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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SHIATZY
CHEN特別推出2020
新年限定系列中式立
領夾棉外套，備男
裝、女裝及童裝版
本，運用傳統中式刺
繡工藝打籽繡及參針
繡，勾勒各具不同寓
意的東西方花卉姿
態，結合雋永中式立
領輪廓，以革新時尚
率性意象傳承及寄語
新年願景。
例如，女裝長版中

式立領夾棉外套亮澤緞布材質、紅白經典配色及
中式立領設計，同色系刺繡以打籽繡及參針繡工
藝，繡上西方蝴蝶蘭及東方芷蘭，交織幸福美滿
及清美優雅意象。

文︰雨文

□獻禮一 名額︰60位
apm萌爆潮鼠互動利是封

□獻禮二 名額︰60位
新地15大商場新地幸運招財利是封

□獻禮三 名額︰30位
港鐵商場「百花綻放」賀年利是封

□獻禮四 名額︰20位
iSQUARE國際廣場限量版利是封套裝

□獻禮五 名額︰20位
荷里活廣場閃「躍」版利是封

□獻禮六 名額︰10位
東港城、上水廣場、北角匯、Mikiki及
將軍澳中心「豐衣足食」利是封

□獻禮七 名額︰10位
MegaBox「花開富貴」利是封

□獻禮八 名額︰10位
D．Park愉景新城「童獅嬉春」利是封

□獻禮九 名額︰10位
置富Malls「KUROMI金玉滿堂利是封」

□獻禮十 名額︰10位
恒基兆業商場花漾利是禮盒連年曆相框

□獻禮十一 名額︰10位
銅鑼灣利園區「迎春接福利是封」

□獻禮十二 名額︰10位
時代廣場「富貴吉祥」利是封

□獻禮十三 名額︰10位
皇室堡Pete and Gulu萌鼠招財利是封

□獻禮十四 名額︰10位
新城市廣場「瀛」春接福利是封

□獻禮十五 名額︰10位
始創中心「金『鼠』迎福」幻彩利是封

□獻禮十六 名額︰10位
山頂廣場「限量版Mickey」利是封

□獻禮十七 名額︰10位
西寶城「Q版靈鼠利是封」

□獻禮十八 名額︰10位
MOKO新世紀廣場「福旺齊來」利是封

□獻禮十九 名額︰10位
信德中心流金花蕾利是封

□獻禮二十 名額︰10位
Nan Fung Place 刺繡燙章環保利是封

□獻禮二十一 名額︰8位
The One 角落小夥伴幸福滿載利是封

□獻禮二十二 名額︰8位
荃灣廣場「靈鼠獻瑞」利是封

截止日期：1月20日

今期，趁着庚子鼠年即將來臨，apm、
新地15大商場（大埔超級城、WTC世貿
中心、元朗廣場、新翠商場及新都廣場
等）、港鐵商場（德福廣場、青衣城、
PopCorn、杏花新城及連理街等）、
iSQUARE國際廣場、荷里活廣場、東港
城、上水廣場、北角匯、Mikiki、將軍澳
中心、MegaBox、D．Park愉景新城、置
富Malls（馬鞍山廣場、置富都會及置富

第一城等）、恒基兆業商場（MCP
CENTRAL 新 都城中心二期及 MCP
DISCOVERY 新 都 城 中 心 三 期 、
MOSTown 新港城中心、荃灣千色匯
等）、銅鑼灣利園區（希慎廣場、利園一
期、利舞臺等）、時代廣場、皇室堡、新
城市廣場、始創中心、山頂廣場、西寶
城、MOKO新世紀廣場、信德中心、
Nan Fung Place、The One及荃灣廣場均

送出新春禮物給大家。

有興趣的讀者，請在下列選出一份心水
禮物，填妥表格，並附貼上HK$10郵票
的A4公文袋回郵信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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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獻禮」。先到先
得，如所選禮物贈罄，會以另一獻禮相
贈。

新春巡禮新春巡禮

與國際級人氣插畫師
John Bond合作，以潮鼠及
開心笑臉為創作靈感，設計
了一套兩款動感版「萌爆潮
鼠利是封」，加入趣致互動
元素，只要輕輕拉動封套，
金鼠即變大心形，寓意金鼠
年心想事成、得心應手。另
一款封面則滿載開心笑臉，
一張張帶着燦爛笑容的百變生肖公
仔，寓意人人來年開開心心、笑口常開！

送
豬
迎
鼠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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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鼠年很快來
臨，不少商場在各式
各樣的新春佈置下，
準備了一系列獨特個
性的利是封，供大家
消費換購。加上，農
曆年人人派利是，除
了旨在利利是是好意
頭，利是封的設計亦
愈來愈見心思，具玩
味又獨特的利是封，
往往能盡顯個人品味
風格，不少人對一些
精美的利是封都不捨
得用，只作收藏。

聯同人氣插畫
師吳麗儀推出兩
套「新地幸運招
財利是封」，以
象徵富貴吉祥的
牡丹和報春鳥為
主題，配搭招福旺財的紅黃金三色，祝願花
開富貴、和睦幸福！另一款別注版利是封以
雙層鏤空設計，內藏開運刮刮卡，刮開即有
「鼠年笑騎騎」、「Fit到漏油」、「有錢
途」等的祝福潮語。

新地15大商場幸運招財

apm 萌爆潮鼠

港鐵商場百花綻放
一套八封

「 百 花 綻
放」賀年利
是封，以四
款不同顏色
的賀年花圖案作封面設計，包括牡
丹、木槿、菊花和牡丹櫻花等，取
其花開納福、富貴吉祥及喜慶洋洋
之意。

iSQUARE 大吉大利
一套兩款，包羅了

祝賀語「大吉大利」
利 是 封 、 祝 賀 語
「福」利是封及Mr.
Men & LittleMiss 賀
年貼紙。

荷里活廣場招財金鼠
以雙層抽屜式設計的招財金鼠閃

「躍」版利是封，封套綴以熨金的
芝士造型，內裡的利是封上印有多
隻活潑可愛的激凸金鼠。

東港城、上水廣場、北角
匯、Mikiki及將軍澳中心

豐衣足食
邀請國際級藝術

家黃曉陵合作，大
玩花瓣藝術，以荷
蘭三色堇設計一套
四款的「豐衣足
食」利是封，以荷包、旗袍、竹子、碗筷
4款縷空圖案代表「豐衣足食」的賀語。

MegaBox 花開富貴
利是封以傳

統 「 花 開 富
貴 」 字 樣 設
計，大小各10
個，寓意花開
富貴。

D．PARK愉景新城 童獅嬉春
「童獅嬉春」利
是封底色以型格熒
光粉紅加上貴氣紫
色設計，配合燙金
設計的新年祝福
語，如「笑口常開」、「萬事勝意」及「如
意吉祥」。

置富Malls 金玉滿堂
限量版「KU-

ROMI金玉滿堂
利是封」一套兩
款，封口設計特
別用上KUROMI的招牌笑容配合
可愛的舞獅造型，增添趣味。

荃灣廣場靈鼠獻瑞

恒基兆業商場手繪花漾
以牡丹及百花為主

題，封套以手繪花卉為
設計，打開立體牡丹造
型乍現，禮盒亦附有
2020年曆卡及可當作座枱相架使用，一物
多用。

銅鑼灣利園區 迎春接福
一套8個「迎春接福利是

封」，紅色利是封上有瑰麗
的雕花圖案，花團錦簇寓意
新一年花開富貴。

時代廣場富貴吉祥
一套四款「富貴

吉祥」利是封，採
用閃亮色紙，配以
孔雀羽毛刺繡，寓
意來年富貴吉祥又
幸福。

皇室堡萌鼠招財
兩隻企鵝新星

Pete and Gulu穿
上新年傳統服
裝，化身萌鼠招
財利是封，跟大家四出拜年送上
賀年祝福！

新城市廣場「瀛」春接福
以熨金壓花印上代表日

本 傳 統 青 海 波 紋 的
「『瀛』春接福利是
封」，象徵着丹頂鶴及招
財貓這兩大「吉祥物」所
帶來的祝福。

始創中心金鼠迎福
以「金鼠」為

設計主題的「金
『鼠』迎福」幻
彩利是封，透過
「金鼠」於迷宮中覓食的不同場景
配合相應祝賀語句。

山頂廣場紅運當頭
喜慶的紅色利是封，襯上

銀 光 閃 閃 的 米 奇 mono-
gram，充滿節日氣氛。寓意
紅運當頭。

西寶城靈鼠吉祥
一款「Q版
靈 鼠 利 是
封」，上面印
有多隻精靈的
靈鼠及祝賀語，祝願大家鼠年吉
祥如意。

MOKO新世紀廣場福旺齊來
一式四款的「福旺齊來」利
是封巧妙地演繹旺角四大地
標，以標誌性的圖案配以鮮明
色調，加上燙金設計，營造層
次感。

信德中心流金花蕾
以福旺桃紅色

配上玫瑰金色的
「流金花蕾利是
封」，並以繁枝
環繞大小形狀的
花朵設計，代表新一年繁榮昌
盛。

Nan Fung Place 環保刺繡
以環保為主題，打造

「刺繡燙章環保利是
封」，製作物料用上環
保地毯布料，附有五款
特色刺繡布章，可燙貼
在利是封上。

The One 幸福滿載
一套8個，共

兩款和風設計的
「角落小夥伴幸
福滿載利是封」
可愛又療癒。

一套四款的「靈鼠獻瑞」利是封，主角是粉
紅色圓鼓鼓的迷你鼠，與一群代表吉祥喜慶的
動物朋友，走入賀年利是封當中送上祝福！

新春獻禮新春獻禮

金鼠年即將來臨，在農曆新年前，通常大家

都會買新衣裳過年，甚至會穿上中式旗袍去拜

年。隨着時尚界變化多

端，連旗袍都突破傳統的

框框，款式變得更時尚，

連平日的場合都可以穿得

到，令「旗袍」不一定只

有新年或中式飲宴才可穿

着。今年，大家不妨於新

春來個旗袍造型賀年。

文、攝（部分）︰雨文

早前，上海灘歡迎中國設計
師BING XU加入並擔任品牌首
席鞋履設計師，其將與上海灘
創意總監鄧愛嘉攜手推出一系
列融匯中西的創新之作，以根

植於中國文化的「中國創造」
精神，多元新銳的創意設計，
向世界展現蘊含中國文化底蘊
的東方時尚美學。
其設計素以幽默俏皮、充滿

靈性與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態
度見稱，如以絲絨與刺繡為標
誌性設計風格，產品細節精美
考究，每個系列都為粉絲帶來
了源源不絕的驚喜。

新春潮着新春潮着

傳統刺繡技術繡出艷麗及充滿
線條美的花蝶圖案，再作電子化
圖像處理，配合嶄新的數碼印刷
技術，製作成獨特的絲綢布料，
再由專業工藝師巧手縫製，並綴
上奧地利施華洛世奇水晶元素，
中西合璧，閃爍璀璨，讓每件旗
袍皆是獨一無二之作。
秉承傳統裁縫的極致工藝，
THE SPARKLE COLLECI-
TON by german pool呈獻「PE-
ONY」 、 「BAUHINIA」 及
「BUTTERFLY」真絲水晶旗
袍系列，系列做工精緻考究，先
以向來為文人墨客所着迷、五彩
斑斕的繁花，擔當着直抒胸臆的
重要載體，在星光璀璨的古代詩
詞寶庫中，借花抒情的作品更如天上群星，其豐富細膩、真摯濃烈的
思想感情依舊津津有味。花紅不為爭春春自艷，花開不為引蝶蝶自
來，時移勢易，但花，仍承載着亘古以來的使命；憑花寄意，是祝
福，也是愛，更是精神寄託。

花蝶圖案刺繡花蝶圖案刺繡
繡出艷麗繡出艷麗

同 期 加 映 「中國創造」精神展現東方時尚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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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ATZY CHENSHIATZY CHEN
新年限定系列新年限定系列

■■BUTTERFLYBUTTERFLY旗袍系列旗袍系列

■■THE SPARKLETHE SPARKLE
COLLECITONCOLLECITON

■■旗袍的細緻位旗袍的細緻位

■■女裝紅色長版中女裝紅色長版中
式立領夾棉外套式立領夾棉外套

■■PEONYPEONY旗袍系列旗袍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