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色匯夏日送禮

千色匯特別
為香港文匯報讀
者送出夏日禮
品，禮品為簡約
家用收納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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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色匯夏日送禮」，截止日期︰7月31
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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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暑假，正義聯盟於香港設立分區基地，
召集大小朋友加入戰隊一起捍衛和平！人氣正
義聯盟6大角色，包括超人、蝙蝠俠、小丑、
神奇女俠、閃電俠聯同首次登陸香港的水行俠
及超人火箭，由即日起至9月1日期間現身皇
室堡，並於地下中庭打造至萌好玩的超級英雄
基地，召集各位齊齊加入「夏日小英雄聯
『萌』」，一齊探索六大打卡場景及挑戰兩大
互動遊戲區，接受訓練成為正義聯盟新戰力！
同時，商場亦為大家準備了2大正義聯盟小
英雄法寶道具︰「正義聯盟『棋』趣套裝」及
「正義聯盟彈彈筆」，大家只須於皇室堡消費
滿指定金額或WINDSOR CLUB會員憑指定
積分便可免費換領。大家若想感受超級英雄的
正義能量，亦可鎖定指定日子參加「正義聯盟
見面會」活動，近距離與超人、神奇女俠、蝙
蝠俠及閃電俠見面兼合照留念啦。

在節奏快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壓力的確會更容易令
我們的身體敲響警鐘。在近年健康意識抬頭的風氣盛行
之下，很多重視養生的人士開始關注健康節目或養生書
籍等，而「超級水果」就成為了他們的養生首選。作為
婕斯（Jeunesse）醫學科研顧問和著名抗衰老學者，
Dr. Vincent Giampapa一直以來專注於以營養科學對抗
衰老，分析為什麼超級水果的營養價值會被其他水果的
營養還要更豐富。
相信大家都知道，所有水果都含有豐富維他命和礦物

質。然而， 為什麼水果還分「超級」和「普通」呢？
因為超級水果有基礎的科學研究成果，而其中的營養成
分和抗氧化都優於其他種類的水果。而「抗氧化」這三
個字時常出現，要了解抗氧化在我們身體中如何運作，
就要首先了解自由基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Dr. Giampapa表示，根據科學界多年的研究成果顯

示，人之所以會衰老、肌膚失去光澤彈性，主要是體內
產生過多的自由基。人體內的自由基有兩個來源；第一
是來自環境，如環境污染、吸煙酗酒、壓力等，都會直
接導致人體內產生過多的自由基。第二是來自體內細胞
新陳代謝過程產生的自由基。年輕時身體製造抗氧化物
和消除自由基的能力良好，體內自由基數目存在於平衡
狀態。
為此，Dr. Giampapa為大家介紹一些日常所見的超

級水果，如藍莓、巴西紫莓、紅石榴及葡萄等。例如，
藍莓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列為人類五大健康食品之
一，含有豐富抗氧化物 （多酚類、花青素、白藜蘆醇
等），能提高免疫力、抗衰老、促進心血管健康、有益
視力等。小小水果能量極大，絕對是你日常促進抗氧化
能力的No. 1選擇。

這些水果含有強大抗氧化劑，
絕對是你的養生保健首選。倘若
因實際環境不可能達到香港衛生
署建議每日的蔬果攝取量（兩
份水果三份蔬菜），又或者生活
長期處於自由基高產量的環境
中，不妨考慮服用預先包裝的抗
氧化配方，讓身體擁有活力及維
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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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堡皇室堡「「夏日小英雄聯夏日小英雄聯『『萌萌』」』」
文︰雨文

千色匯千色匯「「韓韓CUPCUP『『港港』』潮藝潮藝」」

今年夏天，來自韓國的藝術家Soo Min Kim將發
揮其小宇宙，把我們每天喝完便棄掉的咖啡紙杯當作
畫布創作。荃灣千色匯及元朗千色匯邀請到這位創意
無限的逗趣OPPA帶同他的紙雕插畫杯藝作品到訪香
港，並由即日起至9月1日期間把杯子以1:18的比例
打造成「巨型韓港『CUP STREET』」和「夏日潮
『CUP』野餐」兩大主題裝置，讓大家可以與OPPA
畫中的自己暢遊打卡。
而且，活動期間更首次於商場內展出其海外個人藝

術展，除了帶來經典美人魚作品外，亦特意創作了香
港本地吃喝玩樂情懷系列的咖啡杯，呈現他對香港的
第一印象，並首次以本地的茶啡杯加入韓國生活文化
去創作，大玩兩地藝術元素融合。另外，只需即日以
電子消費滿指定金額更可換領創意工作坊入場證乙
張，在導師指導下可DIY紙杯手機擴音器或環保杯
套，教育小朋友升級再造的理念，共同體驗環保生
活，家庭的親子體驗從此有意義和充滿歡樂。

□ 正 義 聯 盟
「棋」趣套裝

皇室堡夏日送禮皇室堡夏日送禮

皇室堡特別為香港文匯皇室堡特別為香港文匯
報讀者送出夏日禮品報讀者送出夏日禮品，，禮禮
品為正義聯盟品為正義聯盟「「棋棋」」趣套趣套
裝或正義聯盟投影電筒裝或正義聯盟投影電筒，，
名額各名額各1515位位。。如有興趣如有興趣
的讀者的讀者，，請選取喜愛禮請選取喜愛禮
品品，，並剪下此文匯報印花並剪下此文匯報印花，，貼於貼於
信封背面信封背面，，連同連同HK$HK$1010郵資的郵資的
AA44回郵公文袋回郵公文袋，，郵寄至香港仔郵寄至香港仔
田灣海旁道田灣海旁道77號興偉中心號興偉中心33樓副樓副
刊時尚版收刊時尚版收，，封面請註明封面請註明「「皇室皇室
堡夏日送禮堡夏日送禮」，」，截止日期︰截止日期︰77月月
3131日日，，先到先得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正義聯盟投
影電筒

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從「身」開始抗衰老
兩步去角質滋潤保濕
每天早晚，

你都離不開各式
面膜、精華及面
霜，本以為密集
式面部護理，已
經可以隱藏年齡
秘密，但原來關鍵在細節，不覺意露出來的身體肌膚，
原來就是顯老的元兇。雙手的粗糙紋理、雙腳的暗沉膚
色與頸部的「年輪」都在透露你的年紀，身體肌膚抗衰
老才是凍齡的關鍵。
源自意大利羅馬皇室的尊貴護膚品牌BORGHESE準

備了一套擊退肌膚身體老化的護理方案，只需簡單2
步：去角質、滋潤保濕為身體肌膚增加水分、提升彈性
與光澤，全面抗衰老。除了身體護理外，亦不能忘記呵
護面部幼嫩肌膚，塗上防曬潤膚露SPF15，防禦紫外
線，減少對肌膚細胞的傷害，延緩衰老，不論面部或身
體都時刻綻放年輕神采，容光煥發。
例如，清爽甜糖身體磨砂膏（HK$350）以有機黃糖

喚醒全身細胞再生，去除身體的暗啞角質，均勻並提亮
膚色，滋潤身體每一寸肌膚，延緩衰老。只要塗於潔淨
濕潤的肌膚上，循環打圈按摩，再用溫水清洗，可緩解
乾燥肌膚。
而天然草本身體滋潤乳霜（HK$390）質地豐盈細

滑，於肌膚表面形成鎖水屏障，猶如為全身肌膚披上隱
形水分斗篷，注入源源不絕的水分，肌膚變得柔滑細
緻，並撫平細紋，適合所有膚質使用。每天沐浴後或每
當肌膚感覺乾燥時，將天然草本身體滋潤乳霜均勻塗抹
全身，更可於手肘或膝蓋等特別乾燥位置作加強護理。

文、圖︰雨文

營養科學對抗衰老
讓你健康由內而生

今年，BOSS特別推出全新七夕限定
系列，以優雅別致的情侶款式呈現品牌
經典設計，顏色上分別選擇了體現女士
浪漫純潔的粉紅、白與淺灰，以及象徵
男士低調沉穩的黑、灰與紅兩組配色，
包含男女手拿包、斜揹腰包與鞋履共六
款單品。沿襲品牌經典風格，代表HU-

GO BOSS的「HB」Monogram 專屬
印花飾於玫瑰粉與深灰皮革上；設計
師更匠心獨運地於內襯的皮革飾袋與
鞋履內墊上勾畫出手繪的紅色心形圖
案，甜蜜趣味躍然於優雅的設計中，
繪出濃濃愛意的同時，亦表達了中國
人情感中的含蓄與內斂。

七夕七夕情人節情人節系列系列
還記得你們熱戀時的動人時刻嗎？傳說牛郎織女每年只能在七夕相

見，每個人的愛情模式雖各有不同，但總需細心經營及不時製造小驚

喜來維持甜蜜感。下個月就是七夕節，一向以來，筆者沒有聽過有品牌

特別為這個節日推出特定系列，但今年卻發現有不少品牌都為這個節

日推出限定系列，包羅了時裝、手袋、鞋履、首飾，讓大家於七夕

情人節打造一個浪漫甜蜜的造型。 文、攝（部分）︰雨文

Longchamp的經典款式Le Pli-
age Cuir小羊皮摺疊手袋及背包
將推出粉紅色版本，摺疊手袋款
式備有 2 個尺寸選擇，黑及白色
的真皮LGP字母縫紉在柔軟輕盈
的皮革上並配搭粗肩帶，甜美型
格兼備，為大家帶來一個活力動
感的七夕佳節。
以愛之名精心設計 ， MCM七

夕情人節Love Patch系列手袋，
專屬七夕的甜美粉
色，營造七夕心動氣
氛；品牌經典干邑
色，象徵感情雋永深
刻，結合充滿愛意的
刺繡，甜蜜演繹Patri-
cia手袋款，訴說節日
浪漫情懷，將戀愛趣
味與經典奢華詮釋。

BVLGARI特別推出七夕限量版
系列，包括兩款粉紅禮盒套裝及
Divas' Dream 七夕限量版頸鏈。
例如，Serpenti Forever手袋系列
特別推出兩款全新 Serpenti in
Love七夕限量版禮盒套裝，其Ser-
penti Diamond Blast 肩包採用粉紅
色小牛皮製成，搭配三鏈裝飾。

Swarovski帶來全新七夕情人節系列——
「愛的雙重奏」，充滿誠意的設計演奏出一
曲精妙絕倫的主旋律，通過一系列富有設計
感的首飾、手錶和配飾，展現出女人的多重
魅力。全新七夕情人節系列，由兩大亮眼的
系 列 ——「BEE A QUEEN」 與 「MY
HERO」共同組成的七夕情人節系列，以生
動而細膩的手法詮釋了女性在愛情中既可以
成為自信獨立的「大女人」，又擁有甜美可
愛「小女人」的一面，展現愛的雙重奏，在
璀璨光芒的照耀下展現出女性在愛情中的真
實姿態，助力女性活出自信、活出自我。

為慶祝日本傳統「五節句」之
一——七夕的到臨，45R推出當
季歲時記限定系列，於日本京都
透過匠人之手作染色及拔染工
序，將品牌標誌糅合七夕字樣的
圖案呈現於亞麻製T恤上，藍染
風的設計散發專屬45R的清新夏
日氣息。

今年七夕，瑞士配飾品牌BALLY推
出別注系列，為她和他設計以情人為題
的袋款，系列的經典紅白配色取材自季
度Swiss Hearts圖案，為情人表達綿綿
愛意。「XX, Bally」向情人送上親
吻，手寫風格令人聯想到來自愛人的短
箋。心形圖案化作金色黃銅標牌，點綴
Syral 萬用袋及 Swirl 相機袋，備有兩款配色。而
Chlea水桶袋則採用對比強烈的白色皮革襯裡，飾以
Swiss Heart皮革吊飾。經典女裝休閒運動鞋Wivian
換上新圖案及迷你紅色搪瓷Swiss Hearts綁帶吊飾。
品牌亦為男士呈獻Asher運動鞋，注入以丘比特為靈
感的度假氣息。

Valentino LOVE七夕限定系列，靈感來自表達Val-
entino對愛最純粹的肯定和渴望。「V」標誌是一個品
牌標誌，同時也是組成「LOVE」這個字的重要一環。
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所愛的人挑選Valentino LOVE單
品，獨特的標誌設計不但隱藏愛的密語，同時將想要
傳遞的真實情感和品牌經典的「V」標誌聯繫起來，化
成一種嶄新的時尚記號。系列包括紅、黑、白三種顏色
的男女成衣和多種配飾，每件單品均印有獨特的
「LOVE」愛的記號。這些衣櫥必備單品，如T恤和連
帽衫、Valentino Garavani BOUNCE系列運動鞋以及
Valentino Garavani VRING手袋以現代風格被重新演
繹。

打造浪漫甜蜜造型

「HB」專屬印花 優雅設計

「「VV」」品牌標誌品牌標誌 時尚記號時尚記號

丘比特靈感丘比特靈感 度假氣息度假氣息

糅合七夕字樣 清新氣息

兩大亮眼系列 愛雙重奏

經典限量款式 奢華搭配

■■Valentino LOVEValentino LOVE七夕限定系列七夕限定系列 ■■BOSSBOSS七夕限定系列七夕限定系列

■■BALLYBALLY別注系別注系
列列，，以情人為題以情人為題
的袋款的袋款。。

■■鞋履飾有鞋履飾有「「XX, BalXX, Bal--
lyly」，」，表示向情人送上親表示向情人送上親
吻吻。。

■■4545RR歲時歲時
記限定系列記限定系列

■■My HeroMy Hero頸鏈頸鏈

■■Bee a QueenBee a Queen

■■BVLGARIBVLGARI七夕限量版系列七夕限量版系列

■■LongchampLongchamp摺疊背包粉紅色版本摺疊背包粉紅色版本

■■MCM Love PatchMCM Love Patch系列系列

■■以七夕字以七夕字
樣打造樣打造

■■「「VV」」標誌組標誌組
成成「「LOVELOVE」。」。

■■Dr. Giampapa及其未婚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