物會
否與你的衣櫃的服飾相襯。避免選擇太時髦，太誇張
或太閃的衣物。黃金法則：如果那件衣物不能和你擁
有的任何一件服飾配搭，不要買。

4   選擇合適的色彩配搭
選擇適合自己的顏色，一種適合冬季，另一種適合夏
季。配搭3-4種顏色通常比較簡單，緊記：「簡單事情
會令你生活更容易」。如果你衣櫃服飾的顏色可互相
配搭，你將不會再有「我沒有衣物可穿」的念頭。以下
是的最喜歡顏色配搭：

>> 灰/寶藍/忌廉/古銅
>> 灰/寶藍/紅/白
>> 紅/白/忌廉/黑
>> 卡其/黑/寶藍/灰

找出衣櫃內的必需品，確保擁
有最多元化的服裝。掌握穿衣
風格的基本知識，有助你避免
購買一大堆不需要、難配搭的
物品，保持衣櫃（和堆填區）的
良好管理。



精明購物：  
造型設計師 JULIE SHAH 分享購買良好
耐用衣物的五個要點

購買耐用的衣服讓我們能數季過去仍能享受衣服帶
來的好處，也使我們成為負責任的消費者，能減低碳
排放之餘，同時仍能穿得時尚、快樂。

1   布料、布料、布料
在決定購買一件衣服時，總是從織物開始看起。面料
外觀和感覺耐用的最好不過！尋找優質的面料，要留
意色牢度的高低，紗線的強度和耐久性，這往往需要
較長的時間。而有機棉絲、不殺生和平絲綢、天絲等
物料， 亦可以持續很長時間，也對環境更好。

2   裝飾
檢查鈕扣、扣件、拉鍊和襯裡是否良好。檢查鈕扣是
否十分牢固的釘在服裝上。高品質的鈕扣和穩固的扣
件不會經過幾次洗滌而破損。此外，良好質量的服裝
應該使用不含鎳的金屬裝飾。

3   縫線
不要被外表所迷惑！把你的衣服內而外反出，看看側
縫線是如何縫合在一起的。良好品質的服裝將有安
全包縫線（往主要縫線相反方向縫製的針步），以保
持主拼接牢固。試著拉接縫處，稍微檢查線步的耐用
性。最後，縫線針步尺寸大小確實重要！當有疑問時，
緊記更小的針步意味著更高的質量，較大的針步則代
表著匆忙的工夫，經數次清洗後，可能會自行鬆開。

4   剪裁細節
為持續更長的時間，而選用良好切削加工細節的衣
裳，標誌著優良的品質。例如，按衣料紋理和你身體
輪廓來剪裁的服裝保證長青，用金屬鉚釘穩固牛仔褲
的口袋，保證牛仔褲將有很長的壽命。最後，有疑問
時請記住，如果你愛一件衣裳的剪裁和款式，你就更
有可能將其保留更長時間。

5   優質品牌
選擇投入了時間和精力創建的頂級品牌是非常重要
的。對於它的創作，頂級品牌從繪圖板開始慎重考
慮，為其服裝選擇面料、顏色、裝飾、構造，甚至包
裝。選擇優質的品牌，不但給你帶來耐穿又高質量的
衣服，更能助你建立一個更為可持續的衣櫃。

相片由 JULIA BROAD 拍攝



衣物護理及修補

1   每次洗衣前多穿衣服數次
一般人穿了同一件衣服一至兩次後，即使衣服沒有沾
上污漬，也會慣性拿衣服去清洗。何不盡量把衣服多
穿幾次？因為如果每人都減少10%清洗衣服的次數，
足以為地球減少2.6%二氧化碳足跡！

2    避免乾洗，使用對環境更負責的洗衣方法
大部份的乾洗店都會使用含有毒化學物質的清潔劑，
對環境和個人健康造成影響。但其實大多數的衣物都
沒有乾洗的必要，何不把衣物反面放到洗衣袋中，使
用溫和洗衣程式洗滌，又或者身體力行 — 去手洗吧！

3   使用正確劑量的環保洗衣劑
平均每戶家庭在每星期的洗衣程序中造成的碳足跡
已經等如4.5公斤！大多數人都會過量使用洗衣劑，對
洗衣機造成負擔的同時亦造成浪費。然而，洗衣劑的
清潔力已經比從前大大提高，我們只需要使用正確劑
量，選用更環保的洗衣劑便足夠。

4   低溫洗滌
洗衣機運作時，當中高達80%能源會用作把水加熱，
而餘下的20%則用作發動摩打。如果我們以低水溫洗
衣（30°C適用於一般衣服），不但能夠節省你的開支，
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致雙贏！

5   盡用每次洗衣容量 
平均每戶家庭每年的洗衣量達400次，水用量更高達
一萬三千五百加侖。雖然盡用每次洗衣容量已經是老
掉牙的提示，但如果每人能夠付諸實行，不但能夠減
少洗衣次數，更使洗衣機的保養亦有效率。

6   盡量風乾衣服
在眾多家庭電器中，乾衣機的耗電量是最驚人的。每
次乾衣時的用耗量相等如長期開啟電腦160多個小
時！風乾是最天然的乾衣方法，不但減少能源耗用，
省帳單開支，更能保護你心愛的衣服。



7    洗衣前預先清除污漬
很多人都以為污漬很難去除，會因為衣物上的污漬而
把衣服棄之不顧。其實，去除污漬並不困難，只要加
點耐性，即使遇上再頑固的污漬亦能輕易去除！

妙用你的廚房智慧，
衣物去污小貼士！

1   �在洗衣前，可先使用梳打粉除污，此舉可免
除大量不必要的清洗甚至可使更多衣服免
於被丟棄。

2    把衣服浸泡在混有醋的水中，能有效去除
難聞氣味。

3    將衣服放進冰箱中靜待數小時，能夠輕易
去除依附在紡織品的香口膠。

4    把衣服浸泡於檸檬汁或白醋中，便能輕鬆
去除如莓果或紅酒等染色污漬。

8    縫補鈕扣
鈕扣鬆脫又是人們另一將衣服捨棄的常見原因。褲
子的鈕扣鬆脫，其實只需要簡單針線技巧便能輕易修
補。留意已鬆脫的鈕扣—請在鈕扣丟失前繫穩。

9    縫補腳線
衣服經常由於車腳線鬆脫而被扔棄。手縫挑腳線其實
駕輕就熟，一旦學會後更可省卻時間和金錢。請確保
所用的棉線顏色與衣服相配；如不能找到相同顏色，
可以選擇比衣服深一度的線色。現在市面縫紉衣車機
先進，已備有車腳線的功能。請先利用別針在接口固
定，再在車腳線上熨燙，可以在縫紉時確保底邊成直
線！

10   勤於保養 歷久常新
優質的鞋子和手袋能夠經得起歲月的考驗，但日常保
養和清潔卻不容忽視，以確保它們歷久常新。我們先
將手袋那殘破不堪的紡皮手把換真皮，再把鞋子的鞋
跟重新黏合。如有需要亦可以找鞋匠加添鞋底保護或
修理鞋子。

如你喜歡這些技巧並想知道更多，可參閱我們的最新著作
《Dress [with] Sense, the Practical Guide to a Concious Closet》。

如欲購買，請發送郵電至 info@redress.com.hk 並使用優惠碼 
MINIGUIDE 便可享九折優惠。



我們很高興你能加入支持 #GETREDRESSED 衣物回收行動。
你亦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參與這件樂事，宣揚有關信息：

參與其中



在你的工作地點/學校舉辦 #GETREDRESSED 
紡織廢料關注日！
鼓勵你的同事或同學穿上他們保存最久的、改造過
的、二手或租借衣服！你更可以設立最佳服裝獎項！建
議每名參加者捐款20港元。

承諾整個10月不買衣服 
你亦可以向 Redress 捐出原來用於購買新衣服的金錢！

 參加 REDRESS 舉辦的公眾活動 
我們將在香港舉辦多場公眾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
更多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www.redress.com.hk/getredressedmonth

 特別優惠
利用合作夥伴提供的特別優惠，詳情請參閱：

 www.redress.com.hk/getredressedmonth

訂閱Redress的最新消息
第一時間獲取更多活動資訊和行業動態。
  eepurl.com/b_wfXv

與朋友舉辦衣服交換派對
你不 再穿的衣 服可能 是 你朋友的心頭 好。來 點音
樂，讓這場時尚遊戲開始吧！你甚至可以在所有準備
交換的衣服上貼上價格標籤，然後把所得款項捐給
Redress。

舉行小測驗
舉行一個測驗小環節，並把收益捐給Redress。你亦可
以加入關於#GetRedressed行動的時裝問題，例如：

高調展示你的衣服
舉辦慈善時裝秀，讓模特兒穿上改造過的、復古或可
持續的服裝。時裝秀的門票收入可捐給 Redress，支持
減少時尚浪費的工作！

舉辦《FRONTLINE FASHION 時尚先鋒》放映會
 《Frontline Fashion 時尚先鋒》是一部鼓舞人心的紀錄
片，追蹤全球最大型可持續時裝設計比賽 — Redress 設
計大賽總決賽設計師來港參加比賽之旅。

 www.redress.com.hk/frontlinefashion/

捐出不再穿的衣服
 Redress 經多個公共地點收集回收衣物，包括15間香
港及澳門的 Zara 門店及 PizzaExpress 西營盤店。 

我如何能夠參與更多？

所有捐款將直接用於支持 Redress 的
工作，以減少時裝廢棄，並充份利用
寶貴的資源，造福本地社區，促進新
循環經濟。

答案
> 丁潔絲 Christina Dean
> 343 公噸
> 3625 公升
> Vivienne Westwood

> 聚酯纖維

1) Redress 的創辦人是誰？
2) 在香港每日有多少公噸紡織品被送到堆填區？

3) 製作一條牛仔褲需使用多少公升水？
4) 「Buy less, choose better and make it last」（買少點、選好的、用更久）

是哪位著名時裝設計師的名言？
5) 什麼物料需要超過200年以完全分解？



IT'S TIME TO DIVE INTO SUSTAINABLE FASHION香港二手服裝／古舊服飾銷售地點

Redress 期間限定店
   參閱 facebook.com/redressasia 以獲得下次期

間限定店的最新資訊。

1stdibs 
 www.1stdibs.com/fashion/

2hand
  觀塘駿業里10號

Beatniks 
  www.facebook.com/vintagebeatniks/?

rf=214493758657578

Carousell
 hk.carousell.com

Green Ladies
 www.facebook.com/sjsgreenladies/

Guiltless
 www.guiltless.com

HEWI 
  www.hardlyeverwornit.com/ 

mywardrobe-activate

Hipster 9 
 www.facebook.com/hipster9hk/

Hula 
 www.thehula.com

執嘢 
 www.jupyeah.com/

Label Chic 
 www.labelchicboutique.com/en/

Little Dot Vintage Shop
 www.facebook.com/littledotvintage

美之時裝入口店 
多個地點

 www.facebook.com/meegeeco/

Midwest Vintage 
  www.facebook.com/pages/Midwest-

Vintage/103573376382609

Retykle
 www.retykle.com

救世軍
  西環卑路乍街26號綠意居

Time Machine Collection
 www.instagram.com/time_machine_collection/

Vestiaire Collective 
 us.vestiairecollective.com

Vinted 
 www.vinted.co.uk

Yeechoo
租賃

 www.yeechoo.com

小時光 
 www.facebook.com/XiaoShiGuang/



推薦影片 

Frontline Fashion 時尚先鋒
Redress 紀錄片系列
現可於 iTunes 下載

You are what you wear 
Christina Dean at TEDxHKBU 

 www.youtube.com/watch?v=cduGLWhm1LM

The True Cost 
紀錄片

 www.truecostmovie.com

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Fashion  
Eva Kruse, TEDxCopenhagen 2013 

 www.youtube.com/watch?v=d4VTPLpfGq0

Get Redressed: 365 挑戰  
 www.youtube.com/watch?v=rahNBbotdRM

Wearing Nothing New 
Jessi Arrington, TED, June 2011 

  www.ted.com/talks/jessi_arrington_wearing_
nothing_new?language=eN

Unravel: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your cast-off  
clothing, by AEON

 aeon.co/videos/this-is-the-final-resting-place-of-
your-cast-off-clothing 

推薦閱讀

Dress [with] Sense 
Thames and Hudson 

 www.redress.com.hk/dresswithsense/
 
Clothing Poverty: The Hidden World of Fast  
Andrew Brooks 
Fashion and Second-hand Clothes

Wardrobe Crisis
Clare Press 

Overdressed: The Shockingly High Cost of 
Cheap Fashion 
Elizabeth L. Cline

DIY Fashionista: 40 Stylish Projects to  
Reinvent and Update Your Wardrobe
Geneva Vanderzeil

Wear No Evil: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with Your Wardrobe  
Greta Eagan

To Die For: Is Fashion Wearing Out the 
World? 
Lucy Siegle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A 
Simple, Effective Way to Banish Clutter 
Forever 
Marie Kondo 

Cradle to Cradle: 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
Michael Braungart and William McDonough

Slave to Fashion 
Safia Minney



How Ca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Business of Fashion

  www.businessoffashion.com/community/voices/
discussions/can-fashion-industry-become-
sustainable

Circle Economy 網頁
 www.circle-economy.com/

Ellen McCarthur  
Foundation on Circular Economy 

  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circular-
economy

The True Cost 博客文章
 www.truecostmovie.com/blog/JupYeah 

透過 REDRESS 認識更多

 www.redress.com.hk
 www.facebook.com/RedressAsia/
 www.twitter.com/Redress_Asia
 www.instagram.com/GetRedressed
 www.redressdesignaward.com/

追蹤可持續時裝業及抱可持續生活
方式的人士

Christina Dean
Founder of Redress, 
@drchristinadean

Orsola de Castro
 www.fashionrevolution.org

Greta Eagan 
 www.gretaeagan.com

Livia Firth 
 www.eco-age.com

Marie Kondo 
 www.konmari.com

Lauren Singer
 www.trashisfortossers.com

Geneva Vanderzeil 
 www.apairandasparediy.com

Tania Reinert-Shchelkanovtseva
 www.aboynamedsue.co

Dilys Williams
 www.sustainable-fashion.com

Marci Zaroff 
 www.marcizaroff.com 

Rebecca Earley
 www.beckyearley.com/

Toby Crispy 
 www.lastbutnotleast.biz/



透過線上線下途徑支持 #GETREDRESSED 紡織廢料關注月
不論你是已承諾在10月份不購買任何新衣服、捐贈了衣服、想炫耀你的可持續時尚
服裝、或是想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都很樂意知道你的分享！

1    拍攝以下標語或徽章的照片
2   留言告訴我們你的參加原因
3   以 @GETREDRESSED 標記我們及添加 #GETREDRESSED 

剪下來！
在背後貼上安全別針，自豪地佩帶

#GETRE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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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dress.com.hk/GetRedressedMon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