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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永續時尚品牌 Les Sublimes 為所有注重內外在美的新女性打造一系列高質感簡約服飾，是

身為地球公民的妳必備的經典基本款單品。不論是在紐約布魯克林享用早午餐，還是到坦尚尼

雅的沙漠之旅，都能透過巧妙穿搭，輕鬆不費力地變化出各種時尚風格。 

LES SUBLIMES 品牌精神

1. 時尚 

恰到好處的時尚設計，注入輕柔女性唯美

元素，重新定義妳的衣櫥裡最愛的經典基

本款衣著。 

 

2. 奢華質感 

精選出與奢華品牌同等高品質面料，藉由

卓越法國織造的工藝，成為舒適、體貼又

實穿的高質感單品。 

3.隨手可得 

不透過任何中間或零售商，100%網路經

營，讓永續時尚以合理的價格，不分國

界、全天候都能隨手可得。 

 

 

4. 低環境衝擊 

永續和環保，是我們的首要責任。 Les 

Sublimes 產品皆為環保纖維，以創新栽種

方法，並配合永續收成方式，減少水資源

耗用、降低環境污染負擔。 

5. 公平 

在 Les Sublimes 產品生產鏈上的勞工皆享

有勞工權利、安全透明的工作環境及合理

公平薪資。 

6. 改善社會 

每一件 Les Sublimes 產品的銷售都能直接

支持所有與合作農民、工人的家庭，因為

穩定就業及合理薪資能幫助他們打破貧窮

循環，並為存在已久的問題提供永久的解

決方案。 

  

Made In France 法國製造 

滿足我們對環境和社會嚴格標準的製造商不多，我們花了半年才終於找到位於法國 Renaison 小

鎮上的 Confection Pérard。這是一間專精於高級針織工藝、已經營到第二代的傳家小企業，是

當地少數在法國紡織業大舉外移後還僅存的製造商，這要歸功於老闆 Thierry 與其母親的靈活

經營方式，打出自己的市場。Les Sublimes 非常欣賞他們的準則—願意培養員工多重技能、且

提供其寬敞安全的工作環境；此外也提供彈性工時，來讓許多就業的媽媽能兼顧家庭與工作，

許多員工都已在同一間公司待超過 20 年。多年來，Pérard 都會將裁剪過的布料回收利用。 

Les Sublimes & 女孩教育 

身為女性創業家和社會創新實踐者，我們相信所有女性都有權利享受自由與快樂，而教育則是

這份權利的基礎。根據研究，受過基本教育的女孩在青少年時期懷孕和結婚的機率比未受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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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女孩低非常多，這個現象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明顯。中學畢業的少女有較好機會找到好工作

來維持家庭經濟，並且得到社會與她的伴侶的尊重。Les Sublimes 承諾每賣出一件衣服，我們

將透過捐款提供一個月學費給一位需要幫助的尼泊爾或肯亞女童。因為我們相信，教育是終止

貧窮循環的長期解決方案。 

我們使用的環保布料 

奧地利 Lenzing 木戴爾©纖維 

我們產品所使用的纖維來自奧地利的木戴爾©(Modal)。奧地利知名公司 Lenzing 採用認證的奧

地利櫸木，以創新科技提煉成纖維，過程當中耗用較少的水和能源，並回收所使用的化學藥劑

（並不殘留在纖維上），大大降低該纖維所使用的碳足跡。為了減少運輸距離，我們選擇了同

樣在奧地利的公司將木戴爾©製成柔軟又輕盈的布料。從收成原料到製作布料都在奧地利可以

確保所有的勞工都享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勞工權益。Lenzing 木戴爾©是許多奢華品牌的秘密。 

GOTS 認證公平有機棉  

我們產品所使用的棉為 GOTS 認證的公平有機棉。全程採用對環境、人體健康友善的栽種方式： 

不使用殺蟲劑、殺菌劑、化學肥料、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產品，且灌溉用水耗用減半。此外，

GOTS 認證有機棉也屬於公平交易產品，農民與工人可以得到合理工資，擁有公平的工作環境。

棉花收成後在義大利紡紗、再到法國紡織，並且在染整的過程不使用重金屬和致癌元素，最後

產出舒服又有彈性的公平有機棉。 

我們的產品 

 
PARIS 

寬肩帶背心// 45€ ≈ NT$1640 

採用法式簡約設計，優雅 U 型領口能知性地展現

鎖骨線條，獨特曲線剪裁，讓妳活潑變化穿搭，

舒適地展現慵懶的巴黎時尚風格。 

尺寸 XS, S, M, L, XL / 粉，黑，白 

94%Lenzing 木戴爾© 6% 彈性纖維 

 
TOKYO 

細肩帶背心// 45€ ≈ NT$1640 

將芭蕾典雅風格結合現代簡約風格，這款背心是

新世代女性必備的經典注目單品，背後個性交叉

設計，內搭外穿都適合。 

尺寸 XS, S, M, L, XL / 粉，黑，白 

94%Lenzing 木戴爾© 6% 彈性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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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短袖 T-SHIRT // 49€ ≈ NT$1780 

每位巴黎女人衣櫃中都該有的基本款百搭素 T，

穿上就能感受到環保質感布料的輕盈舒適，獨特

圓領設計能修飾臉部線條，不管是俐落個性、優

雅成熟，還是率性 OL 風格，絕對能成為妳各種

靈活時尚穿搭的最佳配角。 

尺寸 XS, S, M, L, XL / 粉，黑，白 

94%Lenzing 木戴爾© 6% 彈性纖維 

 
POKHARA 

長袖 T-SHIRT  // 59€ ≈ NT$2140 

觸感如絲質般地奢華又柔軟，這款簡約長袖 T，

是妳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靈魂穿搭元素，挑選

妳最喜愛的丹寧褲、窄裙、西裝褲、印花短褲一

起搭配，輕鬆展現個人時尚主張。 

 
尺寸 XS, S, M, L, XL / 粉，黑，白 

94%Lenzing 木戴爾© 6% 彈性纖維 

 
BUENOS AIRES 

黑色連身裙 // 109€ ≈ NT$3950 

靈感取自傍晚散發的微醺風情，這款黑色長裙設

計展現性感氣勢，輕柔又富彈性的布料能巧妙修

飾身體曲線，是妳在不同場合綻放女人自信魅力

的秘密武器。不管搭配帆布鞋和牛仔外套與好友

聚餐，或穿上高跟鞋和華麗宴會包出席午夜派

對，可慵懶自在、可性感摩登，不管怎麼詮釋都

絕不出錯。 

尺寸 XS, S, M, L  / 黑 

94%Lenzing 木戴爾© 6% 彈性纖維 

 
LONDON 

質感灰色連身裙// 89€ ≈ NT$ 3240 

迎接週末，想隨性休閒又能展現時髦女人味？這

件簡潔雅緻的質感灰色長裙能 10 分鐘搞定妳的

假日穿搭！有機棉面料質感細緻柔軟、具延展

性，讓妳一整天舒適自在、彈性不拘束。只要簡

單變化妝容，或搭配潮流單品配件就能呈現不同

風采。 

 
尺寸 XS, S, M, L, XL / 灰 

97% GOTS 標準認證公平有機棉，3% 彈性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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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egogo 群眾募資活動 

群眾募資是什麼? 

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是幫助創業家募資的平台。創業初期最艱難的一步是籌到足夠的資金

來生產第一批產品，透過群眾募資平台，創業家可以在生產前「預售」產品，將這筆資金投入

生產，降低幕資的困難。是預售而不是投資喔！購買的大眾並不是購買公司的股份，不需要承

擔投資的金融風險。 

創業理念 

創業初衷來自於她們過去的親身經歷，創辦人 Alexis & Kachen 發覺現今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積極

關注環境、社會議題，在購物時希望能選擇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又能滿足自己愛美的天性，但

結果總是令人失望：永續時尚品牌往往不是要價昂貴，就是不夠時髦，「時髦風格、高品質、

永續、合理價格，為何我們不能擁有全部？」 Les Sublimes 因此誕生，要讓永續時尚隨手可得。 

募資目標與時程 

我們的目標是在 31 天內募集 10,000 歐元，籌到這筆資金後我們才能達到頂級環保布料廠商的

訂購門檻，不透過任何中間或零售商，以同品質奢華品牌的 25%-40%的價格直接銷售給顧客。

募資活動時間為 2016 年 6 月 21 日 - 7 月 21 日。我們預計 8 月購入布料，9 月進行服裝生產，

預計再 9 月底將產品寄出。 

商品退換 

每筆訂單完成後即進入生產程序，因此處理退貨對我們有一定的難度。不過我們提供換貨服務，

若需要不同尺寸商品、或商品有瑕疵，請在收到商品後的 14 天內來信至 hello@les-

sublimes.com。由於 Les Sublimes 目前仍在創業初期，除了瑕疵商品外我們非常抱歉無法支付

換貨的運費。 

關稅 

若您居住在歐盟以外的地區，需要自行支付額外的關稅。 

品牌創辦人 

Alexis Assoignon 

Alexis 在紐約、倫敦和巴

黎奢華時尚界擁有八年

的經驗 (Michael Kors、

Calvin Klein 、 Christian 

Louboutin、Dior 等)。來

自溫哥華的她在紐約帕森設計學院擁有時尚

行銷碩士。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她最喜歡利用

閒暇時光探索巴黎，或到更遠的國家旅行。 

 

Kachen Hong 

Kachen 從巴黎政治學院取

得碩士學位後，在巴黎開

始了她七年的顧問生涯，

在知名顧問公司發展她在

永續策略、綠色產業市場

分析、環境政策評估的專業。來自台灣，

Kachen 分別在台灣、委內瑞拉、法國三個

國家度過童年時光，因此自然而然地對旅行

和異國料理強烈的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