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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蕨這名字較為陌生，若說「波士頓
芒」大家或會更為熟悉。蕨類植物在香
港種類繁多，常見的約有220多種（例
如：鹵蕨、蘇鐵蕨、烏毛蕨等），大部
分生長於野外，用作家居佈置的，首選
「波士頓芒」。
波士頓芒（學名：腎蕨）原產於熱帶的山邊芒草，在香港乃至內地南方處處

遍佈，毫不起眼；然而在歐洲因為氣候差異，數量不多，遂搖身一變，登門直
入高堂大廳，成為室內植物的珍貴品種。健康的波士頓芒色澤嫩綠如翡翠，葉
子成平均的分叉齒裂狀，像把華麗的梳子，整株植物枝葉層層散開，壓根兒就
是一件大自然精品。據說在古時的歐洲，只有皇室貴族之家才會擺放腎蕨，象
徵身份、地位、形象與氣質，因此她可說是植物界中的「灰姑娘」。
腎蕨在香港隨處可見、易買易種，公園和休憩地方也愛以她為裝飾，普及而

超強的生命力讓她絕對有資格成為「本地三寶」之一。
（足本重溫，請到http://henrywhim.blogspot.hk/）

文、圖、花：Henry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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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賞的腎蕨 網上圖片

MegaBox
全港首創「1折激安感謝祭」

文︰雨文

MegaBox 匯聚多間全港最大美化家居、家飾及電子電器旗艦店，為
顧客提供齊全、多元化的選擇，配合超過40間環球美食食肆，一直致
力為顧客提供一站式吃買玩樂的新體驗。由即日起至5月31日期間，
商場更首度推出的「MegaBox激安感謝祭」，為顧客精心搜羅數百款
家居、電子產品、時尚服飾及佳餚美食以1折激安價發售，更聯合多間
商舖於推廣期內在店內提供低至3折激安優惠，為顧客帶來無限消費驚
喜，盡享購物的樂趣。
同時，由5月2日及5月9日一連兩個星期六，上午11時至下午2

時，於商場L5中庭將舉辦「1折激安購物日」，每個星期將會有不同
的家居、電子產品、時尚服飾、兒童服飾及產品、佳餚美食等，所有
貨品或美食均以1折超級震撼價發售，定必引來大批顧客蒞臨搶購。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每人每次只限購買1件貨品。）
同時，由即日起至5月31日，讚好MegaBox Facebook專頁，完成簡
單問題及填妥聯絡資料，即可獲抽獎機會1次；於個人Facebook 賬戶
分享於商場Facebook專
頁的活動訊息，更可額
外獲贈多 1 次抽獎機
會！抽獎獎品非常豐
富 ， 包 括 iPhone 6
（16GB，價值：HK
$5,588，名額1名）及
總值 HK $20,000 AE-
ON 現金券（價值：
HK $50， 名 額 400
名）。

MegaBox送禮

MegaBox特別為本報讀者送出禮品，
禮品為OGAWA Aura Mate個人空氣淨
化機，名額共10位。如有興趣的讀者，
請剪下此文匯報印花，貼於信封背面，
連同HK$1.7回郵信封郵寄至香港仔田
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時尚版
收，封面請註明「MegaBox送禮」，截
止日期︰5月3日，先到先得，送完即
止。

印花

鐘錶展鐘錶展

經典錶款 值得珍藏
今年，LONGINES Conquest Classic腕錶
系列推出全新月相計時碼錶，不單充分演繹
了品牌的製錶工藝，同時展現品牌一直以來
對馬術運動的熱情和投入。腕錶錶殼直徑42
毫米，內藏L678自動上鍊機械機芯。錶殼備
精鋼、精鋼配襯玫瑰金或18K玫瑰金，可供
選擇。黑色或銀色表面飾以9個加有夜光塗
層的刻度，與錶面上的月相顯示互相輝映，
錶盤設計更顯優雅獨特。

今年錶壇盛事巴塞爾國際鐘錶珠寶展今年錶壇盛事巴塞爾國際鐘錶珠寶展（（BaselWorldBaselWorld））剛於三月尾圓滿結束剛於三月尾圓滿結束，，率先展現了不少主題性的率先展現了不少主題性的

設計設計，，尤其是與品牌一直長久合作的系列加添新成員尤其是與品牌一直長久合作的系列加添新成員。。同時同時，，有不少品牌亦推出紀念版錶款有不少品牌亦推出紀念版錶款，，有的更是有的更是

限量版限量版，，增添收藏的價值增添收藏的價值；；有些亦將鐘錶與首飾融合一起有些亦將鐘錶與首飾融合一起，，既可作腕錶既可作腕錶，，又可以是一件藝術品般精緻的又可以是一件藝術品般精緻的

飾品飾品，，讓這指針上的藝術得以繼續盛放讓這指針上的藝術得以繼續盛放。。 文︰吳綺雯文︰吳綺雯

Gucci 推
出 全 新
Diamantissima女裝腕錶系列，五款新作提供不同
尺寸選擇，每款腕錶皆可見本系列標誌性的經典
菱形圖案。菱形圖案的靈感源自品牌知名的帆布
印花，以高辨識度的十字形圖案為主要特色。腕
錶帶有精緻洗鍊的錶殼和簡約的錶面，錶殼蝕刻
菱形圖案，錶面則營造出織布印花效果，將該圖
案的設計美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Links of London亦推出多款新款腕錶，其中以瑞士
製造的Regent Dual Time頂級腕錶為品牌今次重點推

介，Regent腕錶以位於倫
敦市中心著名購物熱點別
具風格的店舖為設計靈
感，款式簡潔利落且優雅
大方，令系列既精準且具
美感。至於以倫敦藝術家
的傳統聚集點——布朗普
頓而命名的Brompton腕
錶系列設計則充滿復古味，而系列新推出的瑞士製造
三指針機芯款式更顯出系列的高貴優雅。新款式以藍
寶石水晶玻璃為錶面，設有兩種尺寸的錶殼以及不銹
鋼錶帶和優質鱷魚皮錶帶以供選擇，是上一代Bromp-
ton腕錶系列的最佳取代品。

Omega超霸「太
陽神13號」史諾比
銀獎是紀念一個45
年前的難忘任務，
專誠向專業的太空
探險隊致敬。細看
腕錶，便會發現它的特別細節——錶面和錶背以花生漫畫最受歡迎的主角史諾比
裝飾，這隻小狗也是美國太空總署的吉祥物，它印記着1970年品牌獲頒發的「銀
獎史諾比」，表揚品牌對太陽神太空計劃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其錶面黑白色調的
設計靈感是取材報章上的黑白漫畫連環圖，設計貫徹超霸系列的一貫風格。白色錶
面配上黑色亮漆月球表指針，其黑色的光面陶瓷錶圈則
設有夜光測速計，亮光效果更為耀目。

馬術圖案 融入設計
為了見證品牌長久以來

對馬術運動的熱忱，
LONGINES 推出全新系
列腕錶，其形狀和材質皆
從馬術世界的標誌性元素
中汲取靈感：創製出
Equestrian 騎 士 腕 錶 系
列，以拱門設計為本的錶
款有四種尺寸，呈馬鐙弧拱形的錶款則設有直徑23.50毫米、26.50毫米
和30毫米三種尺寸。各款均配備精鋼錶殼和石英機芯，並配有鑲鑽款
式。其中以馬鐙為設計靈感的款式，珍珠貝母錶面上更有閃爍耀眼的雙

行鑲鑽設計，搭配以縫線點綴的皮帶，
以配襯女騎士的服飾。

GUCCI腕錶亦發表了HORSEBIT系
列全新力作，其馬銜鍊圖案是品牌最具
代表性的設計之一，而這個經典標誌近
來更化身為優雅的腕錶系列。今次新品
包括新發表的中型尺寸（30mm）或傳
統中碼（34mm）款式，彎曲的不銹鋼
馬銜鍊錶殼衍生自品牌經典的馬術圖
案，以優雅的姿態環抱光滑的白色漆面
錶面。時標結合羅馬數字表露現代風
情，品牌標誌位於3點鐘方向，整體呈
現乾淨利落的當代美感。

電影靈感 限量發售
為迎接即將於今年公映的第24套占士邦電

影《Spectre》，Omega特別呈獻設計靈感取
自占士邦家族盾形徽章的海馬Aqua Terra
150M占士邦限量版腕錶。腕錶的藍色表面
上綴有多個以連鎖徽章構成的獨特圖案，其
中央黃色秒針末端亦同樣飾有此徽章。自動
鉈經過悉心裁切，形狀酷似經常出現在電影
中的槍管圖案，令人想起不怕險阻、神勇無
敵的占士邦。海馬Aqua Terra 150M占士邦
限量版腕錶配置最新的 Master Co-Axial
8507同軸機芯，可抵禦超過15,007高斯的磁
場，限量發售15,007枚。
而Hamilton Ventura Elvis則是一枚向「貓
王」皮禮士利致敬的傑作，經典盾形錶殼
Ventura 腕錶曾於1961年在電影《檀島嬉
春》中與「貓王」一起出現在大銀幕。這枚
新作有着破格的外形，三角造形的錶盤令錶
主走在時尚尖端。秒針和12時至3時位置的
分鐘刻度均選用鮮明的橙色，搭配不對稱幾
何線條，時尚度大增。

運動腕錶 今年大熱
於今年Basel鐘錶珠寶展中，Links of London於

現有的Driver腕錶系列中新增的款式，以駕駛為
設計靈感的Driver腕錶系列新推出的Driver Sport
腕錶或許令大眾於選擇Driver腕錶時更難抉擇。
這款瑞士製造的Driver Sport腕錶備有出眾的數
字及針式雙重顯示模式，腕錶以賽車為設計靈
感︰鮮豔的指針、錶盤上的標誌及襯以深色牛仔
線的皮錶帶。Driver Sport腕錶拋光銅色拼灰色和
黑色的穿孔錶盤設計與指針，錶盤上的標誌與皮錶帶上的，備有
橙色、綠色、藍色或黃色的牛仔線形成強烈對比。腕錶更設有多
重功能，包括鬧鐘、兩地時間、計時錶、背光源和發光顯示屏，
方便於數字顯示屏上觀看，並以按鈕模式來啟動模擬指針。
LONGINES Heritage Diver 1967腕錶靈感來自一款於1967年

出產，為潛水活動而設的腕錶。這枚腕錶錶殼直徑42毫米，內藏
L688.2自動上鍊機芯。此計時錶設計獨特，反映了原裝版本腕錶

的風格。其乳白黑色錶盤對比着銀色計時盤。
酒紅色刻度錶圈和銀色流速計刻度為腕錶整體
色調添上優雅氣質。作為一枚潛水腕錶，其指
針和時針均加上SuperLuminova夜光塗層，而
錶背和錶冠則採用旋入式設計，防水深度達30
bar。這枚腕錶配襯精鋼鏈
帶，錶底刻有潛水員圖案，
讓人想起品牌最初生產的潛
水員專用腕錶。

Gucci Dive腕錶亦推出黑色和白色款式，搭
配北約軍旅風格的紅綠條紋尼龍錶帶。基本配
備的單向旋轉錶圈賦予腕錶濃厚的陽剛氣息。
每款腕錶均採不銹鋼打造，防水性能可達200
米，6點鐘方向可見展開式日期窗等。

珠寶鑽石 璀璨絢麗
丹麥設計品牌Georg Jensen於今年回歸Basel鐘

錶珠寶展，暌違五年後，品牌再次參展，推出於
瑞士組裝及進行品質監管的瑞士製計時碼錶，如
Vivianna Bangle腕錶的設計彰顯了品牌戰後時期
的北歐風格，腕錶並無明顯的開端或末端，旋轉
式的雕刻外形將鐘錶與珠寶之間的界線模糊化。
沒有時符、沒有錶帶的鏡面設計，型格及雕塑化
的造型生動且歷久不衰。腕錶的開放式曲線是它
最迷人的地方──輕盈非常，宛如懸浮於腕上一樣。
Eterna綺年華打造的腕錶向來以精緻造工聞名，推出全新Grace Open

Art 腕錶系列，以精密機械襯托經典女性腕錶，
設計師巧妙地把精密機械與經典女性美聯繫起
來，錶面以黑色或白色為主調，綴以71 顆頂級
威塞爾頓鑽石，一眼就能看出它價值不菲。數
字和其他設計元素都被刻意地略去，充分詮釋
其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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