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超級城母親節送禮

大埔超級城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母
親節禮品，禮品為「新地．摯愛媽咪獻禮」
（包括英國鬆餅豪華什錦大禮盒及紅酒），
名額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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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埔超級城母親
節送禮」，截
止日期︰5月
15 日，先到
先得，送完即
止。

apm 母親節送禮

apm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母親節禮
品，禮品為「紙」愛膠帶藝術禮包（包括
Amino Acid手作美容皂、高枕無憂花茶及
Roselle Wine洛神蘋果酒），名額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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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節送禮」，截止日
期︰5月15日，先
到先得，送完即
止。

世貿中心母親節送禮

世貿中心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母親
節禮品，禮品為Frantz草莓松露紅莓朱古力
90g粉紅色盒乙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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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中心母親節送禮」，

截止日期︰5月
15 日，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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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鴻基地
產（簡稱新
地）旗下商
場WTC 世
貿中心呈獻
「 花 之 頌
讚」及「密
密食」推廣
活動，以花
藝庭園為主題，於中庭設巨型「花之心門」，以
海量花卉拼出心形拱門，顧客可與摯愛攜手走進
拱門，寓意把愛意放進對方心扉，捉緊浪漫一
瞬。中庭另一邊是2米高的巨型IG相框，配合
2.5米高的花牆為背景，構圖如身置花海園林，
是銅鑼灣IG打卡熱點。

母親節將至，為表孝意，很多人都
會絞盡腦汁挑選一份最適合至親的禮
物，要令母親持續健康、美態才是首
要條件。守護媽媽的身心健康，同時
令她再現神采，就是寵愛她的第一
步。
例如，RejunBio佰瑞健推出抗衰老
產 品 R-Cell， 其 蘊 含 六 大 專 利 成 分 如
NADH、白藜蘆醇、松樹醇、敏脈多酚、輔
酶Q10及沛心PQQ等，從人體細胞入手，為
肌膚、腦部、心臟、眼睛、心血管、肝臟及骨
骼等身體各部分進行全面修復及提升。當中蘊
含零污染的白藜蘆醇，有效改善皮膚保濕度
和彈性，同時減淡皺紋，而從新西蘭天然松樹

樹皮當中提取而成的松樹醇還可強化視力。
FOREO趁母親節推出5月限定優惠，由即

日起至5月31日，到連卡佛專櫃購物即可享
受兩大優惠：凡購買 LUNA 2 即可獲贈
LUNA play一部，另外購買FOREO UFO將
會獲贈FOERO日夜面膜各三盒，全面踢走
倦容。

■■R-CellR-Cell

數數GuideGuide

世貿中心「花之頌讚」

apm「紙」愛膠帶藝術
新鴻基地

產（簡稱新
地）旗艦商
場 apm 特別
舉辦「紙」
愛膠帶藝術
展，注入文
青界熱捧的紙膠帶手作概念，加上不同的心心大
型藝術裝置，帶大家遊歷5大「紙」愛膠帶主題
區，讓大家既可於充滿拼貼創意的藝術部屋內拍
照一番，成為文青及潮人們的打卡selfie熱點。
商場中特別打造5米高的拼貼藝術部屋，全屋鋪
天蓋地以膠帶拼貼，屋頂掛滿大大小小的拼貼波
波紙燈，配以牆身一卷卷點綴的紙膠帶「牆
紙」，營造色彩繽紛的視覺效果。

大埔超級城
「初夏花漾祭」

臨近母
親節，新
鴻基地產
（新地）
旗下商場
大埔超級
城、元朗
廣場及新
翠商場特別舉辦「新地．摯愛媽咪獻禮」推廣活
動，帶來眾媽媽喜愛的夢幻花園打卡場景，例如
在大埔超級城的「初夏花漾祭」，特意把1500
呎場地化身互動粉色夢幻花園，帶媽媽遊走三大
夢幻打卡熱點，如10呎高的彩花互動藝術裝
置，彩花不時自動開合；再走進8呎高的巨型澆
花壺玻璃鏡房內，欣賞色彩繽紛的花漾圖案，透
過鏡面反射出花花世界。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媽媽護膚有法
文、圖（部分）︰雨文

由即日起至 5
月26日，海港城
舉 辦 「Beauty
Bloom」，特別
邀請來自日本沖
繩的手造紙花藝
術家國吉滿先
生，打造打卡熱點「花香遊藝
園」，大家可盡情拍照之餘亦
可於「Fragrance Bar」任試 50
多款品牌香水，並在社交媒體
分 享 你 的 「Blooming
Moments」，免費換領精美禮
品。並且，如於活動期間在商

場購買任何玻璃瓶身的香水，
即可專享免費香水瓶刻名服
務。同時，於每個周末亦開設
「Beauty Bloom Salon」，邀請
不同美容品牌舉辦以花及香水
為主題的工作坊，大家可於網
上免費預約。

Beauty BloomBeauty Bloom■■FOREOFOREO限定優惠限定優惠

母親母親節節「「有禮有禮」」
打造潮媽形象打造潮媽形象

適逢母親節，
Tiffany & Co.由即
日起至5月30日在
銅鑼灣專門店展出
Return to Tiffany
典藏系列，當中特
別推出Return to Tiffany Love
Bugs系列，重新演繹Return to
Tiffany系列的經典元素，建構洋
溢盎然生機和繽紛色彩的絢麗世
界，塑造琳琅滿目的主題圖案，
體現 Tiffany 熱愛大自然的精
髓。系列中的作品以都會花園為
靈感，如奪目的蝴蝶、花卉、雀
鳥或甲蟲造型充滿奇趣。
Atelier Swarovski特別攜手西
班牙影后彭妮露古絲為所有母
親甄選閃耀之禮，從浩瀚宇宙
汲取靈感的全新MoonSun 系
列，摘天上星辰傳情達意，回
饋母愛悠悠，細膩綿長。系列

從閃亮銀河汲取靈感，以銀河
中閃耀的五角星造型為特色，
呈現銀色和玫瑰金色兩種選
擇。
峇里島高級手工珠寶設計師

John Hardy則特別精選一系列蘊
藏大自然澎湃力量的珠寶首飾，
仔細鑲嵌散發自然美態和原始力
量的絢麗寶石。從石榴石、紫水
晶、海藍寶石、祖母綠、月亮
石，以至紅寶石、橄欖石、藍寶
石、粉紅電氣石、黃水晶、藍黃
晶、黑色藍寶石和鑽石，每種皆
有其特別含義。
英皇珠寶亦精心挑選「Mini

Me」親子珠寶系列，以熊貓、
長頸鹿、小狗、貓咪與熊啤啤的
神態設計出不同造型，並以此創
作出媽媽版及寶寶版的鑽飾。
THOMAS SABO 特意推荐

多款精緻的 2019 春夏系列首
飾，色彩繽紛、閃爍天然的礦

石，配以幻彩流光的純正鮑魚
珍珠貝母裝飾，以嶄新與傳統
精細的工藝，為時尚獨特的母
親們點綴今季的造型。
Folli Follie更特別推出Bloom

Bliss母親節限定首飾系列，系列
緊貼春季潮流，帶來兩款精緻
的雛菊頸鏈（中及細碼），一
款以鍍玫瑰金精鋼打製，中間
添上淺紫色搪瓷圓點裝飾，另
一款則以淺紫色搪瓷全面覆
蓋，精美的設計相互輝映，演
繹時尚風格。
另外，Links of London除挑

選了一系列的精緻飾品，亦特
別於5月11日在海港城專門店
舉辦限定母親節活動，購買任
何產品可獲贈Sabon精緻手工香
皂乙包；購買正價貨品滿HK
$3,500，更可獲贈Peardrops系
列純銀頸鏈乙條（價值 HK
$2,000）。

母親節將至，藉這個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ETRO為你精心挑選多款母親節單品，如質地
上乘的真絲印花衫，在給母親帶來一絲溫暖的
同時，也是出行搭配的亮點。這款真絲印花長
衫亦是春季不可缺少的單品，品牌獨有的佩斯
里花紋在陽光中閃耀，如陽光灑在輕紗之上。
英國馬莎Marks & Spencer（M&S）齊集了
各式各樣的時尚精選禮品，如吸睛的飾物配
件、舒適的家居服和怡人的香水系列等，如果
你的媽媽特別享受在家的時光，不妨送她一套

舒適別致的家居服套
裝。M&S的家居服
不但品質與設計並
重，而且款式多樣，
由 one-piece 的睡衣
裙、背心款式的家居服套裝到緞質睡衣等，切合
媽媽的不同喜好。而今季的家居服和睡衣更備有
漂亮的花卉和蝴蝶圖案等選擇，顏色柔和悅目，
讓媽媽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每個早上。

今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了今個星期日就是母親節了，，飲茶飲茶、、吃晚飯吃晚飯、、送送

康乃馨……幾乎成為母親節的指定動作康乃馨……幾乎成為母親節的指定動作。。或許你或許你

跟我一樣跟我一樣，，從來沒有對媽媽說過什麼感謝的話從來沒有對媽媽說過什麼感謝的話，，

但她無微不至的照顧但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日夜操心的勞累日夜操心的勞累，，我們都我們都

看在眼裡看在眼裡，，只是愛在心裡口難開只是愛在心裡口難開。。不如趁一年不如趁一年

一度溫馨的母親節一度溫馨的母親節，，為媽媽送上一份驚喜的禮物為媽媽送上一份驚喜的禮物

吧吧，，為她扮靚靚為她扮靚靚，，打造潮媽形象打造潮媽形象，，希望她生活得希望她生活得

更健康快樂更健康快樂！！ 文文、、攝攝（（部分部分））︰雨文︰雨文

時尚的穿戴

在這個溫馨的
日子裡，為母親
獻上一枚賞心悅
目的腕錶，展現
她由內至外的優
雅態度，並讓她
感受到我們衷心
的謝意和關懷。今個母親
節，LONGINES特別精心
挑選三款女裝腕錶，以彰
顯每位母親與別不同的優
雅氣質。例如，DolceVita
腕錶系列設計靈感來自意
大利「La Dolce Vita」的
寫意人生，玫瑰金款式和
長方形的錶殼，帶出上世
紀30年代的復古味道。
而 Swatch 則全新推出

2019母親節特別款FIORE
DI MAGGIO腕錶，配精
美的日暉紋錶盤，其間盛
開的典雅花朵對應不同

時刻，並印有粉紅芙蓉花
的矽膠錶帶輕柔依偎在她
的腕間，顯得分外靈動。

愛飾表親恩

配袋襯時裝

腕錶的幸福腕錶的幸福

和家人出門時，細心的
媽媽總是帶上各種小物件
照顧一家所需，故送她一
個時尚又實用的手袋就最
適合不過，讓媽媽輕易打
造潮流造型。例如，M&S
深藍色斜肩袋以對比色的
間條肩帶和袋扣以仿竹枝
的細節增添型格元素，闊
肩帶可減輕肩膊負擔。
ETRO經典的 Arnica 花

紋製成的手袋更顯高貴，
其時尚的手拿袋或大容量

肩背手提袋等都是送給母
親的不錯選擇。
而 Cath Kidston 一系列

時尚的新款織帶手提包及
斜孭袋，設計採用了優質
飾邊和別致的金屬配件，
多款經典花卉圖案亦是另
一好選擇，如 Brampton
Bunch、Dulwich Sprig及充
滿夏季特色的水果印花
Cherry & Wild Strawberry
等。

■■Marks & SpencerMarks & Spencer
碎花圖案睡衣裙碎花圖案睡衣裙

■■John HardyJohn Hardy珠寶首飾珠寶首飾

■■Cath KidstonCath Kidston新款織帶手提包新款織帶手提包

■■ETROETRO真絲印花長衫真絲印花長衫

■■彭妮露古絲示彭妮露古絲示
範 的 是範 的 是 AtelierAtelier
SwarovskiSwarovski
MoonSunMoonSun系列系列

■■Return to Tiffany Love BugsReturn to Tiffany Love Bugs系列系列

■■Bloom BlissBloom Bliss 母親母親
節限定首飾系列節限定首飾系列

■■PeardropsPeardrops系列系列

■■LonginesLongines精選三款精選三款
女裝腕錶女裝腕錶

■■M&SM&S蝴蝶印花圖案蝴蝶印花圖案
家居服家居服

■■ETROETRO手袋手袋

■■ Swatch FIORE DISwatch FIORE DI
MAGGIOMAGGIO腕錶腕錶

■■M&SM&S深藍色斜肩袋深藍色斜肩袋

■■THOMAS SABOTHOMAS SABO春夏系列春夏系列

■■英皇珠寶親子珠寶系列英皇珠寶親子珠寶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