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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密碼美麗密碼 文︰雨文

「氣味可悄悄提升個人吸睛
度，同時彰顯品味，在迎接夏日
之際，不妨噴上適合自己的
GOUTAL香水，以嶄新形象迎
接新季度。」於韓劇《夫妻的世
界》中飾演呂多景一角爆紅的韓
素希，特別鍾愛Goutal的Petite
Chérie。
Petite Chérie 的別名是小甜

心，它那股柔美的花果清香，蘊
含了讓人心動的梨與蜜桃，加上
中調粉嫩的玫瑰香氣，就是那
fresh awakening的感覺。噴上Pe-
tite Chérie可以為自己增添一點
溫柔甜美的鄰家女孩感，別小看
香水的魅力，它會讓你在人群中
脫穎而出。

這是品牌的經典香氣
作品，凸顯法國少女感
的精緻清香使其成為亞
洲區具人氣的香氛，同
時有 Eau de Parfum、
Eau de Toilette 及無酒
精香水供選擇。

靈感源自瑞
士大自然的全
新 Victorinox
Morning Dew
香水散發清新
水感氣息，頌
揚迎接新一天
的奇妙時刻。
專為女士而設
的香水以舒爽
自然的香氣喚
醒每一個感官，讓她們好好享受清早的時
光，精神奕奕地迎接新一天。
當中，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水感香調與檸

檬、佛手柑及柑桔等柑橘果味交錯，喚醒每
一個感官。白紫羅蘭及雪絨花中調，猶如高
山的清涼微風，而麝香、琥珀及白雪松木則
交織出迷人柔和的基調。加上，香水的包裝
設計以清晨的露珠為靈感，簡潔唯美，圓形
玻璃瓶配上柔和的淺藍色調，彰顯香水獨特
清爽的特性。
這令人恍如在初夏的早上醒來，然後走進

寧靜祥和的大自然懷抱，草上布滿晶瑩的露
珠，空氣清新，太陽徐徐升起。這一刻萬物皆
靜止，讓人能好好享受當下，專注於重要的事
情。每一天，都代表一個新開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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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將於今個星期六（6月13
日）恢復營運，並已預備好一系列嚴
格防疫措施，提供一個健康及安全的
環境，讓大家安心在寬敞的戶外空間
呼吸新鮮空氣。同時，公園將會推出
一系列港人專享優惠及全新教育活動
「Redd's五感發現之旅」，讓訪客重新
與自然連繫，抖擻精神。
香港市民於6月13日至7月31日期

間到訪公園，可享一系列港人專享優
惠，當中包括11歲或以下小童免費進

場及獲贈「買HK$50送HK$50」遊戲
攤位優惠券。成人除可以7折優惠（港
幣350元）購買門票，更可獲贈同等價
值的港幣350元園內消費現金券，適用
於園內指定小食亭、餐廳及禮品店。
65歲或以上長者除可享現有的免費入
園優惠外，更可享指定產品7折優惠及
優先乘坐登山纜車。
而於休園期間錯過生日優惠的香港

市民，於公園恢復營運後一個月內（6
月13日至7月12日），在公園票務處

出示香港身份證或香港出生證明，即
可領取當日門票免費入場。而智紛全
年入場證的會籍有效期將會自動延
長，會員更可額外獲贈一個月的會
籍，以補償公園於6月及7月期間逢星
期二休園的安排。

港人專享特別推廣優惠
文︰雨文

■■海洋公園即將重開海洋公園即將重開

孝敬爸爸系列（一）

簡約悠閒穿搭
時尚夏日造型

還有不到兩星期便是今年的父親節了，無論是身為父親的你，或是作為兒子想在這

天特別打扮一番，不同的穿搭都能讓你以簡約而又不失時尚感的造型出現。加上，趁

着香港逐步放寬限聚令，大家也是時候向每天辛勞工作的爸爸送上貼心的禮物，向他

表達愛意，為爸爸打造一身全新的夏日造型。 文、攝（部分）︰雨文

每個男士都需要一件西裝外
套以備不時之需，藍色是不敗
的顏色，易於配搭之餘，亦適
合任何場合。在挑選夏日西裝
時，可嘗試較為透氣的半內襯
結構。例如，BOSS輕巧的米
色純植物西裝選用經認證的歐
洲有機亞麻面料精製而成，不
含任何動物材質。
而且，今季獨特的印花結合動物紋理與迷彩圖案，

印於襯衫及防水薄風褸上，配襯淨色休閒短褲，便是
隨性而個性十足的穿搭，適合喜歡時尚的父親。

東京時尚品牌GU今年首度與日本時尚代表品
牌SOPH.合作推出特別企劃，並將於6月19日
在全線分店發售。其「1MW by SOPH.」企劃
的概念是「One Mile Wear.」，意指由一天自始
至終，都能感受到愉快及舒適的服裝。圖案設計
由東京設計師操刀，值得一提的是，企劃中的多
個圖案，如品牌標誌性的星形圖案，以及一些以
不同象形圖組成的圖案，都是特意為這企劃主題
而設計的。
盟可睞Moncler為這個父親節準備了一系列精

選單品，如休閒風衣、T恤及配飾以表心意，這
一系列單品糅合高功能性材質和簡約設計，並以
經典的藍白黑作基調，讓父親們輕鬆駕馭戶外活
動或假日休閒穿搭。
另外，雖然今年未必能夠出國享受陽光與海

灘，倒不如藉着優惠期間，添置新裝來轉換一下
心情。英國馬莎Marks and Spencer（M&S）近
日推出火熱夏日優惠，當中包括大量暢銷貨品，
由即日起，凡購買指定精選男女系列，更可享有
低至半價優惠，部分貨品減價後更低至$49 ，大
家不妨把握機會購入心頭好，送給父親！

近年不少科學報告均指出夏季氣溫上升加上濕度
高，對睡眠質素有很大的影響，IKEA推出一系列涼感

產品有助改善睡眠品質。夏季登場的熱賣產品讓你在觸
感及視覺上體驗清新感覺；加上PAX全線衣櫃八五折熱
賣，讓你在換新裝迎夏天之際，收納更容易，生活更舒
適。

當中清涼抗濕寢具的降溫原理是選用不易隨着體溫變暖
的物料，以達至體感通爽不流汗的效果，凝膠表層或尼
龍纖維等物料均有以上效果，讓炎炎夏夜變得涼快易

於安睡。例如，SKOGSFIBBLA被套連2個枕
袋，以全棉
天然耐用物
料 製 成 的
被 套 及 枕
袋 觸 感 柔
軟細緻，彩

色花紋充滿
夏日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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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印花 個性十足

精選單品 愉快舒適

Victorinox的輕型背囊系列——Altmont Active
今年換上全新橙色及淡藍色的清新顏色色系，再
襯上海軍藍色的運動元素，襯托出不一樣的戶外
風格。Altmont Active Lightweight的每個細節均
以品牌的瑞士傳承及原創瑞士軍刀的功能性為設
計靈感，輕巧、耐用且防水，送給好動爸爸最適合不過。
TOM FORD復古質感手提包配上同色系太陽眼鏡，精緻考究，演

繹時尚亮眼的紳士風采。紳
士復古珍禮套裝將父親的
狂野與細膩深藏，那
些與父親的點滴
記憶，悄然復
甦。

對多功能爸爸來說，最貼心的禮物定必是一個能
時刻伴他左右的多功能背囊。例如，TUMI準備了
一系列時尚輕巧的Tahoe背囊，系列以創新物料及
前衛透明．藍重新設計並改良細節，採用超輕巧而
耐用的面料製成，為活力十足的爸爸而設。
這小巧時尚的Tahoe Bozeman單肩斜揹袋設有

多個拉鏈口袋及背面滑袋，確保電話、銀包和鎖匙
等隨身小物手到拿來，可快速解開及調節的帶墊側

揹肩帶令斜揹袋無論揹在任何一側都舒
適便利。
同時，Ferragamo亦為父親節特意在

2020 早 秋
系列中，精
選一系列實
用、具個性
及時尚的皮
革單品，令
爸爸們愛不
釋手。

輕巧背囊 時刻陪伴 新色系列 輕巧實用

■■Morning DewMorning Dew香水香水

■■Altmont ActiveAltmont Active
LightweightLightweight系列系列

■■11MW by SOPH.MW by SOPH.

■■BOSSBOSS男裝系列男裝系列

■■MONCLERMONCLER休閒風衣休閒風衣

■■GanciniGancini皮革銀包皮革銀包

■■M&SM&S棉質棉質
條紋條紋TT恤恤

■■TOM FORDTOM FORD 復古復古
質感手提包質感手提包

■■Petite CheriePetite Cherie

■■IKEAIKEA初夏多款涼感寢具初夏多款涼感寢具

■■SKOGSFIBBLASKOGSFIBBLA
被套連被套連22個枕袋個枕袋

■■GU SOPH.GU SOPH.

■■TahoeTahoe系列系列

Mammut特別推出全新Xeron日用多功能袋系
列，功能及時尚兼備，讓你一袋便可輕鬆穿梭辦
公室、健身房及郊外大自然等不同場所，探索
城市每個角落，呈現全新戶外穿搭美學。系
列充分體現了品牌作為戶外品牌對產品的
追求，品質超卓、外形經典和高性能做
工，系列100%的尼龍材質令袋款更輕巧
耐用，並具備抗水功能，能很好地應付
春夏的梅雨潮濕天氣。
Xeron系列更備有不同尺寸及款式可

供選擇，方便因應不同場合而挑選合
適的款式，如背囊款式及Messenger斜
揹袋外形功能兼備，無論行政造型還是
休閒打扮都能輕鬆配搭，「一袋多用」
的實用性是最佳的日常Daypack選擇。其
按照人體工學設計的柔軟肩帶能減輕肩膀
所受的壓力，更提供大量收納空間，內層
備有隔位放置手提電腦和文件，並有剩餘空間
容納運動服、鞋履及其他物品，讓爸爸輕鬆出
門之餘，亦可以把握下班時間到健身房做運
動。

一袋多用 街頭風格

■■MammutMammut全新全新XeronXeron
日用多功能袋系列日用多功能袋系列

今季，Havaianas回到創作根源，重新塑造品牌首個街頭風格設計鞋款
Tradi Zori，設計靈感結合了品牌經典鞋款The Traditional及日本傳統涼

鞋Zori草履，拖鞋採用橡膠材料
設計成方形鞋底，並配上織物綁
帶細節，並特別邀得日本高級街
頭品牌mastermind JAPAN攜手
打造首個聯乘企劃，結合master-
mind JAPAN簽名式設計元素、
招牌骷髏頭標誌及Havaianas拖鞋的經典輪廓，帶來
兩個不同鞋款，分別是採用傳統圓邊鞋底的Top及新
穎方形鞋底設計的Tradi Zori，於今天在金鐘太古廣
場內的Havainanas快閃店公開發售。

聯乘企劃 涼鞋草履

■■Tradi ZoriTradi Zori

■■TopTop

成人︰門票七折優惠（港幣350元），並回贈350元
現金券（50元現金券7張），可於指定小食亭、餐廳
及禮品店消費。
長者（65歲或以上）︰免費進場，於指定小食亭、

餐廳及購買指定零售產品獲七折優惠；優先乘坐登山
纜車一次；獲贈「買HK$50送HK$50」遊戲攤位優惠
券一張。
小童（11歲或以下）︰免費進場；獲贈「買HK$50

送HK$50」遊戲攤位優惠券一張。
於1月26日至6月12日生日的港人︰在6月13日至

7月12日期間，可領取當日免費門票。

海園入場優惠
購物
．適用於海洋公園「海濱禮品廊」或「北極購物村」紀念品

店（不適用於購買海洋快證、「與動物親上加親」活動及自動
販賣機產品）。
．現金券可與紀念品店內推廣優惠共用，但不可與智紛全年

入場證相關優惠、信用卡優惠、優惠券及其他優惠共用。
用餐
．可於指定餐廳及小食亭作港幣$50現金使用。
．於落單或付款前向職員出示有效入場門票。
．現金券只限到訪當天使用，並可累積使用。
．不適用於麥當勞餐廳及Ciao Chow。

港幣$50現金券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