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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超級無敵掌門狗迎新春」

狗年來臨，新鴻基地產（簡稱新
地）旗艦商場apm特別聯乘英國著名
動畫《超級無敵掌門狗》主角阿高
（Gromit）呈獻「超級無敵掌門狗迎
新春」大型推廣活動，計劃打造6,000
呎超級無敵獎門狗「阿高」新年節日佈
置，讓顧客暢遊五大福氣潮點，包括
「阿高賀年大宅」、「12呎巨型『阿
高』機動招財狗」、「星級『阿高』藝
術廊」、「浪漫桃花園」及「Magic
Mirror專屬揮春DIY」，當中最矚目莫
過於全球最高的12呎巨型「阿高」機
動招財狗，氣勢十足！

還有，由名人紅星及來自世界各地
設計大師為「阿高」設計五款全新超凡
新穎造型，向市民拜年。大家既可觀賞
潮流藝術，又可參與祈福許願，祝願狗
年祥旺，好運齊來，勢吸引市民前來
Selfie放閃。
同時，商場特別為市民搜羅多款特

色主題蘭花，包括首次在商場展出的年
度獲獎蘭花王「大財主」、「羅曼史」
等，以近10種原種蝴蝶蘭經最少5次育
種而成，更曾獲國際殊榮，稀有珍貴。
而且花期長達1年，寓意長長久久，如
意吉祥。

文︰雨文

apm 新春送禮
apm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新春
禮品，禮品為無敵掌門狗別注版利是封
及Blesscuit曲奇，名額共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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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郵資的回郵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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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送禮」，截止日期︰2月21日，先
到先得，送完即止。

荷里活廣場「阿的汪汪旺新春」

今年戊戌狗年，所有汪汪都當
旺！由即日起至2月28日，鑽石山
荷里活廣場特別舉辦全港首個由
「阿的」擔正做主角的新春主題場
景，呈獻「阿的汪汪旺新春」新春
主題活動，傻氣「阿的」聯同老友
加菲貓及一眾角色，首次換上不同
新春造型，同大家拜年！
例如，首次換上唐裝的「阿
的」，便以醒目造型為大家賀歲，
連同加菲貓及一眾老友在「富貴的
黃金屋」內擺出不同的拜年動作，
招手想跟大家合照。身為主角的

「阿的」更拿黃金福字，跟它們
合照，今年定必財運到，福氣到，
全年當「汪」！
場內更會舉辦全港首個新春

「狗」大簋慈善宴及人寵點心
Pop-up Store，售賣多款精緻點
心，人狗共享，一同感受新春的氣
氛！「阿的」更會於指定日子在商
場出巡大派小禮物，與粉絲見面抱
抱拍照，送上好運！大家消費滿指
定金額更可參與「阿的」立體揮
春、萬花筒等工作坊，親手製作
「阿的」主題賀年手作。

荷里活廣場新春送禮
荷里活廣場特別為香

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新春
禮品，禮品為「貴富吉
祥」利是封及蛋卷一
盒，名額共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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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郵資的回郵信封郵寄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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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
活廣場新春送禮」，截止日期︰2月21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信德中心「金鑽醒獅齊賀歲」
今個新年，

由即日起至3月
2日，信德中心
邀請了享負盛名
的醒獅世家夏國
璋龍獅團，攜手
打造「金鑽醒獅
齊賀歲」賀年裝
飾。在姹紫嫣紅
的花漾映襯下，
三組賀年醒獅擺
出充滿活力的姿
勢。三組寓意「如意吉祥」的
好運醒獅中，特別要細意欣賞
由約60,000粒名貴水晶，花盡
逾半年時間打造而成的醒獅，
熠熠生輝，既珍貴又盡現皇者
氣派。此外，場內亦擺放傳統
和婚嫁的醒獅，當中囍慶獅多
為大紅大紫，配上鳳冠而且用

料講究細緻。
同時，商場特別呈獻多重賀

年消費禮遇︰一套6個的利是封
套裝以吉祥物「醒獅」為設計
靈感，加上閃石映襯出典雅氣
派，商場還預備造型精美的醒
獅吊飾及匙扣，祝願大家萬事
如意，出入平安。

信德中心新春送禮
信德中心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新春禮品，禮品為新春
福袋（包括一套6個閃石利是封、2隻醒獅吊飾、2個醒獅匙
扣），名額共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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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郵資的回郵信封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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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
中心新春送禮」，截止日
期︰2月 21日，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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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天際100100迎高接福迎高接福

後天就是農曆新
年，天際100香港
觀景台（天際100）
由即日起至2月28
日呈獻「天際 100
迎高接福」活動，
聯乘本地創作品牌
MAKE SOME-
THING以造型可愛
的「招財旺旺」作
新春賀歲佈置的主
題設計，並特別安
排設計師與大家一
起DIY新春掛飾。
而且，Cafe100 by
The Ritz – Carl-
ton, Hong Kong亦
首次推出「新春2
人下午茶」及「情
人節2人晚餐」，
讓你與摯愛家人、
情人在浪漫醉人的
景致襯托下，品嘗
精緻的美食。同
時，天際100還特
別推出多項新春優
惠，包括「肖狗港
人港幣99元門票優
惠」及「合家歡5
人照片套票」。

能遇上相知相伴、默默支持的另一半絕
對不易，一旦找到了對的人，便會不自覺
地迷醉於如影相隨的甜蜜時光裡。情人就
似可愛的寵物般時而撒嬌、時而耍耍脾
氣，但絕對是讓人寵愛在心。TSL謝瑞麟
特意推出Tails of Heart寵在心系列，以靈
動可愛的小動物為設計靈感，簡潔流利的
線條勾勒動物外形，打造成簡潔項鏈，讓
你把專屬的寵愛時刻繫在愛人心上。系列
備有3款風格的項鏈，鑲滿鑽石的吊墜設
計，閃爍且華麗。
De Beers集團旗下國際美鑽品牌，承諾

每顆美鑽均是瑰麗、珍稀及負責任開採的
Forevermark，以象徵真愛的作品深入人
心，今年情人節更以美鑽密語訴說永恒不
變的愛戀。其匠心獨具的浪漫典雅設計，

在紅玫瑰中發出真
愛的耀眼光彩，歡
慶愛侶中每個重要
的美好時刻。
早前，周大福全新又一城體驗店開幕，

店內保險庫主題場景設計，貼牆的保管箱
每個都繡上一組數字密碼。當天林嘉欣還
佩戴逾百萬的Hearts On Fire「Aerial 系
列」美鑽首飾，系列自然簡約的設計結合
車工的美鑽散發出獨特光彩，將其婉約溫
柔的氣質表露無遺。

新春新春與與情人節情人節
浪漫心思添喜慶浪漫心思添喜慶
今天就是情人節了，絕對是最佳的時機為摯愛送上貼心的驚喜。你買了什麼禮

物呢？未買的可以立即去補救，一般來說，通常是首飾，甚至是手錶、美妝、朱

古力等都可以成為送禮佳品。加上，後天便是新春佳節，亦有不少品牌推出以新

春為主題的禮品，大家或許來個新意思，以這些特色來送禮，共祝情人節之餘，

率先沾上一點新年氣氛。 文、攝（部分）︰吳綺雯

新春將至，想在新一
年擁有年輕好氣息的肌
膚？Lancome特別推出
在香港首次發售新春賀
年限量升級版嫩肌活膚
精 華 肌 底 液
（100ml），以及新年
限量版瞬白亮肌氣墊粉
盒和新年限量版瑰麗豐
盈唇膏，讓你在新春聚會中綻放年輕亮
肌光芒，同時也可作為情人節禮物。而
且，凡購買任何品牌正價產品滿HK
$1,680，即可獲贈一套15件限量版狗
年護膚美妝賀年盒乙份（價值HK
$1,096），開啟新春嫩肌新一年。

另外，FANCL一直都會推出充滿藝術
感的限量版產品，今次的愛心限量版淨肌
保濕潔面粉，將藝術氣息與甜美浪漫的元
素融入瓶身，不同的心形圖案象徵女生對
「純潔」及「幸福」的追求，同時展現出
女生對漂亮的期待及喜悅心情。

今個情人節，Scotch & Soda呈獻精
心製作的別注男女裝系列，喚起大家為
愛而生。品牌創意總監Marlou van
Engelen暢論別注系列的緣起時說道：
「雖然世道紛擾，但曼德拉曾說過：
『愛比恨更能感召人心』，這猶如對我
們當頭棒喝。這些啟迪思潮的字句引領
我們創造出一個比只有心形圖案更有深
層意思的系列。」系列以「Born to
love」心形圖案點綴女裝毛衣，另外更

備有男女裝標語印花連帽衛衣，以及限
量發售的T恤、恤衫及牛仔服飾。而
且，現凡購買任何兩件貨品，只要當中
包括一件別注系列新品，即可獲贈限量
版Tote Bag一個。

時間見證每
一段真摯的愛
情，由相識、相
愛到相處，分分
秒秒都記錄只
屬於你和摯愛的
愛情點滴。例
如，瑞士天梭表
推介三款設計獨
特的對錶，當中
如 Chemin des
Tourelles 系列，
女士三針錶款擁有細節裝飾，羅馬數字時
標下的巴黎飾釘紋，其醉人的迴旋圓形圖
案將令你捨不得把視線移開。而且，由即
日起至2月19日，凡購買任何腕錶，即可
獲贈精緻工藝開花茶乙罐（內附一對開花
茶），寓意成雙成對，甜蜜浪漫。
而LONGINES則挑選多款優雅腕錶，包
括Les Elegantes腕錶、導柱輪單按鈕計時
碼錶及Master匠系列腕錶等，讓你藉由腕
錶向摯愛表達綿綿愛意。
早前，日本人氣品牌KURA CHIKA by
PORTER香港旗艦店進駐銅鑼灣Fashion

Walk，同時品牌亦
宣佈今年再度與
CASIO代表手錶品牌G-SHOCK合作，
推 出 別 注 聯 名 版 「PORTER ×
G-SHOCK DW-6900」手錶，別注聯名
版手錶沿用 G-SHOCK 長期大熱款式
「DW-6900」作設計基調，首次選用
PORTER 代表色之一「亮橙色」為手錶
主色調，錶上的按鈕和金屬扣則採用黑色
精細Ion Plating點綴。每隻錶亦附設獨特
橙黑迷彩鐵罐包裝盒，讓一眾愛好者感受
及收藏兩大品牌別注聯乘作品。

情人愛飾戴出個性

情侶腕錶浪漫情意情侶腕錶浪漫情意

■■ 「「PORTER ×PORTER ×
G-SHOCKG-SHOCK
DW-DW-69006900」」手錶手錶

■■LonginesLongines多款優多款優
雅腕錶雅腕錶

情侶時裝為愛而生

護膚美妝令你更靚

賀年禮盒甜蜜滋味

■■招財旺旺報豐年招財旺旺報豐年

■■瑞獅呈祥賀新歲瑞獅呈祥賀新歲

■■新春新春22人下午茶人下午茶

■■ FanclFancl 愛心愛心
限量版淨肌保限量版淨肌保
濕潔面粉濕潔面粉

■■LancomeLancome新春新春
賀年限量版賀年限量版

■■Scotch & SodaScotch & Soda「「Born to loveBorn to love」」男男
裝裝、、女裝女裝

■■Tissot Chemin des TourellesTissot Chemin des Tourelles系列系列

■■ForevermarkForevermark 情情
人節鑽飾人節鑽飾

■■TSLTSL寵在心系列寵在心系列

■■林嘉欣演繹林嘉欣演繹Hearts on FireHearts on Fire
逾百萬鑽飾逾百萬鑽飾，，共享珍貴時刻共享珍貴時刻。。

如想挑選新穎一點的賀
禮，不妨試試糖果及朱古
力，如Skittles彩虹糖首推
五款印滿趣致賀年祝福
語的期間限定包裝及五
種全新口味︰綠豆、蜜
瓜、芋頭、荔枝和桔子
味，包裝上亦印有如
「 幸 福 滿 JOY、 「 笑
JOKE成世」等字樣，讓

節日更添歡樂氣氛。
GODIVA 今年推出新

年巧克力限量系列，靈
感源自亞洲市場，品牌
巧克力大師精心打造以
優質茶葉細意融入巧克
力的系列中，加添新穎
的元素，於新春及情人
節為你獻上一試難忘的甜
蜜滋味。

■■「「大紅大紫大紅大紫」」新年限量升級版新年限量升級版
嫩肌活膚精華肌底液套裝嫩肌活膚精華肌底液套裝

■■「「心想事成好運程心想事成好運程」」

文︰雨文
圖︰Harry、雨文

■■Skittles彩虹糖

■■GODIVA新年巧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