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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最大海濱消閒新地標——
「澳南海岸」迎來首次聖誕嘉年
華，匯聚特色「Coastal Din-
ing」餐飲體驗，消費者會有連
串歡樂抽獎活動及精彩禮遇，務
求吸引更多訪客到訪澳南海岸，
打造成為將軍澳美食玩樂新潮
點。千萬不要錯過戶外扭蛋抽獎
活動，隨時有機會抽到 iPhone
11 和 iPhone 11 pro ，贏大獎啊！
參與「Coastal Dining」 消 費 禮遇餐廳包括 J.O.M.O KITCHEN &

HEALTH HUB、Amare Bistro & Wine、A Tavola Bar & Grill、Chilli Lime
Pan Asia Cuisine、La Rosabelle Bar & Grill、銘樂園。

日前，Sephora宣佈香港第
二間分店正式於銅鑼灣開幕，
皇室堡新店貫徹洋溢活力的現
代設計，店內的LED屏幕全
日播放着精彩動態內容，而奪
目的陳列佈置亦展示時尚一族
必備的新品。顧客亦可在店內
特設的 Beauty Studio 享 用
Sephora美容顧問提供的15分
鐘化妝服務及專業美容意見，
並盡情試用不同產品。
為慶祝新店開幕及即將來臨的聖
誕佳節，新店呈獻多個精彩限量聖
誕套裝，當中包括Sephora Collec-
tion的Igloo Palace彩妝盤、Nudestix
的Nude + Red Hot Lips三件迷你唇
膏套裝、Drunk Elephant的Shelf-Re-
spect Day Shelfie護膚套裝、Olaplex
的Holiday Hair Fix聖誕美髮套
裝、Farmacy的Sweet Greens聖
誕護膚套裝、 tarte 的 Winter
Wonderglamluxe 眼影盤、Sun-
day Riley 的 Retinol & Repeat
Skincare Kit Vol. 1護膚套裝、
Stila 的 The Fourth Dimension

Liquid Eye Shadow 眼影液套裝、
Mario Badescu的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護膚套裝、Smashbox的Cos-
mic Celebration Photo Finish Star
Power Primer 定妝套裝，以及 IT
Cosmetics 的 CC + Your Complex-
ion Perfection禮品套裝等，不容錯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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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市廣場
「Hello Kitty．

Müllerchen聖誕甜蜜相遇」

今 個 聖
誕 ， Hello
Kitty 首次以
德國主題服飾
造型與來自德
國、家族背景
擁有120年歷
史的Müllerchen（小木木）首度攜手萌爆登場，
於屯門市廣場展開甜蜜的「Hello Kitty．
Müllerchen 蘋果森林聖誕相遇之旅」，於充滿聖
誕浪漫氣息的蘋果森林，將有多個主題佈置打卡
位讓大家拍照留下心甜回憶，粉絲更可以在4米
高Hello Kitty瞭望台旁大玩4.5米高Müllerchen
探險滑梯、於雪山冰洞細看相遇一刻，並走進浪
漫的星光隧道及暢遊聖誕市集搶購Hello Kitty及
德國百年品牌Müller的最新產品。
同時，今年乃Hello Kitty 45周年大日子，愛

探險又勇敢的Hello Kitty為了尋找最香甜可口的
蘋果焗製聖誕蘋果甜品送給家人及朋友們，將遠
赴德國蘋果森林，更驚喜地與來自德國「木雕之
鄉」塞芬的小木像Müllerchen首次相遇，喜愛結
交朋友的Hello Kitty將與這位快活探險家及各位
粉絲們，於充滿聖誕氣氛的蘋果森林展開探索之
旅，共度溫馨佳節。

屯門市廣場冬日送禮

屯門市廣場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木
製主題餐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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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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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門市廣場冬日有
禮」，截止日期︰12
月 18 日，先到先
得，送完即止。

荃新天地×TO-FU OYAKO
豆腐人聖誕禮物星球

在一個遙
遠的銀河系，
肩負重要使命
的豆腐人每年
都為聖誕節忙
於準備聖誕禮
物，把節日歡
樂送到全宇宙各處。今個聖誕，荃新天地聯同日
本創作團隊Devilrobots 由即日起至明年1月5
日，帶大家一同到訪TO-FU OYAKO豆腐人聖
誕禮物星球，連串聖誕老人見習體驗，由禮物挑
選、檢查以至送遞給親朋好友，考核大家成為聖
誕老人的資格。高達5米的聖誕機械人正蓄勢待
發，誠邀各位與豆腐人一同登入駕駛艙，架勢出
發派送聖誕禮物。
同時，在聖誕禮物星球上亦設有期間限定自助

店，自助販賣多款限定版豆腐人禮品，當中更包
括從未曝光的新產品，豆腐人愛好者萬勿錯過。
而於指定日子，更有機會與豆腐人及機械聖誕老
人見面，大玩遊戲及大派聖誕驚喜，歡度聖誕佳
節。

荃新天地冬日送禮

荃新天地特別為香港文匯報讀者送出
TO-FU OYAKO儲物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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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新天地冬日有

禮」，截止日
期 ︰ 12 月 18
日，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新店洋溢活力 獨家聖誕套裝

聖誕巡禮聖誕巡禮

澳南海岸聖誕嘉年華

今年，agnes b.以一貫的簡約精緻法
式風格和優質物料，帶來一系列男女
裝、手袋和首飾及配飾選擇，讓你輕易
打造簡潔而不失華麗魅力的節日造型，
在派對中擄獲全場目光。其女裝系列提
供多元化的選擇，滿足女士們從早到
晚、不同場合的造型需要，當中經典的
Photo Print裙子將Agnes的攝影作品變
成美麗圖案，無論是倫敦雨夜或是巴黎
夜色均散發着神秘美感，簡單配襯長手
襪、腰帶、長褸或顏色搶眼的手提袋便
能日夜轉換多變形象。
而SPORT b.則糅合標誌性的法式簡
約設計、喜慶顏色和圖案，從服裝、手
袋到配飾帶來一系列琳琅滿目的選擇。
為營造品牌獨有的法式型「格」魅力，今季
男女裝特別推出多款不同的格仔單品，在保
留傳統魅力的同時，用紅、黃、藍等鮮明色
彩配搭增添歡樂氣氛，男女皆宜。
Armani Exchange為迎接聖誕佳節，推出
2019秋冬 FLASH系列，女裝主打紅、黑、
白、銀四色，閃片裝飾的T恤、短版衛衣、

拉鍊式連衣裙及騎士外套結合絲絨布料，塑
造別樣的女性氣質，一切恰到好處。男裝演
繹非凡的風格及剪裁，融合運動元素與科技
未來感細節，品牌的彩色圖像標誌遍佈全身
及配飾，色彩呈現經典的黑色和海軍藍色。
英國馬莎Marks and Spencer（M&S）更
推出罕有的驚喜快閃聖誕優惠，凡購買同一

類別的正價產品（包括
男裝、女裝、童裝、女
士內衣、美容及護理用
品和家居用品），第二
件貨品可享半價優惠。
同時， 品牌亦正進行
一年一度季尾大減價，
指定精選貨品低至五
折。藉此減價活動，大
家便可以在 M&S 一站
式找到心儀超筍的單
品，由服飾到生活用品
都一一照顧到，大量王
牌產品都有折扣，好為
聖誕做好準備。
為現代女性而設的香

港簡約時裝品牌Tove
& Libra 拒絕快速時
尚，在這個聖誕節為各
位帶來體現環保理念的
節日時裝，讓各位在今
年及往後的聖誕派對綻
放光芒。考慮環保因素
的全新聖誕節款式包括
圖 案 獨 特 的 Pintuck
Silk針襇絲質上衣，奪
目迷人的紅色既是出席
派對的不二之選，也適
合一年四季的不同場
合。

亮麗節日造型亮麗節日造型
打造多變形象打造多變形象
今年的聖誕節就到了，相信大家都忙於為年末的

聚會和派對悉心預備，希望能以亮麗的造型迎接新

一年的來臨。今期，筆者一次過為大家介紹今季聖

誕潮流派對服飾，並以各種配飾手袋作配襯，讓各

位美女俊男突圍而出，成為焦點，因應場合的需

要，打造多變的形象。 文、攝（部分）︰雨文

首先，Swarovski節日系列
的設計，從百搭易襯的首飾及
配飾，到閃亮迷人的禮品套裝，
每個人都能夠找到心頭好，其充
滿現代感的色調，配以搶眼的深
綠色、藍色及紫色，而糅合流行
造型與金色及銀色的設計，平衡
視覺效果之餘，亦營造出巧妙對
比。另外，Cath Kidston精選的
節日系列包羅了可愛印花、經典
聖誕圖案、大紅玫瑰、英倫格仔
等，讓你以充滿節日氣氛的穿搭
在聖誕派對中登場。
假若你喜歡大自然的美，可以

選擇masterpiece by king fook代
理的 Annamaria Cammilli 全新
Bouquet系列或Palmiero的Lotus
系列，品牌靈感源自盛開的花
朵，並以精湛工藝、工匠的巧手
和設計師無窮的想像力，把姿態
曼妙的花卉呈現。
Folli Follie為你準備了一系列

精選單品，各款閃爍的首飾皆是
送禮首選，無論是自用或為摯愛
送上窩心的節日驚喜，例如Star
Flower首飾系列，猶如在冬季夜
空中綻放的絢爛煙花。首飾鑲滿
寶石，閃亮精緻，交織出夢幻的
花朵。首飾除了為晚裝造型添注
醉人光芒，更為日常造型增添獨
特個性。奪目頸鍊、時尚手鐲、
優雅耳環、精緻手鍊和戒指也閃
爍瑰麗，讓你時刻光芒耀眼。
而Swatch為大家帶來聖誕獻禮

第一浪，閃閃生光的Glitter腕錶
系列，由紫、淺紫、藍及黑色四
種顏色作主調，再加入閃爍耀眼
的閃粉作點綴，令人幻想到劃破
夜空的閃爍繁星，亮麗難忘。在
聖誕派對上，
定必能綻放吸
睛的魅力。

派對華麗系列

襯飾百變配搭襯飾百變配搭

■■ Armani ExchangeArmani Exchange
20192019秋冬秋冬 FLASHFLASH系列系列

■■agnes b.agnes b.以簡約精緻法以簡約精緻法
式風格和優質物料式風格和優質物料，，為聖為聖
誕帶來一系列女裝選擇誕帶來一系列女裝選擇。。

■■SwarovskiSwarovski聖誕系列聖誕系列

■■ Swatch GlitterSwatch Glitter
腕錶系列腕錶系列

■■Folli Follie Star FlowerFolli Follie Star Flower■■BouquetBouquet系列系列

■■Beauty StudioBeauty Studio

■■聖誕套裝聖誕套裝

■■見習聖誕老人需進行體能測試見習聖誕老人需進行體能測試，，於虛擬街道於虛擬街道
上避過障礙物上避過障礙物，，以最快速度把聖誕禮物安全送以最快速度把聖誕禮物安全送
出出，，成為出色聖誕老人成為出色聖誕老人！！

文︰雨文

■■Armani ExchangeArmani Exchange ■■M&SM&S精選聖誕服飾精選聖誕服飾

■■SPORT b.SPORT b.聖誕系列聖誕系列

■■SwarovskiSwarovski節日系列節日系列

■■Cath KidstonCath Kidston節日系列節日系列

■■agnes b.agnes b.女裝系列女裝系列

文︰雨文 文︰寧寧

聖誕親子活動：
* UCM小小交響樂團
歡樂會 (Dec 14)

* 澳南海岸夢幻泡泡
嘉年華 (Dec 14 &
15)

* 澳南海岸聖誕寶寶
爬行&搬禮物比賽
(Dec 14 & 15)

* 澳南海岸聖誕盛裝大巡遊 (Dec 21 & 22)
地點︰將軍澳唐俊街23號Monterey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