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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炎炎盛夏的來臨，
MegaBox 特別邀請了 Peppa
Pig一家及好友們齊集商場開
沙灘派對，由即日起至9月5
日期間，商場設置「Peppa
Pig 開心沙灘派對」大型裝
置，於L5中庭化身夏日必去
的大型沙灘，而Peppa Pig一
家更齊齊出動堆砌出10呎高
Peppa Pig巨型沙雕造型裝置，矚目
全場。Mummy Pig亦安排了露營車
與大家露營及野餐，各位更可登上
Grandpa Pig的 20呎長遊艇，展開
夏日海上之旅。在8月1日，Peppa
Pig 好友 Emily Elephant 及 Pedro
Pony更將會駕駛橡皮艇前來與大家
齊齊玩轉沙灘派對。
加上，顧客可於「Peppa Pig期間
限定店」選購多款Peppa Pig最新玩
具、精品、文具等，部分更有獨家
優惠。而 L9 亦設有「Peppa Pig

MegaBox沙灘玩樂Party」 讓顧客
拍照打卡，還有「Peppa Pig開心動
感照相館」讓顧客拍攝Gif動態圖
製成獨有Peppa Pig主題相片，與朋
友開心Share。同時，商場也特意
推出了Peppa Pig禮品換領，於活動
期間消費滿指定金額或憑指定
Mega Club積分即可換領MegaBox
聯乘Peppa Pig限量A4文件夾及多
款Peppa Pig精選禮品，如沙灘波、
4支沙灘玩具連吹波水套裝或長身/
短身水樽。

日 前 ，
在法國巴黎
高級定製時
裝周上，模
特兒展示
Shiaparelli
品 牌 的
2019/20 秋
冬新品。

日本人氣美妝品牌UTENA旗下奢
華護膚系列Premium Puresa，是專為
乾燥缺水的粗糙肌膚而設，除了口碑
載譽的皇牌黃金啫喱面膜外，今年更
推出兩款全新EX美白透肌面膜及EX整肌修
護面膜，以黃金比例添加具針對性功效的美
容液成分及六大植物萃取美容精油。兩款面
膜分別針對「暗啞、色斑」或「乾燥、粗

糙」的肌膚，前者
含高效藥用美白成
分傳明酸，特別針
對暗啞及膚色不均

的肌膚；後者則糅合3種高效保濕成分神經
醯胺，特別針對乾燥及受損肌膚，改善肌膚
問題，打造白晳透亮、滋潤水嫩的健康膚
質。

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韓國高機能美肌
全方位護膚系列

來自韓國
的高機能美
肌保養專家
Xperology，
帶來全方位
護膚解決方
案，由內至
外強化肌膚
屏障，包羅
了一系列護
膚產品，如

溫和潔面泡沫凝膠、奇蹟噴霧肌底精華、注
氧嫩肌導入液、輕透修護氣墊粉餅、極致防
護蜜粉、超保濕緊緻面膜、超保濕提亮面膜
及四效合一抗菌護理噴霧等。
例如，溫和潔面泡沫凝膠，一款在韓國經
測試為有效洗淨有害空氣懸浮物的潔面產
品，潔面時不會帶走肌膚原有水分，潔面後

令肌膚嫩滑不緊繃，由凝膠轉泡沬（Gel To
F oam）質感，高補濕度同時有效清潔，促
進角質更新，強化肌膚屏障，維持肌膚含水
量，令肌膚回復柔軟光滑有彈性，同時形成
肌膚保護屏障，全方位清潔保護肌膚。
另外，隨着年齡增長、生活不規律、飲食習

慣不佳等影響，膚色不均、色素和氧化損傷問
題亦日益嚴重。其超保濕提亮面膜，以四大主
要成分，當中大、中、小三種分子量的透明
質酸互相結合，為肌膚的表層、真皮層及深
層分別補充不同的營養，能深入快速與細胞
發生水合作用，重整肌膚紋路，保持細胞的
活力，長效保濕。在敷面膜前先徹底清潔，
擦上化妝水，然後將面膜取出，小心移除面
膜背面的保護膜，再打開面膜敷貼全臉，輕輕
按壓將其緊貼臉部，待15至20分鐘後取下，
以手按摩臉部片刻，讓剩餘的精華被肌膚完全
吸收，使肌膚回復健康透亮膚質。

■■溫和潔面泡沫凝膠溫和潔面泡沫凝膠

文︰雨文

全新EX面膜
打造健康膚質

着數着數GuideGuide Peppa Pig MegaBox開心沙灘派對文︰雨文

MegaBox 夏日送禮

MegaBox 特 別
為香港文匯報讀者
送出夏日禮品，禮
品為Peppa Pig 沙
灘波及4支沙灘玩
具連吹波水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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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Box 夏 日
送禮」，截止日
期︰7月17日，先
到先得，送完即
止。

型男淑女型男淑女

巴黎高級定製時裝周巴黎高級定製時裝周
文、圖︰新華社

Monogram向來感覺
沉實兼靜止不變，但
LONGCHAMP 的
LGP字母顯然充滿活
力，9個跳脫的字母打
破常規，恍如一場縱橫
交錯的人生遊戲。
LGP Monogram 系列
融合幾何圖案和都市文化，其結構靈感啟發自Bauhaus
藝術，但視覺效果卻有如Andy Warhol的作品般奪目，
正正與品牌充滿趣味及時尚的現代風格相呼應。
LGP系列首度於紐約時裝周亮相，其縱橫交錯的街道

亦是LGP系列的靈感來源之一，鮮明的LGP字母貫穿
整個系列的手袋、配飾及服裝的印花上，將率性的街頭
風格融入中性設計中。同時，品牌的兩大經典手袋款式
亦加入LGP元素，分別為Le Pliage LGP及Le Pliage
Cuir LGP，如Le Pliage手袋的尼龍布料上滿載LGP的
幾何圖案，除了既有的Tote Bag及旅行袋外，系列還
包括時尚必備的背包、腰包及風格多變的小皮袋。
至於配飾及服裝方面，LGP的動感亦以不同方式呈
現，如採用潛水布料或針織的Slip-on波鞋款，巧妙運
用 黑 色 皮 革 ， 在 鞋 邊 分 別 繡 上 「Long」 及
「Champ」，而鞋底更印有熒光色的LONGCHAMP
奔馬圖案，實屬Logo愛好者的不二之選。這嶄新的
LGP Monogram圖案系列，融合幾何圖案和都市文化，
成為跨越世界的語言，展現出獨有風格及活力與摩登的
一面。

一向以來，Monogram都深受不少潮人喜

歡，尤其是以字體、幾何圖案等合併而成，

隱約展現品牌的標誌，突出字體玩味的設

計。今個夏季，不少服裝品牌與卡通聯乘，

當中亦有融入塗鴉字體的元素，將他們獨有

的創作特色融入時裝及手袋系列中，在時尚

的造型上添一份趣味感。

文、攝（部分）︰雨文

夏季是出遊的
好時節，有什麼比
在陽光充沛的夏日
盡情放鬆及享受自
由更好呢？多款色
彩豐富的配飾系列
讓你以不同風格，
配襯夏日出遊服
飾，為你夏日出遊造型增添時尚感。
例如，Folli Follie充滿藝術氣息的腰果花

和極富韻律的線性圖案，總是令人心動，其
Desire Drops首飾系列帶來魅力迷人的奪目
首飾，各款長短頸鍊、手鐲、耳環及戒指也
綴以旋渦圖案，更披上各種時尚配色，為夏
日造型添注瑰麗光芒。
而Links of London全新Orbs系列，明亮

的圓形淡水珍珠襯以幾何圖形和線條的設
計，為充滿優雅魅力的淡水珍珠帶來全新的
時尚美感。每件首飾均與現代哥特式鐵藝製
品上的自然線條互相呼應，以輕盈而堅固的

純銀打造而成。系列整齊排
列不同大小的珍珠，以
喚起女性的堅定和自
信；而首飾上大小不
同的珍珠，亦與照片
中幾何角度結構的背
景互相映襯。

向來以塗鴉等元素作主打的I.T旗下的原創
品牌FIVE CM，一直與各個志同道合的單位
推出聯乘系列，在今個盛夏，FIVE CM就和
The Simpsons攜手合作，推出一系列色彩奪目
的T恤單品，運用哥哥霸子的頭像作主軸貫穿
整個系列，並加入媽媽美枝作點綴。
而且，在系列中亦不難發現品牌拿手的玩味

字體設計及標語細節，設計師以黃、紫、熒光
粉紅等作為主色調，配上彩虹色印花，為
系列增添不少夏日氣氛。不論是戴着骷
髏面具的霸子、滿身紋身的霸子、以
標語拼湊出來的霸子頭像或是仿女皇
頭的美枝，皆鮮明地注入了品牌的
DNA，讓卡通T恤瞬間變得帥氣，
同時突顯中性化的造型。

夏飾配搭出遊服裝

同 期 加 映

玩味字體設計
夏日趣味聯乘

充滿活力的幾何圖案

今個夏季，:CHOCOOLATE 首度與
MARIE推出聯乘系列，以她既可愛又優美
的時尚形象，推出一系列充滿少女心的聯乘
單品，除了用上品牌一貫的黑色、白色及
灰色為主色調外，還加入大量粉色元
素 ，以MARIE身上的粉紅色與湖水
藍色，加上經典的蝴蝶結作點綴，打
造出一個活潑可愛的夏季系列。
設計師融合美式復古文化，把MA-

RIE化身雜誌FASHION ICON設計出
多款圖案印花TEE、CROP TEE、連
身裙及配飾小物，系列推介配上織布
章的MARIE ALL OVER PRINT 印
花圖案TEE、仿效美式雜誌封面的
MARIE印花圖案連身裙、MARIE恍
如從口袋中爬出的印花間條POCKET
TEE，玩味十足。在配飾小物方面，系
列備有立體MARIE大頭造型手袋，搶

眼可愛，為夏日時尚造型增添
少女味。

充滿少女心的貓造型

以塗鴉設計
的霸子頭

■■LONGCHAMPLONGCHAMP充滿活力的充滿活力的
LGP MonogramLGP Monogram圖案圖案，，將率性將率性
的街頭風格融入中性設計中的街頭風格融入中性設計中。。

■■設計師融合美式復設計師融合美式復
古文化古文化，，把把 MARIEMARIE
化身雜誌化身雜誌 FASHIONFASHION
ICONICON。。

■■LGPLGP字母貫字母貫
穿整個系列的穿整個系列的
服裝及手袋服裝及手袋

■■以紅色以紅色MonogramMonogram拼貼而拼貼而
成成

■■設計師巧妙運用黑色皮革設計師巧妙運用黑色皮革，，在手袋及鞋履繡上在手袋及鞋履繡上
「「LongLong」」及及「「ChampChamp」。」。

■■ MARIE COLLECTIONMARIE COLLECTION
BY :CHOCOOLATEBY :CHOCOOLATE 聯乘聯乘
系列系列，，MARIEMARIE 以以 MonoMono--
gramgram設計設計。。

■■以標語拼湊出以標語拼湊出
來的霸子頭像來的霸子頭像

■■戴着骷髏面具戴着骷髏面具
的霸子的霸子TEETEE

■■Links of LondonLinks of London全新全新OrbsOrbs系列系列

■■超保濕提亮面膜超保濕提亮面膜

■■全新全新EXEX美白美白
透肌面膜及透肌面膜及 EXEX
整肌修護面膜整肌修護面膜

■■Folli Follie DesireFolli Follie Desire
DropsDrops首飾系列首飾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