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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NA DS Podium瑞士雪鐵納冠軍系
列自動計時碼錶完美薈萃典雅設計與運動錶
的獨有特色。DS Podium冠軍系列計時腕錶
傳承這份睿智，選用拋光磨砂錶殼，配合精
準自動機芯，誠然是華實兼備。這款時計造
型悅目亮麗，配襯任何風格的服裝同樣和諧
協調，各種計時功能集於一身，還有透視底
蓋，承襲 CERTINA 傳統品質。
DS Podium冠軍系列自動計時碼錶的銀色
太陽線紋錶盤亮麗高雅，明亮的錶面以黑色
外邊緣清晰勾勒，寬闊的黑色鍍鎳時分針均
有夜光塗層，確保任何光線條件下均能清晰
顯示時間。腕錶綴飾CERTINA的經典海龜
標誌，代表可靠和耐用。DS Podium冠軍系
列自動計時碼錶採用品牌著名的DS (Dou-
ble Security) 概念，誠如其名發揮雙重保
險，防水深度達10巴 (100米)。腕錶的錶帶

選用白色明線配黑色皮革，配以雙按鈕蝴蝶
式摺疊扣；此系列尚有其他款式，包括黑色
錶面、銀色計時盤配搭拋光磨砂精鋼錶帶的
運動錶型號；另一經典款式則以鍍玫瑰金錶
殼，飾以銀色錶面及螺旋紋計時盤，配上棕
色小牛皮錶帶，盡顯優雅氣度。

■CERTINA的經典海龜標誌，
代表可靠和耐用。

■吳千語示範粉紅
色Rhyder 24手袋

CERTINA DS Podium Automatic Chron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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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全球最傑出配飾設計師之一的Stuart Vevers入主Coach後其首個
全新設計新品─ Coach 2014秋冬系列正式全球公開發售。Coach 2014秋
冬系列自今年初於紐約時裝周舉行傳媒預覽後，好評如潮，多位著名藝
人、模特兒及時尚達人紛紛搶先穿上Coach 2014秋冬系列新品，包括An-
gelababy、吳千語、徐濠縈、Mandy Lieu、韓國名模姜素英及姜承賢。
Rhyder Bag為Coach 2014秋冬系列其中重點主打手袋之一。奢華與實

用並存，靈感泉源落在美國中西部及紐約市中
心之間。熟悉造型換上嶄新元素。工具腰帶融
合Coach經典旋扣、吊牌及特大拉鏈，標誌
奪目金屬飾件閃亮回歸，但手袋仍然展現極致
輕巧，便攜易襯。創意總監Stuart Vevers響應
Coach女郎Bonnie Cashin的原創精神，以玩味
手法處理Rhyder手袋的輪廓比例，包括小巧迷
人以至出乎意料的修長款式；選用質感迷人的
面料，利用柔軟羊毛以至馬鞍色麂皮，對比堅
韌耐用的皮革。功能與奢華結合，締造獨一無
二的個人風格。

COACH 2014秋冬系列

奢 華 與 實 用 並 存

■徐濠縈示範Coach 米
啡色羊皮Rhyder手袋

法國奢華品牌 Longchamp 「瓏驤」由尚‧卡士格蘭 (Jean Cassegrain) 於1948 年在巴黎
創立，至今仍然由卡士格蘭家族擁有及經營。憑借多元化的產品如旅行包箱、手袋及配飾，
全球熱賣的明星手袋、時尚服飾的面世和高調的廣告宣傳，早已奠定了其作為國際時尚精品
名牌的地位。一個品牌能在時尚界擁有超過六十五年屹立不倒的地位，其秘訣在勇於突破自
我，不斷致力於創新的品牌精神，融合輕奢華、法式優雅以及一絲不苟的創意工藝，Long-

champ 在世界各地100多個國家開設了230 多間專賣店及二千多個專櫃，享譽全球。

時 尚 風 格 創 意 延 伸
2014 秋 冬 女 裝 系 列

LONGCHAMP
Parisienne時尚創意

奠 定 秋 冬 季 主 題
Longchamp工匠們，於每一季商品透過巧手雕化，輔以當代時尚設計，創造頂級皮革的原生
美，賦予了每一個品牌手袋款專屬獨特的性格，幻化珍寶般陪伴我們度過無數個動人時光。
Longchamp 於2014年秋季的設計靈感源自Parisienne (巴黎女生)，這種時尚繆斯與風格的特徵
包括創意精神、獨立自主和優雅自然。塞納河把巴黎一分為二，巴黎女生則隨自己的情緒和
時機遊走於兩岸之間。
右岸 (Rive Droite) 的巴黎女生均是時尚都市人，有一顆堅毅和上進的心，就好像杜樂麗花
園 (Tuileries Gardens) 或是巴黎王宮 (Palais Royal) 的幾何形狀一樣，她的風格都較為寫實和成
熟。皮革有助構成立體的形狀及結實的外形，透過今季的嶄新主打系列LE PLIAGE H
RITAGE所彰顯出來，另外兩個系列也同樣象徵右岸的主題Le Pliage Losange系列，模仿光
學上的錯覺所組成的圖紋，靈感來自羅浮宮玻璃金字塔的建築角度；而Jardin Royal系列則是
一個質感豐富的尼龍及絲絨提花所製的手袋系列，參考杜樂麗花園的幾何方形籬笆所設計而
成。整個系列的色譜由黑、杏、灰色為主，襯上深綠和深紫色，稱為「新秋冬色彩」。
相反，左岸 (Rive Gauche) 的巴黎女生擁有較為波希米亞的精神，縈繞於拉丁區的劇院、聖
日爾曼的畫廊和漫無邊際的盧森堡花園，因此，左岸的主題聚焦於柔軟的形狀和質感優良的物
料，由全新的Perle de Caviar系列呈現出來：解構型的手袋，由珠皮所製，配上金鏈手柄；而
同一主題的另一個焦點則是Quadri Croco系列，滲透動物元素，在最優質的小牛皮上壓印了
充滿貴氣的獨特鱷魚皮紋。這種暖色色譜融入了森林與動物的調子，同時注人了奢華感的紅色
和粉紅色調，極為活潑生動。

Longchamp卓越的品牌優勢可追溯於六十五年前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美國軍人在巴黎都會區排隊購
買其以頂級皮革包覆的精緻煙斗，每一個煙斗都印證
了其頂級的法國皮革工藝和屹立不倒的品牌歷史傳
承。當Longchamp也漸漸將其精緻的皮革工藝應用到
行李箱和手袋的製作上，皮革的選擇也變得更為重
要。如今，與許多歐洲頂級皮革廠為合作夥伴的Long-
champ，將產品更呈現極致美麗以及體現其各式精美的
設計，從皮革來源到品種，光滑或是顆粒狀，強韌或
柔軟的觸感；透過高品質的天然素材，讓商品的美經
得起時間的考驗。

LE PLIAGE HRITAGE
全 新 突 破 經 典 詮 釋

Longchamp 以 2014 的秋冬新款 LE PLIAGE H
RITAGE為其屹立不倒的時尚地位作出最完美的詮
釋。於Longchamp為人推崇的頂級皮革工藝上揮灑優
雅動人的畫作，特以此款令人目不轉睛的時尚手袋，
向傳奇Le PLIAGE尼龍摺疊包致敬；其獨創魅力，融
合當代風尚與傳統元素，毫無疑問地將成為品牌另一
款亮眼奪目的明星手袋。LE PLIAGE HRITAGE結
合了獨具代表性的梯形外觀，以及精緻細膩的牛皮皮
革處理工法，為經典包款注入更加洗練、寫實的氣
息，摩登都會的獨特風情，亮眼及設計獨特的設計，
體現於包款的細節中，如Le Pliage象徵性的旗幟，更
顯優雅高貴，邊緣的立體化搭配淡金色的Longchamp
標誌，耀眼突出，亦為款式戴上更低調奢華的時尚面
紗。
LE PLIAGE HRITAGE是一兼具利落摩登造型及

多元功能配備的創新手袋款，包含可拆式的背帶，極
薄的手把設計，LE PLIAGE HRITAGE更富有各式
使用搭配的設計；無論是恣意地手提、風趣地勾在手
上、利落地背在肩上，或是帥氣地斜肩背上；多變搭
配皆可打造高雅、摩登、率性等不同風格，完美詮釋
都會女子的多元時尚。五層濃郁的色澤堆疊，完美搭
配包款的流利線條及精緻皮革，
極簡的線條，細膩地襯托出此款手袋的奢華，其性

感魅力與小牛毛料作為襯底，並印有豹紋的款式不相
上下，駱駝啡色、洋紅色、薄荷綠色與鐵灰色的搭配
巧思，染上出眾的秋冬新意。灰色及米色的漸層虹彩
印花包款，更賦予LE PLIAGE HRITAGE一種簡
約、脫俗不凡的新時尚。

經典鞋履注入豹紋新元素
在連續數個時裝季度裡，Longchamp 推陳出新不同

款式的高跟鞋之後，今季將會回歸「平」凡，帶來
2014 年秋冬季最流行的平底鞋款式。季帆船鞋以縐紋
膠所製的厚鞋底，既時尚，又舒適，潮流達人定必會
愛上小牛皮製的豹紋版本 (備有洋紅色、薄荷綠色、鐵
灰色及駱駝啡色可供選擇)，另有型格的麂皮及漆皮可
選。同時，豹紋跑鞋亦是另一主打設計，華貴的小牛
皮跑鞋，加有漆皮沿邊及不起眼的厚鞋底，不經意地
令身高多加兩、三厘米！同一設計亦應用在型格的全
黑版本及拼縫皮革款式，包括仿鯊魚皮。
Longchamp 為經典鞋履系列注入新元素，在一眾平
底鞋當中，麂皮及牛皮打造的高筒波鞋、尖頭的芭蕾
舞鞋、真皮電單車皮靴，以及永不過時的羊皮短靴，
有多款顏色選擇。雖然今季鞋履焦點落在平底鞋之
上，但是設計誘人的高跟鞋依然不可或缺。Longcham
推出了潮流極致的豹紋小牛皮短靴，配上絲絨山羊皮
革作沿邊。既高且幼的尖頭高跟鞋為整體的設計帶來
無盡的女性嫵媚，輕易襯上本季的短裙、建構式的連
身裙及真皮七分褲。同時，名為「Too Night」的性感
露趾短靴，以絲絨山羊皮革打造，有多款顏色設計；
妙絕的平底鞋，加上值得擁有的高跟鞋，為潮流達人
踏出時尚之路。

■各款LE PLIAGE HRITAGE手袋，
流露簡約、脫俗不凡的新時尚。

■美國名模 Kendall
Jenner 手挽LE PLI-
AGE HRITAGE 秋
冬全新手袋

■美國影星
Katie Holm-
es 手 挽 LE
PLIAGE H
RITAGE 秋
冬全新手袋

■Perle de Caviar
■Le Pliage Hritage Luxe

■Le Pliage Losange

■Quadri Croco

■Jardin Roy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