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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色潮袋 百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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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e Haan ZERØ
ZERØ GRAND
Running 系列

女士愛時裝，更愛手袋，
即使售價比時裝還要高，女

同

士們還是面無懼色地購買。
今個夏天，雖然在疫情陰霾

期

加

映

功能性
運動鞋履

下，大家的購買慾盡失，但
新款卻紛紛上場，顏色及設
計多樣化，有靈活多變的褶

現在疫情下，不少人
喜歡做運動來增強抵抗
力，於是一些鞋履品牌
特別推出前所未有的運
動鞋系列。

皺元素和細膩的製作工藝，
打造出多款質感和設計美學
兼具的手袋系列。現在，部
分已可網上購買，相信大家
或許按捺不住為家中的衣櫃

時尚品牌踏足跑鞋領域

作添置，為自己穿搭多一個
選擇，打造百變形象風格。
文、攝（部分）︰雨文

早前，時尚鞋履品牌 Cole Haan 宣布踏足功能性運
動鞋履領域，推出兩款全新 ZERØ GRAND Running
系 列 ， 包 括 ZERØGRAND Outpace 跑 鞋 及
ZERØGRAND Overtake 跑鞋，有男、女裝款式，
專為年輕專才而設，無論日常跑步還是長時間工
作，穿起來同樣舒適，全面滿足顧客多元化的需
求。
Outpace 跑鞋的輕便舒適感，鞋面設計細緻獨
特，具透氣度半透明鞋面，接縫位置含兩層熱溶
膠包邊避免撕裂，而邊緣亦採用反光物料，可在
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仍能行走自如。而 Overtake 跑
鞋則適合追求速度的短跑人士，高透氣彈力鞋
面，同樣擁有兩層熱溶膠包邊及反光物料等細
節。鞋墊緩震功能經特別調節，以提高反應度及
回彈能量，其彎形凹槽的設計，加上全橡膠鞋 ■男裝款式
底的防滑花紋，使用家輕鬆踏出每一步。

■ 泰國女星 Chutimon 展示
a pale petal水桶袋系列
petal 水桶袋系列

■ 限定全新 Alunna 系
列，四種顏色選擇
四種顏色選擇。
。

■多用設計，
可作背包。
可作背包。

■SENREVE Alunna系列
Alunna 系列

■新店特設運動鞋牆

迷你系列 實用多功能
今年，SENREVE 亞洲首
個獨立快閃店早前進駐太古
廣場，今次快閃店將包括品
牌的所有經典產品，除了一
直深受大眾喜愛的 Maestra
系列及 Aria Belt Bag 外，亞
洲限定的 Alunna 系列亦將
首次亮相於快閃店獨家發
售。整體店舖以簡單流線型
設計，陳列方式展現出品牌
產品的特色——實用性及多
功能性，糅合由優雅色彩拼
湊出的主題色調，帶出整個
快閃店時尚雋永的風格。
品牌今次特意設計的亞洲
■Midi Maestra手袋
Maestra 手袋
獨家發售的 Alunna 系列手
袋，選用流線型設計的 Alunna 列設有 2 種不同的尺寸——Mi系列外表簡約時尚，是品牌的 cro版及Mini版，並設有4種不
Maestra 手袋的迷你版，這系 同顏色。Alunna 兼顧品牌主打
的多功能性，手袋內設置的 3
個隔層及外側卡位，能方便客
人攜帶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
同時手袋可作肩包、手提袋、
斜挎包或背包使用，一貫手袋
的百變風格。
■多款顏色選擇

■SENREVE
SENREVE快閃店
快閃店

百褶設計 俘虜少女心
今個夏日，泰國新晉手袋品
牌 a pale petal 正 式 登 陸 香
港，帶來大受歡迎的百褶手提
包和水桶袋系列，同時更備有
前衛玩味的半月形款式，讓你
感受品牌別具一格的百褶時尚
魅力。aPail 系列及容量較大
的方形袋底的 aPaddy 系列，
精巧實用，輕易就能打造各種
風格。兩款水桶袋系列的袋身
均採用了品牌標誌性的褶皺技
術，有着百褶獨有的垂墜感，
袋內配有小間隔，方便收納小 ■aPulp-Regular
aPulp-Regular系列
系列
巧物品，袋口則設有金屬細
美的粉色系、知性溫柔的大地
扣，可作輕微調節袋身容量。
在用色上，為配合 aPail 系列 色系、亦有中性沉實的深灰素
及 aPaddy 系 列 簡 潔 利 落 的 設 色。同時，品牌亦設計出既可
計，選用了單色為主，包括甜 手挽又可上肩的aPacklet 系列，
同樣糅合了百褶效果，配上細
緻的手製工藝，並配以容量較
大的袋身設計，這系列多採用
了冷色系中的沙褐色、深淺灰
色及軍藍色等，更顯現代都會
的時尚感。現在，其網上平台
https://atostore.co/ 已登陸香港
■aPaddy
aPaddy水桶袋系列
水桶袋系列
了。

亮白修護粉末 夏日舒爽護膚

■限量版亮白修護粉末

盈柔滑配方能吸收多餘的汗水及
油脂，掃走夏天帶來的黏膩感，
特別推薦戴口罩前使用，亦可於
晚上完成護膚程序後使用，使肌
膚保持清爽柔滑。鎮靜版淨化肌
膚壓力，鎮靜肌膚因戴口罩、日
曬氧化傷害。亮白版則蘊含美白
及亮肌成分的護膚粉末可美白提

越野運動鞋帶到都市中
「經典」是經得起時間的
考 驗 的 ， 回 溯 ASICS
SPORTSTYLE 運動鞋款的
歷史，承載着二十年歷史的
越野運動鞋款 GEL-NANDI
搭載 GEL 緩震膠科技演變成
GEL-NANDI 360， 把 越 野
感 帶 到 都 市 之 中 。
GEL-NANDI
360
以
GEL-NANDI 的前衛鞋面設
計為靈感，鞋面採用混合材
料，以網眼和高級皮革材質
組合形成多層次鞋面細節，
配上可增強支撐的集成式鞋
帶系統，配色方面採用紅黑
■越野運動鞋款
及黃綠等方便穿搭的顏色，
GEL-NANDI
更採用了 GEL-QUANTUM
360 5 的中底設計，搭載 GEL 緩震膠技術的全掌保護設計，讓
城市中的步伐也可以享受選手級的舒適。

■新地美食一站通

文︰雨文

首創
「新地美食一站通」
■水潤透明質酸面膜
亮肌膚，改善暗啞膚色，提升透
亮感。

抗老美肌面膜 提拉緊緻嫩膚
一直致力研發革命性抗老美肌
產品的 FILORGA，其提拉緊緻塑
顏面膜、水潤透明質酸面膜及抗
皺緊緻逆齡面膜剛剛全新推出 6 片
裝包裝，從今起不用再逐片購
買，價錢亦相比單片更優惠（單
片$93，6 片裝$520）。為慶祝新

BALLY 傳承悠久的製鞋傳統，締造前衛的設計風格，正如新款當
代復古運動鞋，採用標誌性的 Wing 標識，同時搭
配 Grip 技術的鞋底，盡顯 BALLY 品牌經典
而不失驚艷的標誌性元素。今季， Bally
Galaxy、Bally Kuba 等經典系列，重新詮
釋天然皮革與編織皮革細節。新款手工皮
革運動鞋，提供純白色和深海軍藍色兩種
顏色可選，以精湛的手工工藝，打造低調吸
睛的時尚造型。

■ Silk Capsule 限
量 Viva
Viva蝴蝶手袋
蝴蝶手袋

着數 Guide

文︰雨文

今個夏天，長時間戴口罩，肌
膚特別容易出油及失衡，引致暗
粒、粉刺及暗瘡等問題出現，肌
膚亦更易暗啞無光。FANCL 帶來
限量版亮白修護粉末，可吸收多
餘的汗水及油脂，掃走黏膩感，
同時美白提亮，令肌膚保持清
爽、富透亮感。例如，清爽版輕

手工皮革跑鞋低調吸睛

蝴蝶手袋 耀眼奪目感
自上世紀 60 年代以來， Ferragamo 桑蠶印花絲巾一直
是 Salvatore Ferragamo 工藝的經典象徵，巧妙地融合了匠
心技藝和意大利傳統裝飾風格，今次品牌推出限量 Viva
蝴蝶手袋，專為旗艦店而設計，全球僅 50 件，延續品牌
經典，並會聚品牌絲巾典藏中的多種標誌性印花元素，如
花卉、蝴蝶、大象和矢車菊等，配合新穎的 Viva Bow
Bag設計，打造夏季耀眼奪目的迷人主角。

美麗密碼

■女裝款式

包裝推出，今個月份只要到旺角
朗豪坊 Pop-Up Store 及 Facesss 均
可享有 8 折優惠（$416）。想 15
分鐘有明顯提拉、緊緻、嫩膚、
補水、撫平紋理等效果，品牌的
星級面膜能因應肌膚各種訴求，
針對性改善你的面部問題。

因應新一輪的最新防疫措施市
民用膳所需，新鴻基地產（新
地）旗下九大商場apm、大埔超級
城、世貿中心、元朗廣場、新翠
商場、置富南區廣場、新鴻基中
心、海港中心及利港中心，計劃
推出一系列外賣自取優惠，包括
率先推出「新地美食一站通」網

上外賣自取平台 (www.happybuymall.com)，方便全港市民安心線
上即時落單，線下按時取餐，首
階段精選約50間食肆提供超過500
多款餐單及獨家餐飲優惠。顧客
只須登入平台，中西意法日泰韓
等世界各地美食一應俱全，顧客
可以隨時隨地輕鬆點餐，即時透

線上線下購物低至半價
受疫情影響，大家都盡可能選
擇留在家中抗疫，避免出外購
物。為此， Facesss 特意由即日起
至 8 月 23 日期間，於三間門市和
網上平店同時推出多個限時獨家
優惠，即使留在家中都無減購物
慾，足不出戶亦可以購買心儀的

美妝及護膚產品，非常方便。加
上 ， 全 線 分 店 更 舉 行 Summer
AWESOME SHOP & SAVE 好折
．好賞推廣活動，超過五十個美
容品牌推出獨家優惠，部分精選
套裝更低至半價。購買指定精選
美容套裝，即可額外獲贈

過多個流動支付平台繳費，大大
節省輪候時間。「新地美食一站
通」網上平台特別推出超筍優
惠，於推廣期內透過網上平台消
費滿HK$80，即時立減HK$20。
beYOUty 印章兩個，儲滿指定數
量印章就可以換領限定精美禮
品。精選優惠同時在線上線下平
台推出，只需要登入到(https://bit.
ly/3eyF4ur)，網上訂購淨額滿 HK
$1,000 更可尊享免費本地送貨及
Facesss HK$50 購物禮券留待下次
消費使用，線上線下同樣享有精
彩禮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