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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法國普
羅旺斯天然護膚品
牌 L'OCCITANE
特 別 推 出 全 新
AQUA RÉOTIER
活泉礦物鎖水系
列，系列回歸肌膚
之源，配方糅合普
羅 旺 斯 雷 奧 捷
(Réotier)泉水及三合一活泉
礦物鎖水配方，蘊含豐富鈣
質等礦物質，賦予肌膚清新
水潤效果，帶來全天候24
小時的保濕功效。
而且，品牌還破天荒集合了

本地三個不同媒體藝術創作單位，如人氣插畫師皮忠、
年輕建築設計團隊「築夢．社」及跨媒體創作人葉卓棠，
於大坑The Hang Space @Little Tai Hang，以Water
「水」及Bubbles「泡泡」為題，打造一個期間限定、水
嫩清新的AQUA BUBBLELAND水漾泡泡樂園，透過別
出心裁的泡泡互動藝術裝置，讓大家親身感受 AQUA
RÉOTIER的活泉礦物鎖水魅力。
大家可參與即場互動遊戲，有機會贏取全新AQUA

RÉOTIER 活
泉礦物鎖水系列
體驗套裝（價值
HK$700），大
家如有興趣與特
色裝置來個互
動，就趁今天最
後一天的機會
了。

適逢法國藝術氣息濃厚的五月，法式時尚服裝概念店
Rue Madame與Le French May合作，攜手把細膩的法
國手工藝帶到來銅鑼灣利園一期，由即日起至5月31日
開 設 期 間 限定店「Made in France, Fabriqué en
France」，引入四個法國原創及製造的品牌，包括首飾
品牌 Servane Gaxòtte、Les Georgettes、Gas Bijoux及
擁有近百年歷史的香水品牌Fragonard，讓大家親身感
受這藝術之都聞名遐邇的手工藝傳統和精神。例如，
Servane Gaxòtte以銀公仔首飾聞名，創辦人Gaxòtte特
意為此創作出兩款限量版娃娃吊飾，它們的造型以經典
法國國旗顏色——藍、白、紅作主
色，藉此希望宣揚精緻法式手藝。

Landmark North上水廣場於去年首
辦「上水廣場購物感謝祭」吸引數千位
購物愛好者搶購多款優惠貨品，今年，
商場於6月2日至10日一連九日將再度
聯乘場內超過65個品牌，推出激筍優惠
吸引顧客到場選購心水貨品。
除了多個美妝品牌如BIOTHERM、

CANVAS、 CLINIQUE、
ESTÉE LAUDER、Jurlique、
Kiehl's Since 1851、
Lancôme、 LANEIGE、 M.A.
C、 Origins、 SHISEIDO、
Shu Uemura及YSL等推出低
至4折發售的獨家限定組合優
惠外，今年更特別推出1折精
選限量貨品如Bioderma深層
卸妝潔膚水（優惠價︰HK
$28）、L'Oreal Paris 青春密
碼眼部精華液（優惠價︰HK

$22.9）、L'Oreal Paris奢華閃光唇膏–
玫瑰金（優惠價︰HK$11.5）及Sam-
sonite Kamiliant 21"行李箱–Zulu（優
惠價︰HK$71）等。
而珠寶首飾店如六福珠寶、謝瑞麟、
太子珠寶鐘錶公司、Just Gold及 Pink
Box等均設限時限量精美首飾低至45折

優惠；手袋店如Twist 春夏精選貨品低
至3折及Furla 指定貨品低至6折優惠
等。
同時，場內多間服飾及運動用品店如

Levi's Store凡購買任何正價恤衫即享75
折優惠、Mirabell Florsheim皮鞋以6折
優惠價HK$799發售、Samsonite Ka-
miliant 行李箱–Venda / Mapuna以 5
折起發售及Bauhaus指定貨品低至35折
等。
商場還特別推出「購物至Beauté大
賞」，多份名貴禮品及美容套裝供顧客消
費換領，其中包括價值超過港幣5,000元
的MaBelle鑽飾，價值超過港幣2,000元的
LANEIGE美容套裝、Jurlique 美容套裝、
Elizabeth Arden美容套裝、Bioderma美容
套裝及MAKE UP FOR EVER美容產品
等，顧客只需於場內以電子貨幣消費滿指
定金額，便有機會免費換領尊貴禮品。

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活泉礦物鎖水系列
全天候24小時保濕

文︰雨文

消閒消閒GuideGuide 文、圖︰雨文

法式期間限定店

初夏是遊覽台灣農莊的好時節，在鮮花盛放、碧草如
茵的台灣農莊中感受樸實姿彩的生活，度過好玩難忘的
好時光。台灣觀光協會、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台灣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及台灣民宿聯合總會於今個初夏將寶島的
農莊文化帶到香港，在6月2至3日一連兩天舉行「台
灣好住好玩！農莊民宿節@荷里活廣場」，讓市民在港
也能體驗台灣獨有風情。
其重點推介節目如，於素有「跳舞蘭」美譽的台灣屏

東名產文心蘭等花卉佈置成的「夢幻花園」拍攝區拍照
及贏取紀念品、大玩當地夜市最受歡迎的「套圈圈」攤
位遊戲贏取當造水果及農場伴手禮、欣賞精湛的魔術達
人、氣球表演、樂團獻唱和兒童互動故事唱跳等精彩綜
藝節目、搜羅環島18間優質民宿的最新旅遊與入住資
訊、率先品嚐台灣農
莊以初夏「花」、
「果」及「魚鮮」入
饌的10款解暑美食
及參加「農」情滋味
的「農莊烘焙教室」
等。

台灣農莊民宿節
數數GuideGuide

上水廣場購物感謝祭
文︰雨文

上水廣場送禮

上水廣場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
者送出禮品，禮品為Starbucks
便攜咖啡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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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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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水廣場送禮」，截止日期︰6月
6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首先，旗下的流行品牌「慈雨」以「創造出一塊
布」為概念，設計師追求自然的穿感，潛心鑽研打
造而成的剪裁，與原創布料融合，表現出高完美度的
配搭。設計師認為一塊布是存在的一塊碎片，是由一
條線、一個想法、一個夢想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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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飛日本的廉航眾多，吸引不少港人赴日旅遊，在日本掃貨回港；同時，在香

港的日本品牌也深受歡迎，無論是服裝，甚至是手袋及鞋履，只要是日本品牌，身邊

的朋友都會特別留意。早前，日本女性時裝品牌NorieM Sensounico全新旗艦店進

駐太古城，特別引入幾個地道的日本潮流品牌，提供款式時尚及設計獨特的服飾，讓

你輕鬆配襯出不同造型，展現個性。 文、攝（部分）︰吳綺雯

現時，新舖為香港第四間分店，佔地1,300呎，專
為女士設計出高貴典雅和獨一無二的服飾，品

牌服裝將原創設計和優雅剪栽呈現得細膩無遺。全新
春夏2018系列的矚目單品，包括不規則下擺半身
裙、優質長褲、背心以及外套，糅合日本手工藝元
素，同時推出色彩鮮艷的皮革配飾，如全新雙色銀包
和彩色手袋。而最新系列演繹「日本新生活態度」和
「糅合中西文化」的時尚風格，迎合30歲至50歲極
具獨特個性的時代女性。

UNIQLO早前
宣佈與韓國超人
氣品牌KAKAO
FRIENDS 合 作
推 出 KAKAO
FRIENDS UT系
列，讓一眾粉絲
在今個夏日能與
可愛又幽默的角
色一同度過炎炎夏日。這個系列
包括15款商品，包括10款成人印
花T恤及5款童裝印花T恤，並

將於6月4日於香港及
澳門全線分店上架。

另外，來自迪士尼童話王國的
米奇與米妮今年迎接90周年生
日，Onitsuka Tiger與迪士尼攜手

為這對甜蜜情侶打造夢幻紀念鞋
款系列。今個月，品牌聯乘鞋款
分別以米妮及米奇的代表顏色，
紅色及黑色作基調，融入經典鞋
款MEXICO 66裡。紅白及黑白
色波點圖案令人聯想到米妮的標
誌性頭飾及迷你裙，鞋跟亦印上
米妮的蝴蝶，鞋墊更有米奇的肖
像。另一款則以簡約黑白線條作
設計主題，腳跟位置隱藏了神秘
的米奇耳朵，突顯米奇的活潑形
象。

至於「芽風」則專
注執於一條線、一
種色調、一塊布，以
自由的構思展現出極
具原創性的設計，
重「手染」、「手
繪」與時間、溫度、
氣候等自然環境融
合，孕育出充滿藝術
感的布料，其關鍵元
素 是 「 時 髦 」 、
「捕捉偶然的瞬
間」，在簡潔的設計
之中表現出妙用布料
的趣味，剪裁大膽而
獨特。

追求自然穿感
孕育藝術感布料

同 期 加 映

聯乘系列形象活潑

■慈雨 ■芽風

■■去年的農莊民宿節去年的農莊民宿節@@荷里活荷里活
廣場廣場

■KAKAO FRIENDS UT系列

■■水漾泡泡樂園水漾泡泡樂園

■■活泉礦物鎖水系列活泉礦物鎖水系列

■ Onitsuka Tiger
與迪士尼聯乘系列

■限量版娃娃吊
飾

■ Fragonard 是
一個由家族、香
水及女士產品結
合而成的美麗故
事。

■Les Georgettes，價錢由HK
$580至HK$2,450不等。

■掛滿Servane
Gaxòtte 銀公仔
首飾

■■本地跨媒體創本地跨媒體創
作 人 葉 卓 棠作 人 葉 卓 棠
Moon YipMoon Yip創作創作
了一大型泡泡互了一大型泡泡互
動裝置區域動裝置區域。。

■■以幾何圖案設計以幾何圖案設計。。

■■以圓點以圓點、、間條作為品牌的設計間條作為品牌的設計。。■■充滿藝術感的布料設計充滿藝術感的布料設計。。

■■上衫顏色鮮艷上衫顏色鮮艷，，配淨色闊褲配淨色闊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