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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的力量彌漫在生活每一方
面，淡雅的優香能勾起深邃的記
憶，牽動絲絲情緒，猶如個性的延
伸，獨特而富感染力。位於中環百
年老街的香水精品店Scented Niche
聞．伯樂，鍾情於香水的獨有魅
力，同時相信小眾香水能真正將調
香師的想法和才華發揮至極致，展
現香水獨立個性。
Scented Niche 聞．伯樂創辦人
Patrick Hui提到，他熱衷於發掘各種
獨特而高質的小眾香水品牌，希望
能為香水愛好者提供更多的選擇，
以及購買渠道，讓大家一同欣賞香
水中的黑馬。他說，相比主流品
牌，屬於小眾的niche perfume將主
要的宣傳和精美包裝的成本用於聘
請具實力的調香師，同時拒絕加予
過多限制，賦予其更多的創作空
間，讓香水的研發越趨多元。
他還指出，環顧香港現時的香
水市場十分狹窄，主要由大品牌
主導，銷售渠道雖寬闊，但品牌
千篇一律，局限了顧客的選擇。
而在香港接觸小眾香水品牌的渠

道則依賴網購或代購等方式，不但
風險高，且缺乏試香的途徑，或令
顧客難以覓得心頭好。有見及此，
他們特意搜羅並引入歐洲各小眾品
牌，只為給香港人多一點選擇。
最近，他們便獨家引入了一款杜

拜小眾奢侈香水品牌「The Spirit of
Dubai」，這是由Nabeel所創立的奢
侈品牌。而Nabeel是香水行業的先
驅，擁有逾48年的經驗，並於2015
年1月推出其第一代豪華系列，隨後
推出第二代，成為豪華收藏系列。
今年3月更推出了全球最貴香水Shu-
mukh，香水瓶高1.97米，一共鑲嵌
3,500粒鑽石，總計達到38.55卡，十
分矜貴。
日前，該香水品牌總裁Mustafa來
港，他分享說，該香水系列採用了經
過一個多世紀的微調和完善傳統香水
製作技術，善用來自偉大的酋長國的
關鍵元素，創造了各種代表性的氣
味。當中「第一代」小眾系列於2015
年推出，體現了8種杜拜的精髓：海
洋、沙丘、阿拉伯文化遺產、阿拉伯
馬匹、沉香、阿拉伯人的熱情好客、
城市的奢華和杜拜的天際線。八種香
水都記述了城市中的特定元素，捕捉
並激發食用者的想像力，而Scented
Niche成為The Spirit of Dubai在亞
洲的首個零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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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款香水備有相應香水瓶每款香水備有相應香水瓶

高端小眾香水 獨特個性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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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寶城「miffy夢幻聖誕小鎮」

文︰雨文

今個聖誕節，人見人愛的miffy遠道從
荷蘭飛來香港，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5日
期間現身西寶城、昇悅商場及昇御商場的
三大夢幻場景，與大家一起歡度佳節。今
次miffy以睽違多年的上世紀六十至八十
年代尖耳造型現身，「好打耳」的萌爆
look必定勾起粉絲不少童年回憶。
例如，在西寶城的「miffy夢幻聖誕小
鎮」，miffy已經急不及待在充滿節日氣
氛的冬日荷蘭大街歡迎大家，並已預留雪
橇座駕的最佳位置，一起穿越小鎮的不同

角落大派聖誕禮物。而在昇悅商場的
「miffy聖誕禮物樂園」裝滿禮物的車則
準備就緒為大家帶來連串開心驚喜。至於
喜歡過白色聖誕的朋友就不要錯過昇御商
場的「miffy聖誕冰雪世界」，在巨型水
晶球中與miffy and friends齊享砌雪人的
樂趣。
另外，商場還準備了兩大法寶：

「miffy暖心午餐袋」和「miffy多功能儲
物箱」，大家只須於西寶城、昇悅商場及
昇御商場消費滿指定金額便可免費換領。

西寶城冬日送禮

西寶城特別為
香港文匯報讀者送
出miffy 暖心午餐
袋或miffy 多功能
儲物箱，名額各8
位。如有興趣的讀
者，請選取喜愛的
禮品，並剪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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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寶城冬日有禮」，截止日期︰12月4日，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miffy暖心午餐袋 □miffy多功能儲物箱

皇室堡 x My Little Pony「聖誕夢幻童樂園」

今個聖誕節，超人氣經典卡通My Little
Pony（小馬寶莉）來到皇室堡，Twilight
Sparkle（紫悅）召集她的一眾小馬好友
Applejack（蘋果嘉兒）、Rainbow Dash
（雲寶）、Rarity（珍奇）、Fluttershy
（柔柔）及Pinkie Pie（碧琪），從小馬國
來到皇室堡地下中庭，為大家送上全港首
個My Little Pony 主題商場佈置「皇室
堡×My Little Pony聖誕夢幻童樂園」。
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5日期間，這個充

滿夢幻色彩的遊樂園將呈獻6大遊玩打卡
位，等待Brony們前來樂園大玩特玩，當

中較注目的佈置是從卡通跳到真實場景的
4.5米高「小馬國友誼城堡」，Brony們更
可踏上七色階梯，大玩4米長彩虹迴旋滑
梯。
而且，於商場1樓更設「皇室堡×My

Little Pony 聖誕夢幻童樂園」期間限定
店，Brony們可選購多款主題精品。另
外，還有多款限定消費禮遇，如「My Lit-
tle Pony 彩虹圍裙連手袖套裝」、「My
Little Pony 魔幻 LED 液晶手寫板」及
「My Little Pony 開心伴你 2020年座枱月
曆」。

皇室堡冬日送禮

皇室堡特別為香港文匯報
讀者送出My Little Pony開
心伴你2020年座枱月曆或
My Little Pony魔幻LED液
晶手寫板，名額各10
位。如有興趣的讀者，
請選取喜愛的禮品，並
剪下此文匯報印花，貼
於信封背面，連同HK
$10郵資的A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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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堡冬日有禮」，截止日期︰12月
4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My Little Pony開心伴你2020年座枱月曆
□My Little Pony魔幻LED液晶手寫板

一直專注推出跑鞋的Brooks，其實也有推出運動服系列，
並且在今個秋冬首度在香港推出，備有男裝和女裝，由女士
的sports bra、各式各樣的上衣和褲子，其中運動服系列採
用專利技術DriLayer fabrics，提供快速乾爽和防臭功能，讓
大汗淋漓的跑者，可以快捷獲得舒適的速乾體驗。另一專利
認可物料bluesign certificate，是歐盟認證的新世代生態環保
規範物料，屬高端的科研環保物料，有助減輕對地球的污染
和侵害。

加上，去年品牌亦開發出可以
生物分解的跑鞋中底材質BIO
MOGO，傳統的EVA材質需要
一千年的時間才能降解，而
BIO MOGO的分解時間比EVA
要快上50倍，只需20年就可以
被土壤再生利用。

環保面料設計環保面料設計
綠色綠色時尚光彩時尚光彩
早前，第三屆中國生態環保面料設計大賽時尚秀在

江蘇蘇州舉行，隨即掀起了環保時裝的潮流，而香港

亦曾舉行國際環保博覽，可見現時不少服裝都開始嘗

試採用環保物料來設計，例如有香港品牌推出主打升

級再造系列「始．零」，甚至不少品牌在秋冬系列

中引入環保元素，務求演繹綠色時尚的光彩。

文︰雨文 攝︰新華社、雨文

第三屆中國生態環保面料設計大賽時尚秀在江蘇省蘇州市吳
江區盛澤鎮舉行，秀演以「邂逅蒙德里安」為主題，以年

代邂逅、藝術行走、新蒙德里安三大系列，展現盛澤紡織工業的
發展成果。

亞洲可持續時尚品牌The R Collective
推出主打升級再造系列「始．零」，以
高級品牌的盈餘物料升級再造而成的
「始．零」系列，由品牌創意總監
Denise Ho（何海泠）操刀，充分捕捉了
道德時尚的精神，減少衣物的負面環境
影響，將時裝由「環境污染者」轉化為
「道德先鋒」。
今次，限量版設計系列「始．零」由

14件單品組成，前瞻性的經典款式設計

適合日夜不同場合穿着，這些單品色調
柔和，手工細緻，全部以回收自全球高
級時尚品牌的高品質布料，使用升級再
造和零廢棄設計技巧製作而成，如垂褶
絲質半截裙Welland Skirt、升級再造羊
毛格紋上衣Brooks Top、升級再造亞麻
上衣Nova Top、升級再造色丁緞面上衣
Regina Top，以及巧妙利用褶皺技術和
束帶設計達至時尚減廢目的外套The
Whistler Jacket。

再造系列再造系列色調柔和色調柔和

近年，環保皮草是各潮流尖端
的高端時裝品牌致力引入的項
目，一直向着可持續發展時裝的
未來邁進。這時尚潮流元素跟隨
Save The Duck的新步伐，於今
季繼續亮相，為整個冬季帶來不
同面貌。一直備受矚目的環保皮
草象徵着品牌對動物權益堅定承
諾，演繹了綠色時尚光彩。其豐厚
柔軟質感突顯了精湛工藝，低調而
不失時尚的作品，展現了優雅得體
的穿着風格。
加上，品牌最新研發出的PLUM-

TECH技術成功擺脫傳統束縛，在
沒有依賴動物皮草所具備保溫能力
的情況下，仍然不失輕巧柔軟的蓬
鬆感，更具備了與真實絨毛一樣的
保暖效果，由此印證出不含動物材
質的外套也能夠在保暖與時尚感之

間形成平衡，即使在極端的天氣
下，也能達至最佳保暖功能。
精彩的冒險旅程激發了品牌創作

出更富生命力的全新秋冬系列，透
過山脈連綿不絕的起伏形態汲取靈
感，以大自然獨有氣息定義了新一
季的時尚格調。象徵着岩石及營地
野外元素的灰、白兩色，展現出柔
和純淨感覺，刻畫了大自然的浪漫
世界，其強烈的大自然美學讓時尚
達人演繹更多風格，為戶外運動愛
好者和登山者帶來更多驚喜。

環保皮草環保皮草優雅得體優雅得體

運動系列運動系列乾爽舒適乾爽舒適

■■MustafaMustafa（（左左））及及PatrickPatrick（（右右））

■創意總監Denise Ho（左）及創辦人
Christina Dean（右）。

■■「「The Spirit of DubaiThe Spirit of Dubai」」第一代小眾系列共第一代小眾系列共88款款

■■聖誕夢幻童樂園聖誕夢幻童樂園 ■■期間限定店期間限定店

■■第三屆中國生態環保面料第三屆中國生態環保面料
設計大賽時尚秀在蘇州舉行設計大賽時尚秀在蘇州舉行

■■BROOKSBROOKS環保鞋款環保鞋款

■■模特兒展示環保時裝模特兒展示環保時裝

■■The R CollectiveThe R Collective「「始始．．零零」」系列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