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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控】香港設計師都有出頭天 齊撐本地薑
作品

左起：女裝時款－全身潮流造型金獎作品「Bee-Busy Exist Earth」，

銀獎作品「Found and Lost in

Aurora」
，銅獎作品「Milky Way」

【特 約報 道】鞋，是我 們生 活中 不 可或 缺的 一部 份。除了鞋 本身 的 實用 性，
它的 設計 和可 觀 性也 佔了 很重 要 的一 環，尤 其是 令女 士們 趨之 若 鶩的 高跟
鞋，其設 計甚 至 比可 穿性 更重 要。相 信各 位女 士 對知 名鞋 履品 牌，如 Jimmy
Choo、Staccato 和 House of Avenues 等都不 陌生，但本 地鞋 款設 計比 賽
的作 品大 家又 有 多少 了解 呢？
本地 優秀 設計 作 品 為 鞋子 加添 意義
一批 擁有 無限 創 作熱 誠的 本地 設 計師 ，參 加了 由 香港 貿發 局與 香 港鞋 業

（1970）總 會聯 合舉 辦的 第十 八 屆香 港鞋 款設 計 比賽，將 他們 的 作品 及設
計理 念呈 現於 大 家面 前。今 年 比 賽的「 女裝 時 款 」組別 就以 嶄 新 形式 出現
並命 名為 「Ladies’ shoes－Total Look Trendy Styling」 ， 由 模特 兒親
身演 繹最 新設 計，並進 行街 拍。當中 最令 人矚 目 的設 計，是 由區 嘉倩 (香
港理 工大 學 )設計 的「 Bee-Busy Exist Earth」，她 的作 品更 獲得 女 裝時 款
全身 潮流 造型 金 獎。以蜜 蜂和 蜂 巢作 設計 靈感，設計 師認 為蜂 群 崩壞 症候
群使 大量 蜜蜂 死 亡，希望 透過 自 己的 設計 作出 預 警，讓更 多人 認 識此 問題，
從而 保護 環境 及 蜜蜂 ，別 具意 義 。另 外， 銀獎 及 銅獎 分別 由鍾 靜 雯的
「Found and Lost in Aurora」 及伍 善芳 的「 銀 河 Milky Way」 奪得 。
而區 嘉倩 的另 一 項作 品， 「永 恆 之光 Eternal Light」，亦 獲得 創 +造 3D
成型 概念 設計 金 獎。它的 外觀 是 仿照 燭台，像 腳 下有 一支 不滅 的 蠟燭 照亮
了夜 黑，就像 教 堂為 迷失 的人 帶 來希 望。至於 另 一名 設計 師李 瑋 婷則 憑着
作品「 天工 之 美 The Realm of Beauty」，成 功奪 得女 裝靴 金獎。她表 示，
此設 計靈 感取 材 於中 國傳 統建 築 的格 子門（ 格 扇 ）。每 道格 子門 都由 不同
的幾 何圖 形來 組 織成 獨特 的圖 案，希望 大家 可以 深入 研究 及欣 賞 中國 建築
之美 。
不只 高跟 鞋 還 有更 多驚 喜設 計 作品
除了 這些 別樹 一 幟的 女款 鞋，這 次比 賽亦 發掘 了 不少 優秀 的男 女 裝以 及童
裝作 品。好像 由 李金 喜設 計，獲 得男 裝金 獎的 作 品「 竹君 子 Mr. Bamboo」
就令 人眼 前一 亮。顧名 思義，這 對男 裝鞋 設計 靈 感來 自竹 子，竹 子的 特徵
是中 空，故古 人 賦予 了「 竹」謙 卑和 風節 的精 神 象徵。這 個作 品 比喻 了人

堅毅 不屈 的精 神，鼓 勵人 們就 算 面對 逆境 也無 畏 無懼。設 計上 加 上了 竹門
上的 門鉸 和竹 籬 圖案 ，更 有畫 龍 點睛 之效 。
原來 設計 師李 瑋 婷不 只擅 長設 計 女裝 鞋，連童 裝 鞋也 有研 究。她 的作 品「童
年 The Children’s Paradise」亦 勇奪 童裝 金獎。以四 十年 代小 朋 友們 都愛
玩的 碰碰 車作 靈 感，她 期望 這款 作品 能勾 起大 眾 的童 年回 憶和 讓 現今 小朋
友再 感受 此歡 樂 。
另一 名獲 得手 袋 金獎 的設 計師 林 穎怡，以黃 道 十 二宮 為藍 本，設 計出「十
二宮 Astrological Sign」手 袋。不要 小覷 這個 嬌 小玲 瓏的 藍色 手 袋，原來
每個 使用 者可 把 缺口 的部 分，移 至自 己相 應的 星 座。全個 袋以 金 銀色 皮革，
刺繡 和太 空元 素 為主 ，配 以閃 閃 的星 星和 閃石 ， 奪目 耀眼 。
第十 九屆 香港 鞋 款設 計比 賽將 於 5 月中 開始 接受 報名 ，詳 情請 留 意
www.footwear.org.hk 或致電(852) 2395 5302 楊小 姐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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