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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斷更替，時裝界每年都會掀起不同潮流，

以極快速度生產及上架的快時尚（Fast Fashion），

近年亦成為了時尚界的熱潮，

而消費者總是無法抗拒廉價又流行的新衣， 

極快購買卻又極快遺忘、丟棄。

然而，隨着可持續理念愈來愈受重視，

各大品牌亦在探索如何轉型，

邁向可持續，能否成為時尚行業的下一個新時尚？

撰文  周宇銀、姚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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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衣服的背後

一年增至52季，設計師幾乎每日發表新設計，每星期推出新款

計劃將由設計到上架的時間壓縮至13天，如今在中國開設660間門店

由設計到上架只需1至4周，香港分店每周換2次新貨

由設計到上架只需2至8周，每周推出4,500件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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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

衣物

港男平均有77件衣服，
有10件從未或
穿着不多於兩次

《狂歡之後：國際時尚消費調查報告》

過度購物
承認自己擁有的
衣服比需要多

68% 60%

54%

51% 60%

香港
內地

台灣

意大利 德國

42%

香港

依賴購物
曾購買自己不能
負擔的物品

46%

內地

29%

台灣24%

意大利 24%

德國

港女平均有109件衣物，
其中20件從未或
穿着不多於兩次

香港人每年棄置11萬噸紡織物，
相等於每分鐘拋棄約1,400件T-shirt

港人一年總共花費
250億港元購買衣服

生產1公斤棉花要消耗逾2
萬公升水，1公斤棉花僅
夠製造1件T恤和1條牛仔
褲。

原料生產
連串的染色和加工工序要
用上多達8千種合成化學
物，污染河川與海洋。

製造
1件T恤的碳足印估計為15
公斤，相等於T恤本身重
量的20倍。

運輸
2015年中國快遞業使用的
膠帶約長170億米，足以
圍繞地球赤道425圈。

零售
有60%的衣服使用聚酯纖
維（Polyester，合成纖維
的一種），難以降解，變
為大量廢棄物。

棄置

緊湊的
生產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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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時尚進駐了我們的衣櫥，並主宰
了現今的時尚走向。在購物商圈的黃
金地段，各大快時尚品牌店舖傲然而
立，掛滿推陳出新、琳瑯滿目的衣飾。
對消費者來說，快時尚象徵平價購物樂
趣、常穿新衣的滿足感，充滿難以抗拒
的吸引力。而一碼碼單純的紡織品能轉
眼成為消費者最渴望而隨手可得的時尚
單品，魔力無疑在於其在服裝史上最低
的價格。然而，超低的價格，加上設
計、生產，到上架發售，每個環節均以
超高速進行，對環境而言，又意味着甚
麼？

快時尚的第一印象

    有研究指，多數的時尚服飾能見
到陽光的機會只有7次。不僅如此，若
要追溯一件衣服的生死，就會發現其碳
足跡極為驚人，由原料生產、紡織品製
造、運輸、零售到棄置，均造成極大污
染，致使服裝產業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污
染產業，只僅次於石油業。
    根據艾倫．麥克亞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於2017年發
表的報告指出，來自紡織品生產的溫
室氣體排放量每年高達12億噸，超過
了所有國際航班和海運排放溫室氣體
的總和；未回收廢料每年導致的損失
約為5,000億美元；服裝產業每年向
全球海洋排放了50萬噸「微纖維」
（Microfiber），相當於500億個塑膠
瓶；生產1條牛仔褲已經要用上7千升
水，而每年生產的牛仔褲數目高達20億
條……

可持續＋環保＝長遠經營 

    「製造一件衣服要用很多物料，地
球有沒有那麼多物料可用？快時尚在
往後的生產中將會面對很多挑戰。過往
它們靠的是薄利多銷，但這套經營模式
已經開始不可行。」時尚產業面對環保
議題，該如何自我重塑，在保持蓬勃業
績的同時，又達至可持續發展？綠色
和平項目主任鄧敏琳就認為，品牌須
改變生產模式，從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及永續時尚（又稀「可持續
時尚」）（sustainable  fashion）兩方面
着手。而近年的確見到各大品牌開始向
可循環的生產模式靠攏，道德時尚、永

續時尚等概念成為了它們最受重視的發
展脈絡；而聯合國和歐盟在過去幾年
紛紛將「永續性」和「環境保護」納
入未來10年全球發展的重點大綱，目前
時尚產業也重新審視設計生產與消費模
式，銳意轉型。
    企業總要營利，那麼，商業利益與
環境保護是否必然存在矛盾？H&M大
中華區可持續發展經理Hanna Hallin就
認為，若企業要取得長遠的成功，就不
能維持現時業界的模式─採用地球資
源；要擁有長遠的盈利，需找出一個可
持續的商業模型，「我們認為可循環生
產模式是必須的。」換言之，企業要可
持續經營，先要推動可持續生產模式。

改變關鍵：回收+升級再造

    2 0 1 8年初，在致力推動永續
時尚的「全球時尚議程」（Globa l 
Fash ion  Agenda）的號召下，共有
64家知名服裝品牌廠商許下綠色時
尚承諾，決意在2020年前加速品牌
轉型為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響應
號召的企業除了奢侈品牌，亦包括
Zara、ASOS、Ganni、H&M、Target
等集團。
    在這個循環時尚制度承諾下，各品
牌將在2020年前達到4個目標，包括以
產品設計方式增加商品的可回收及再利
用性、增加舊衣回收數量、提升舊衣回
收後再製成新商品銷售的數量，以及增
加生產時利用舊衣製成再生布料的服裝
商品比例。
    由此可見，變革重點在於─回收
舊衣，再重新製成新商品。
    2018年中，H&M、Gap等品牌宣
布加入艾倫．麥克亞瑟基金會發起的
「Make  Fashion Circular」計劃，透
過回收原材料和產品來減少全球時
尚產業的浪費。如今，快時尚巨頭如
H&M、Zara、UNIQLO等集團均推出
回收計劃，帶領了舊衣回收風潮，而且
其講求的是升級再造（Upcycle），而
不是單純的回收再利用。

升級再造從物料着手

    但針對現時的衣物而言，升級再造
機制有一大障礙。鄧敏琳就指出，一件
衣物包含的成分其實很複雜，現時大部

分成衣是由多種以不同原料製造的布料
所製成，當中混合了不同的纖維，往往
很難進行化學回收。現時有60%的衣服
使用聚酯纖維（Polyester，合成纖維的
一種）製造，因為聚酯纖維價格便宜且
容易取得，但是它的原料是石油，而由
聚酯纖維及混紡纖維製成的衣服一般難
以降解，往往變為大量品質低劣的廢棄
物。正如一份由艾倫．麥克亞瑟基金會
公布的研究顯示，整個行業中只有12%
的物質能以某種形式回收，而這些回收
物通常都變成了其他低端用途，如絕緣
材料、清潔布、床墊填充物等，而且很
難被再次利用，因此它們的循環到此就
終結了；報告又指有多達73%的材料在
使用後就被直接丟棄。
    更有科學研究指出，合成纖維製成
的衣服在洗滌的過程中會不斷釋放微纖
維（Microfiber）並排入大海，影響海
洋生物和整個生態系統。

創新技術闢新出路

    因此，若要有效將舊衣升級再
造，關鍵是採用可持續發展物料，現
時不少快時尚品牌正朝此方向發展。
以H&M為例，該品牌在2018年採用了
有機麻布、有機棉、有機絲、Tencel
天絲棉和再生聚酯纖維等可持續發
展物料，H&M還引入了兩種新物料
─Econyl纖維和再生銀。Hanna強
調，現時H&M產品中有超過35%採用
的製作原料是具備可持續性，「品牌希
望在2030年前實現所有商品採用100%
再生或其他可持續來源的物料，同時
在2020年前把我們各種產品60%的主要
原料棉變為100%可持續的棉料。」而
ZARA於2016年亦成立了Join Life生產
綫，所售衣物全由有機棉花和循環再造
的羊毛製成，網上出售的衣物、鞋子也
用循環再造的盒子包裝送出。
    這就突出了循環時尚其中一項理念
─不再生產廉價易損的衣物，而是生
產品質更好、耐用，甚至可回收再利用
的產品。
    此外，品牌及廠商亦循科技研發方
向思考應對當前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不
少歐美公司正嘗試以生物科技開發新的
生物合成材料，如利用細菌生產天然染
劑或用幹細胞生產皮革。H&M為發掘

快時尚顛覆了我們的購物方式，也改變了我們對待衣物的態度
當我們買得愈多，每一件衣服可以見到陽光的次數便愈少

細細數數衣櫃裏塞滿的衣服，究竟有多少件完全沒穿過、甚至忘了它的存在？
 

衣服成了隨意拋棄、遺忘的物品，時尚的價值只剩嘗鮮
現在的我們，比起1980年代的我們多買了4倍衣服

不過
過度購物為我們帶來的，是快樂，還是快樂的代價？

我仍缺一件新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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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新技術，就舉行與「可持續理念」
相關的比賽，H&M基金會自2015年起
舉辦「全球變革大獎」，鼓勵業界提供
創新且富影響力的方案。農作物成衣創
意理念團隊（Agraloop）作為優勝者之
一，就提議用糧食農作物收割後的剩餘
物製成可持續生物紡織面料，團隊更獲
獎金開發新技術。

當消費者不再貪「快」

    傳統的經濟模式以綫性方式進
行，循環時尚若要取而代之，拒絕用過
即棄，運用更有效的資源管理方式，企
業當然責無旁貸。不過，消費者也應重
新思考自己的購物行為。
    過去，消費者量入為出、跟隨天氣
變化而換季；購回家的衣服會小心清
洗，有破有爛會細心縫補。到1980年中
期，消費者與服裝的關係開始有了改
變，時尚品牌及零售商開始加快汰換潮
流的速度，衣服的生命周期愈來愈短。
時至今天，快時尚可謂顛覆了傳統時
裝業界的習慣，重新定義流行，徹底
改變我們的穿衣方式，也改變了我們
對待衣物的態度。在琳瑯滿目的衣飾
前，會否「唔買唔安樂」？面對大減
價大折扣，會否覺得不買就是大損失？
事實上，不僅是品牌款式推得太快，消
費者也買得很快。快時尚傳奇之所以能
站穩陣腳、引領潮流，消費者「應記一
功」；不過同樣，要推動品牌轉型，消
費者的角色也很重要。

「可持續」成新時尚

    「我們進行的調查發現，很多時消
費者買一件衣服不是基於『需要』，而
是『想要』，鋪天蓋地的買一送一，十
分吸引。」鄧敏琳又指，快時尚的本質
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過度生
產，企業若要可持續發展，須直視這問
題，也要靠消費者反推。如果消費者意
識到衣服價錢牌背後的真正成本，從而
改變自己的購物行為，例如減少購買衣
服，相信整個市場模式都會隨之改變。
    就品牌角度而言，Hanna表示，款
式設計、價錢等都是消費者關注的，但
H&M亦觀察到消費者在購物時對於可
持續性的關注度有所上升，並逐漸成為
其中一個主要關注點。「消費者希望
透過時尚去展現他們的個性，定義自
我，而『可持續性』如今成為了他們其
中一種強烈的價值，因此，業界應因應
消費者的這種期望轉變而作出改變，我
們需要再審視現時的營商模式。」 

環保思維席捲時裝界

    「新世代消費能力愈來愈高，追求
衣物質素及背後的設計理念，大品牌
也遇瓶頸位。現時很多快時尚品牌都趨
向生產高質素衣物，消費者的需要跟喜
好絕對會影響品牌的設計方式和營運模
式。」環保時裝設計師徐逸昇如是說。
    他補充，以UNIQLO為例，它有
不少全棉製品，或只用有機棉生產的衣
服，十分耐穿。而且跟其他快時尚品牌

不同的是，UNIQLO的服飾風格以簡
約樸素見稱，多是純色，衣服注重功能
性，不用消費者「追款」。他續指，現
時很多大品牌的環保意識增強，並簽訂
了一些協議。將環保概念套用在時裝生
產上並非無利可圖，品牌若想達至可持
續發展，先要採納可持續的生產模式。
「不論品牌是基於市場營銷策略還是企
業社會責任，起碼它們願意踏出一步，成
為變革先驅，也促使品牌之間互相學
習，同時影響其他競爭者及大眾。」
    現時本港有不少獨立設計師或環保
時裝設計師，他們以嶄新的設計和營
運模式反思衣服的價值，並將其升級再
造，這些舉動再度印證了，時尚與環保
也不一定背道而馳。徐逸昇就收集工廠
用剩的布料和布碎，把衣服重建，一年
只出一季「跨季度系列」。「如果只得
幾碼布，就不可能大量生量，不過我們
可為客人度身訂造一套西裝，限制反而
能激發更多想像力，而且我們把所有資
源投放在一季，便可造出更精緻、質素
更好的衣服。」
    每天，有300噸來自紡織業和時裝
業的棄置布料被送到堆填區，但舊的衣
服是否一定要被丟棄？布頭布尾有沒有
可能變成時髦的衣服？社會大眾是否只
可透過消費才可變得「時尚」﹖這些皆
是徐逸昇希望大眾反思的問題。
    「其實本地環保時裝業才剛起
步，本地院校也開始關注時裝可持續
發展，可見『環保』的影響力是不斷
擴散的。」

可持續時尚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快時尚的確能
極快地為消費者帶來愉悅，然而，當面
對囤積的大量廉價衣物時，消費者或許也
會感到疲憊。綠色和平《狂歡之後：國際
時尚消費調查報告》指，約有6成受訪者
購物後感到滿足或刺激，不過大部分受
訪者認為這些刺激或興奮感會在1日內消
失；約3成半受訪者更指購物的刺激感消
失後他們會感到更空虛。

    過度沉溺購物的我們，是否該為自己
換一個時尚新姿勢？不再跟衣服輕言再
見、減少購物、購買二手衫，已可為地球
帶來正面影響。
    「消費者以理性消費，品牌在生產時
減少環境污染，所有事情皆在改變。」徐
逸昇說。
    或者，時尚行業的新時尚，就是邁向
環保、道德、可持續。  

「所有事情皆在改變」

優質成衣
永續生產
回收

永續經營

環保時裝

升級再造
循環經濟

消費者覺醒
道德時尚

時裝活起來 惜物愛物
個性展現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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