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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珊瑚橘色予人一種舒適、溫暖的感覺，全新
2019 VDL × Pantone系列涵蓋多款彩妝產品，以
金黃橘色為基調，令溫暖的橘色調更突出。系列共
推出三款面部的底妝產品，簡單三部曲瞬間打造無
瑕持久的橘色調底妝。
妝前乳一向是品牌的王牌產品，新推出的Velvet

Blur Primer質感光滑乾爽，能重點遮蓋毛孔、消除
油光，打造透亮活力肌膚，並長效不掉妝。而
Primer Miniature Kit則同時提供四款顏色迷你妝前
乳，適合不同的妝容需要及締造不一樣的效果。
做好底妝的功夫已經是成功的一半，然後，可使

用Expert Tone-Up Cushion來均勻膚色，打造更亮
麗妝感，產品同時提供SPF20防曬、亮白、撫平皺
紋三重功效。如要打造活珊瑚橘色的妝容，當然不
少得胭脂，系列新推出的 Expert Color Liquid
Cheek提供三種色調供選擇，全部均為今年大熱的
活珊瑚橘色系，全為液體狀，能營造出水潤透明的
自然妝感，並且容易控制，即使在沒有化妝工具的
情況下也能輕鬆上妝。
底妝完成後， 眼妝和唇妝能突出整個妝容的主

題，今次系列推出一盒共 12色的 Expert Color
Eye Book，當中包括多款今年度流行的大熱色彩，
輕鬆打造奪目珊瑚妝容。為了方便用家，眼影套裝
內附有可用作為打亮及修飾輪廓的顏色，一應俱
全。而唇部妝容是整個妝容最後的步驟，往往也是
最重要的一環，系列的Expert Color Real Fit Vel-
vet唇膏主打珊瑚色調的唇膏色，配合今年依舊大
熱的絲絨質感，瞬間令整個妝容的流行感double
up。
最後，可用上 Expert Radiance Fix Mist 作定

妝， 讓你迷人的珊瑚妝容能維持一整天不脫妝，
並有效地讓肌膚保持滋潤，長期保持於最佳狀態。
而且，由即日起至4月7日，品牌限定推出VDL
Coloring Hong Kong流動活動車，大派Pantone色

系的美味糖果，更
提供 Try on the
Color即時免費上
妝體驗服務，讓你
挑選適合自己的彩
妝。

今時今日網購生意
再不是新鮮事物，日
用品、食物、名牌衣
飾都流行網上採購，
不過若是名貴鑽石首
飾，你又會否夠膽在
網上購買？有人會，
因為能夠用相宜三倍
價錢，買到物超所值
的高質鑽石；30份
以上有出世紙，有
20年質保，郵寄送
貨有買保險，這樣是
否令你信心大增。這
是一個比利時鑽石珠
寶 品 電 商 品 牌
BAUNAT最近在上
海及香港進行拓展業務，他們帶來
一個訊息：亞洲市場網購發展速度
遠勝歐美。

性價比高
BAUNAT品牌創始人Stefaan與

Steven，決定在最受保護以及最傳
統的鑽石珠寶行業，推出一個顛覆
傳統的電商品牌。他們曾在鑽石之
都安特衛普這個舉世矚目的全球鑽
石交易中心打滾多年，與那裡的鑽
石礦老闆都很熟，而不少歐洲品牌
鑽石也同他們同一路貨色。他們能
拿到好品質的鑽石，然後自己找歐
洲設計師設計產品，放上網站供客
人選購，亦設有訂製服務，客人落

訂他們開始製造，兩周後交貨。目
前最多人訂鑽戒。他們產品價值由
九千至無限，也有人會同他們買顆
粒完美鑽石的。睇中屬於第一手入
貨的投資型鑽石，性價比高，比在
拍賣行買更具升值潛力。他們2018
年也在香港開設首家歐洲以外的體
驗店及售後服務部門。顧客可預約
親臨體驗店享受一對一的私密服
務。
品牌創始人Stefaan與Steven除了

經營概念新，管理也新，公司七成
員工都是股東，團隊每人最少識三
種語言。三成人識中文，所以打東
方華人市場有利。他們認為香港、
上海的青年消費群是他們的目標。

他們正與內地一些有信譽
的集團斟合作。BAUNAT
現時銷售網絡覆蓋超過50
個國家，近60%的銷售通
過 官 網 旗 艦 店 www.
baunat.com 和 http://
www.baunatdiamonds.com
完成，剩下40%的銷售通
過體驗店完成。網店有7
種語言服務，顧客可用7
種貨幣購買。

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活珊瑚橘色調
奪目珊瑚妝容

文、圖︰雨文

設計達人設計達人

BAUNAT顛覆傳統經營模式
網購鑽石你敢嗎?

採、攝︰焯羚

■■BAUNATBAUNAT品牌創始人品牌創始人StefaanStefaan與與StevenSteven

■■鑽石飾物在歐洲製造鑽石飾物在歐洲製造，，巴巴
黎鐵塔元素也融入其中黎鐵塔元素也融入其中。。

■■Velvet Blur PrimerVelvet Blur Primer 及及 ExpertExpert
Tone-Up CushionTone-Up Cushion

■■Expert Color Liquid CheekExpert Color Liquid Cheek

■■Expert Color Eye BookExpert Color Eye Book

■■Antonio MarrasAntonio Marras 藍白色條紋綴藍白色條紋綴
蕾絲刺繡短袖襯衫蕾絲刺繡短袖襯衫$$66,,595595、、藍調藍調
立體花卉刺繡半身裙立體花卉刺繡半身裙$$66,,595595。。

■■Orlebar BrownOrlebar Brown在本年在本年
的春夏系列裡添上游泳池的春夏系列裡添上游泳池
和船的圖案和船的圖案，，充滿活力的充滿活力的
色調很耀眼色調很耀眼

讓你振奮的花園派對讓你振奮的花園派對
今年今年，，結合不同時尚品牌的結合不同時尚品牌的The SwankThe Swank春夏系列春夏系列，，將將

給女性帶來永恒簡約主義和花園派對的時尚新驚喜給女性帶來永恒簡約主義和花園派對的時尚新驚喜，，而而

男生則有精緻的歐陸風情男生則有精緻的歐陸風情、、復古運動風潮復古運動風潮、、熱帶風情和熱帶風情和

高端運動科技四種風格高端運動科技四種風格，，滿足大家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滿足大家多元化的生活需求。。

文︰陳儀雯文︰陳儀雯 攝攝：：焯羚焯羚

一向以來，百搭、樸素，簡約主義深受女生歡迎，當中的Brunel-
lo Cucinelli春夏系列，利用原始的元素和白色、淡褐色等自然

色系，打造出沙漠風格、動感活力風格、時尚設計和精湛工藝，讓女
生們穿出自然和諧的感覺，不同面料和鮮明的對比給人一種休閒時尚
感。

大自然賦予的靈魂
顧名思義顧名思義，，花園派對散發着浪漫夏日的花園派對散發着浪漫夏日的
氣息氣息，，往往少不了花卉花裙的大熱單品往往少不了花卉花裙的大熱單品，，
配以薄紗配以薄紗、、絲綢和懷舊典雅花卉的圖案絲綢和懷舊典雅花卉的圖案，，
就像就像Antonio MarrasAntonio Marras以蕾絲嵌花設計出上以蕾絲嵌花設計出上
衣和長裙衣和長裙、、AgnonaAgnona的絲綢布上滿滿都是的絲綢布上滿滿都是
亮麗的雀鳥印花亮麗的雀鳥印花，，還有植物圖案還有植物圖案，，帶着春帶着春
夏清新的感覺夏清新的感覺。。
而而Andrew GnAndrew Gn、、Markus LupferMarkus Lupfer則給女則給女

生一種懷舊生一種懷舊、、浪漫浪漫、、復古的風情復古的風情。。其優雅其優雅
的連身裙和寬闊的手袖都是今年的設計重的連身裙和寬闊的手袖都是今年的設計重
點點，，其中其中Markus LupferMarkus Lupfer布料輕巧布料輕巧，，薄紗薄紗
上印有繁花的圖案上印有繁花的圖案，，非常適合參與夏日派非常適合參與夏日派
對時穿着對時穿着。。
至於至於Ermanno ScervinoErmanno Scervino流露復古的情流露復古的情

懷懷，，以黑白花卉印花設計出中性的西裝以黑白花卉印花設計出中性的西裝，，
它除了給不同風格的女性一個新的選擇它除了給不同風格的女性一個新的選擇，，
還可以配合不同場合的需要還可以配合不同場合的需要，，簡單而不失大體簡單而不失大體。。

就男生來說就男生來說，，很多都崇尚精緻歐陸風情很多都崇尚精緻歐陸風情，，於是於是
KitonKiton和和BelvestBelvest便能滿足他們在時尚感的慾望便能滿足他們在時尚感的慾望。。KitonKiton
設計出顏色鮮明的襯衫設計出顏色鮮明的襯衫，，除了帶出新感覺除了帶出新感覺，，還給西裝還給西裝
和外套重新定義和外套重新定義，，演繹出舒適和休閒紳士風格演繹出舒適和休閒紳士風格。。這種這種
搭配的自由搭配的自由，，讓男士的造型帶來輕鬆一下的氣息讓男士的造型帶來輕鬆一下的氣息，，一一
改過去西裝拘謹改過去西裝拘謹、、嚴肅的形象嚴肅的形象。。
其雙胞胎設計師其雙胞胎設計師MarianoMariano和和Walter De MatteisWalter De Matteis打造打造
出出KNTKNT系列系列（（Kiton New TextureKiton New Texture），），以傳統為基以傳統為基
礎礎，，系列主要以世上最古老和珍貴的纖維之一的海島系列主要以世上最古老和珍貴的纖維之一的海島
棉為紗線棉為紗線，，非常堅韌非常堅韌，，經得起歲月洗禮經得起歲月洗禮，，歷久常新歷久常新。。
布料除了可以用於正裝布料除了可以用於正裝，，還適用於休閒服還適用於休閒服，，對追求美對追求美
學和品質有份堅持學和品質有份堅持。。
而而BelvestBelvest是一直追求質量的意大利製造工藝的經是一直追求質量的意大利製造工藝的經
典典，，且不被預先制定的規則所規範且不被預先制定的規則所規範，，它着重它着重「「liquidliquid
societysociety」」液態社會的特性液態社會的特性，，貫通靈活定和可適應性貫通靈活定和可適應性，，
體現了生活哲學體現了生活哲學，，因而成就出品牌的西裝和外套的完因而成就出品牌的西裝和外套的完
美設計美設計，，刻畫出其富流麗的輪廓刻畫出其富流麗的輪廓。。品牌的核心概念品牌的核心概念
「「JacketintheBoxJacketintheBox」，」，讓男生便於把西裝摺疊放在行讓男生便於把西裝摺疊放在行
李箱或者手提包李箱或者手提包，，即便數小時以後取出它仍能保持沒即便數小時以後取出它仍能保持沒
有褶皺有褶皺。。
至於至於Brunello CucinelliBrunello Cucinelli今年春夏男裝系列今年春夏男裝系列，，靈感來靈感來

自自「「咆哮的二十年代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氛圍的氛圍，，以網球和高爾夫球為以網球和高爾夫球為
針織系列針織系列，，也讓這兩個運動成為圖案的細節也讓這兩個運動成為圖案的細節。。而袖子而袖子
和衣領處的條紋和條帶和衣領處的條紋和條帶，，既有動感既有動感，，也顯出其精緻優也顯出其精緻優
雅雅。。絲綢是絲綢是CornelianiCorneliani春夏系列的主要材質春夏系列的主要材質，，飛行員飛行員
夾克採用水洗絲綢製成夾克採用水洗絲綢製成，，走都市風格的方向走都市風格的方向，，將上世將上世
紀九十年代的外套注入輕盈的感覺紀九十年代的外套注入輕盈的感覺，，印花設計散發夏印花設計散發夏
日和地中海氣息日和地中海氣息，，以鮮花和水果作為靈感來源以鮮花和水果作為靈感來源，，男生男生
也能帶出清新的格調也能帶出清新的格調。。

「「JacketintheBoxJacketintheBox」」
讓西裝方便摺疊讓西裝方便摺疊

運動的風氣正影響着世界，所以也迎來了一波復
古運動風潮。拼色和條紋圖案充斥了今年的熱潮，
讓男生可以同時展現運動和休閒的時尚觸覺。
芙蓉花、棕櫚樹葉、海灘場景和熱帶日落等，

Orlebar Brown加進了英國人對夏日的嚮往，在本
年的春夏系列裡添上游泳池和船的圖案，充滿活力
的色調很耀眼。超輕的You-Can-Swim-In運動鞋有
兩種顏色，無論是散步、漫步海灘還是參加穿上派
對，也能休閒、出色，還有人字拖同樣搶眼，是夏
日出遊的好選擇。

熱帶風情伴隨夏日熱帶風情伴隨夏日

同 期 加 映 文︰雨文圖︰新華社

早前，於法國巴黎舉行了
「高級定製時裝周」，多個品
牌發佈其最新的2019春夏高級
定製時裝，如Balmain、Elie
Saab、 Jean-Paul Gaultier、
Stephane Rolland、Dior、及
Armani Prive等均以模特兒展
示出來，品牌各有特色，有的
以不同布料拼貼一起，有的以
色彩展現，有的則以長裙的不
規則顯示，讓各品牌在時裝周
中非常搶眼。

■■在法國巴黎舉在法國巴黎舉
行的高級定製時行的高級定製時
裝周上裝周上，，模特兒模特兒
展示展示BalmainBalmain 品品
牌牌 20192019 春夏高春夏高
級定製時裝級定製時裝。。

■■Brunello CucinelliBrunello Cucinelli炭灰炭灰
色直間綴鑲珠刺繡純棉混色直間綴鑲珠刺繡純棉混
絲長袖襯衫絲長袖襯衫$$1818,,995995、、熱熱
帶花卉刺繡圖案長紗裙帶花卉刺繡圖案長紗裙
$$1111,,995995。。

■■Andrew GnAndrew Gn 天藍色天藍色
花卉印花圖案領帶設計花卉印花圖案領帶設計
真絲連身裙真絲連身裙 $$1616,,995995

■■On WomanOn Woman：：CopursCopurs白色通花刺繡白色通花刺繡
連身裙連身裙$$77,,995995；；
On ManOn Man：：BelvestBelvest「「JacketintheBoxJacketintheBox」」
藍白格紋雙排扣棉麻外套藍白格紋雙排扣棉麻外套$$1313,,995995

■■全新品牌全新品牌DaweiDawei，，採用簡約利採用簡約利
落的剪裁落的剪裁。。ＯＯn Modelsn Models：：米白色米白色
直間外套直間外套$$1212,,995995、、米白色直間不米白色直間不
對稱對稱AA字裙字裙$$44,,395395。。 攝攝：：雨文雨文

■■Andrew GnAndrew Gn藍白色花藍白色花
卉圖案綴牛仔布口袋刺卉圖案綴牛仔布口袋刺
繡連身裙繡連身裙$$1414,,995995

■■BrioniBrioni灰色格紋西裝灰色格紋西裝
外套外套$$3838,,995995、、灰色人灰色人
字紋西褲字紋西褲$$1111,,995995。。

■■Orlebar BrownOrlebar Brown

■■Elie SaabElie Saab
■■ Jean-PaulJean-Paul
GaultierGaultier

■■Stephane RollandStephane Rolland ■■DiorDior

■■Armani PriveArmani Prive

巴黎高級定製時裝周巴黎高級定製時裝周

■■On Men: CornelianiOn Men: Corneliani春春
夏系列及夏系列及Kiton KNTKiton KNT系列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