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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年前，John Lobb便專
注於定製鞋及靴履的服務。時
光荏苒，無論潮流如何變遷，
始終堅守初心，亦將這份「藝
隨足變」的精湛工藝傳承至
今。定製非僅依腳形和尺寸精
確做出適合雙足的鞋履，而是
按照每位客人的審美品味量腳
定製、全手工縫製，並打造完
美貼合的專屬鞋履。時至今
日，隱匿於巴黎鬧市Mogador
大道32號的John Lobb定製工
坊內，鞋履工匠們與百年前一
般，以各自嫻熟的手藝為名流
紳士及女士們服務。每雙定製
鞋均由技藝精湛的工匠耗費長
達50小時以上打造完成。
早前，品牌御用鞋楦工匠

Francois Maddonin親臨香港，
為大家示範Bespoke製鞋的流程
和細節。每雙定製均始於一系
列細緻縝密的測量。一雙定
製，客人都將被邀約見三次。
初次約見，工匠將精心測量雙
足尺寸，一同挑選鞋履款式、

鞋型和皮革種類、鞋跟高度、
鞋底類型等專屬的細節。初見
後，工匠們會根據客人的腳形
以角樹木手工雕刻特製的鞋
楦，而這雙獨一無二的專屬鞋
楦亦會在定製鞋履交付後，署
上其名，保存在定製工坊。
再次約見，客人將試穿復刻

的樣鞋，定製工匠會依試樣的
細節，逐一完善鞋楦的貼合度
和精準度，確保每雙最終交付
的鞋履呈現出所期待的那份完
美和尊貴。 工匠將在試穿中完
成最終細節的調整，這唯足自
知的定製至此完成交付！
每雙定製鞋履的打造，旨在

獨一無二且經年不失的舒適
感，堅固耐穿的卓越品質；為
此，客人收穫專業的護理保養
書，精心呵護定製鞋履。每雙
定製鞋履都有着堅固耐穿的品
質，和一生抵禦時光的永恒優
雅。世界上沒有兩雙相同的
腳，因此，也沒有兩雙一樣的
John Lobb鞋履。

日前，旗袍、二胡、丹青、
中國扇……作為今年中國埃及
文化年活動的一部分，《絲路
新韻》文藝演出剛於星期六晚
在埃及首都開羅上演。《絲路
新韻》由中國文化部主辦，中
國駐埃及大使館、開羅中國文
化中心協辦，匯聚了來自中國
各地的優秀表演藝術家，為現
場中埃觀眾呈現了一台精彩的
「中華文化秀」。
在尼羅河畔的演出大廳內，

包括埃及高教部長阿什拉伕．
希赫、文物部長哈立德．阿納
尼以及埃及前任駐華大使阿萊
姆在內的400餘名中埃兩國觀
眾為精彩演出頻頻喝彩。演出
包括「絲綢之路與絲路之綢」
展、「中華霓裳」絲綢服飾秀

以及樂器舞蹈表演三部分。精
美的中國絲綢服飾、女子獨舞
《扇舞丹青》為觀眾展現了獨
特的中華文化底蘊；融合中國
與阿拉伯風情的舞蹈《金色湯
瓶》、二胡齊奏《尼羅河畔的
歌聲》帶有別樣韻味；壓軸節
目——雜技《東方天鵝》將芭
蕾與中國雜技的絕活展現得美
輪美奐，掀起了整場演出的高
潮。
2016年中埃文化年期間，埃
方將與中方共同組織音樂舞蹈
演出、藝術家互訪、女性文化
交流、美食嘉年華、旅遊推介
會和埃及文物展以及涉及教
育、新聞、出版、影視、青
年、體育、宗教等領域的系列
活動。

型男淑女

設計達人

不一樣的鞋履
文︰雨文

《絲路新韻》開羅上演
文︰新華社 圖︰中新社

雖然復活節假期剛過了，不
過大部分商場的復活節佈置仍
然繼續，新鴻基地產（簡稱新
地）旗艦商場apm由即日起至
4月17日，幻化成1,000呎復活
彩蛋藝術花園，並分為3大主
題區域，包括「復活藝術巨
蛋 」 、 「 復 活 潮 拍 大 聯
『萌』」及「飛舞綻放羽毛藝術展」。早前，
商場更送出一系列花味復活蛋甜點，首推創意
VR虛擬體感專玩區，帶來獨特創新的體驗式購
物環境，全新宣傳推廣策略，為大家帶來無限

新驚喜。
踏進商場，旋即被25呎高的

巨型藝術彩蛋雕塑吸引住，加
上潮人喜歡Selfie，商場特別於
復活藝術巨蛋內加入了互動數
碼遊戲元素，大家更可透過巨
蛋內的相機裝置盡情Selfie，自
我影像拍攝後更會投放在萌爆

的蛋形潮兔臉上，讓你以驚喜復活潮兔look現
身花園。大家只需將相片上載至 instagram及
follow apm官方帳戶@apmhk，可將自選相片列
印出來留為紀念。

着數Guide

apm「復活彩蛋藝術花園」
文︰雨文

印花

原美自然彩妝
SHISEIDO色彩創

作總監Dick Page 崇
尚自然的化妝技巧，
以不同的色彩、質感
和用上特定的手法令
每位女性上妝後更為漂亮，並會留下丁點空間，不會過分
修飾妝容，以突顯自然流露的個人美態。
所以，品牌將化妝品與肌膚結合，研製出能展現肌膚

自然活力、牽引真正魅力
光芒的智能感應持久粉底
HK$350（右圖）。首創
以嶄新尖端感應科技，同
步及自動調節原本肌色及

膚質，讓肌膚透現原真光芒，加
上嚴選有效締造健康膚色、保持
肌膚完美狀態的護膚成分，讓你
在無論任何天氣變化或壓力
下，妝容都依舊水潤貼服，整
天維持着輕薄柔滑的底妝。從
此，粉底不再是遮瑕及修飾肌
膚，而是與原色肌膚融合，展
現肌膚最真實的美麗。

粉嫩春妝粉嫩春妝粉嫩春妝
甜美迷人甜美迷人甜美迷人

踏入踏入33月尾月尾，，天氣雖仍清天氣雖仍清

涼涼，，但春天的腳步悄然來到但春天的腳步悄然來到，，美豔的美豔的

花朵漸漸盛開花朵漸漸盛開，，大家已急不及待脫下厚重大家已急不及待脫下厚重

的毛衣的毛衣，，換上飄逸的春裝換上飄逸的春裝；；衣服要轉裝衣服要轉裝，，當然當然

也要為俏面轉春妝也要為俏面轉春妝。。今季今季，，深得女士們歡心的粉深得女士們歡心的粉

色系列捲土重來色系列捲土重來。。新的彩妝趨勢強調剔透自然新的彩妝趨勢強調剔透自然，，

水潤的透明感水潤的透明感，，嬌嫩的粉紅色嬌嫩的粉紅色，，令人感覺分外甜令人感覺分外甜

美美。。趁未回暖趁未回暖，，不如先以春妝示人不如先以春妝示人，，預先迎預先迎

接春回大地接春回大地。。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吳綺雯︰吳綺雯

粉嫩妝容永遠都是最吸引迷人，星級化妝師
Gary Chung以Spring Roses為主題，利用

粉紅色系的眼影及唇膏液，為妝容帶來充滿春日
氣息的甜美嬌嫩感覺。去年酒醉妝、害羞妝
大熱，而今季胭脂仍是重點，但胭脂要保持
塗在鼻翼線上，稍為偏下，便會看來有
面頰下垂現象，所以附有「Cheek 導
航」的彩形透亮胭脂，在無須工具
下也可以對準蘋果肌印上，是
女生的Must Buy Item。

春日花妍彩妝
今期，Gary的化妝示範，便以Primavista限量
新品配合全新的彩形透亮胭脂，即場示範對抗溶
妝、油光的最佳打底方法，並在無工具協助下，
以SOFINA獨有的全新「Cheek導航」準繩地塑
造出自然透紅的蘋果肌，打造不一樣的春日零油
妝容。從今天開始，你可以按步驟嘗試，讓面上
多添了一張笑容、一份自信、一份親切，令生活
變得更精彩。

清麗韓妝「仙氣妝」
氣墊粉底近年持續人氣高企，幾乎每位愛美之人都會擁有至少一

盒，打造清透自然的「仙氣妝」。緊貼韓妝熱潮的sasatinnie，以氣墊
BB霜的特色與優點，研製出全新自然亮麗氣墊胭脂，以充滿空氣感的
氣墊粉撲配合水潤透薄的質感，於肌膚輕柔地抹上紅潤自然的亮麗胭
脂，色澤自然富光澤感，恍如肌膚透出來的嬌美紅暈，散發如「仙氣
女神」的可愛迷人氣質。

Step 1
先以持久控油底霜

SPF20．PA ++薄薄塗
勻全面，持續擊退油光
和溶妝，全天候清爽不
黏膩、不易脫妝變色，
妝容時刻無油無瑕，減
少補妝次數，實現10小
時零油妝感。

Step 2
由 面 部 中 央 ， 以

「米」字方式向外拖印
柔 亮 持 久 防 曬 粉 餅
SPF25‧PA++，於鼻
翼位置重複印上來加強
控油及遮瑕效果，不要
忽略腮後及頸位，輕輕
暈開以防尷尬的兩截色
出現。

Step 3
彩形明眸眼影組合ll #

502粉紅色系充滿春日
感覺，而且適合營造具
層次的眼妝，先以粉紅
色眼影（2）塗於眼窩中
間位置，凸顯眼部輪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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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以眼影組合的啡色

（3），輕掃眼尾及眼
頭，消除浮腫感，放大
雙眼，再從內眼角沿鼻
樑側向下掃，營造極富
自然感的鼻影效果，令
鼻子看來更筆挺，以眼
線粉（4）及（5）分別
勾畫上及下眼線。

Step 5
將彩形透亮胭脂（#

434玫瑰色）的產品上
的「Cheek導航棒」對
準鼻翼，粉撲自然會印
在蘋果肌上，塑造紅潤
健康膚色。輕輕印開，
胭脂粉經粉撲滲出，效
果更顯柔和自然。

Step 6
先以修護精華唇膏液

（PK203 粉紅色）均勻
塗抹唇部，再用產品上
的特別設計唇棒，勾畫
唇山及修補唇型。最後
一步就是要微笑，將唇
紋拉平，再多塗一層唇
膏 液 作 為 FINAL
COAT，令雙唇更豐潤
晶瑩。

■彩形透亮胭脂（HK$230）全5色，採用升級
粉體提升妝效，還特別加入「Cheek導航」及清
洗式粉撲的貼心設計，粉體、粉撲及導航三合
一。只要將瓶身的「胭脂導航」棒指向鼻翼，粉
撲便會自然對準適合的位置，輕易營造出剔透柔和的紅潤蘋果肌。

Gadgets:

■柔亮持久防曬粉餅SPF25．PA++春季限量
粉盒（HK$390），採用極富立體感的絢麗花
兒作為設計元素，拼砌出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
花禮盒，粉餅除採用高度防皮脂配方，並加入
全天候貼服粉體EX及保濕功能，控油同時不
會造成乾燥，柔滑易推，均勻緊貼，讓美肌色
延續10小時。

同期加映︰

■自然亮麗氣墊胭脂
（HK$138）

■水漾輕盈氣墊
粉底液 SPF50+
PA +++ （HK
$188）

apm 復活節送禮
apm特別為本報讀者送出復活節禮品，禮品為

花味復活蛋甜點（玫瑰及茉莉味曲奇餅），名額
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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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m復活節送
禮」，截止日
期︰4月6日，先
到先得，送完即
止。

■■John LobbJohn Lobb御用鞋楦工匠御用鞋楦工匠
Francois MaddoninFrancois Maddonin

■■定製一對定製一對John LobbJohn Lobb皮鞋皮鞋，，需要需要99個月時間及個月時間及33次會面次會面。。

■■客人收穫專客人收穫專
業的護理保養業的護理保養
書書，，精心呵護精心呵護
定製鞋履定製鞋履。。

■Gary Chung■Gary Chung（（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