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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22月月44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1年2月4日（星期四）

2021年2月4日（星期四）

□獻禮一名額︰80位
大埔超級城「牛年添運利是封」

□獻禮二名額︰40位
新地8大商場「Sharp醒潮玩」利
是封

□獻禮三名額︰40位
apm萌爆潮牛利是封

□獻禮四名額︰20位
荷里活廣場「金牛滿屋」4D限量
版利是封禮盒

□獻禮五名額︰20位
iSQUARE 「書藝家．賴逸橋」限
量版利是封

□獻禮六名額︰20位
港鐵商場 「花開蝶舞．門迎喜
慶」利是封

□獻禮七名額︰20位
太古城中心「幸福玩樂」利是封

□獻禮八名額︰15位
黃埔天地「花綻．雲彩慶豐年」
利是封

□獻禮九名額︰10位
昂坪360 「Make A Wish！童夢
成真」利是封

□獻禮十名額︰10位
MegaBox 花開富貴利是封

□獻禮十一名額︰10位
荃灣廣場「『胖』你幸福」利是
封

□獻禮十二名額︰10位
新達廣場「『胖』你幸福」利是
封

□獻禮十三名額︰10位
新城市廣場 LEGO 12生肖造型
minifigures利是封

□獻禮十四名額︰10位
東薈城名店倉 限量版M&M's 80
周年紀念利是封

□獻禮十五名額︰10位
馬鞍山中心富貴安康利是封

□獻禮十六名額︰10位
朗豪坊「瀛」格利是封

□獻禮十七名額︰10位
MOKO新世紀廣場「春の祝福」
利是封

□獻禮十八名額︰10位
LCX Fit爆金牛利是封

□獻禮十九名額︰10位
YOHO MALL形點 「菓碩豐盈」
利是封

□獻禮二十名額︰10位
新都會廣場「100%行運牛奶」利
是封

□獻禮二十一名額︰10位
恒基七大商場年宵．傳城賀年利
是封

□獻禮二十二名額︰10位
西寶城迎春接福利是封

□獻禮二十三名額︰10位
將軍澳中心 Frozen夢幻禮封

截止日期：2月8日

新春巡禮新春巡禮

送鼠迎牛封祝美意
辛丑牛年將至，不少商場在各式各樣的
新春布置下，準備了一系列個性獨特的賀
年利是封，供大家消費換購。利是封的設
計愈來愈見心思，今年更有不少牛牛造
型，玩味十足好意頭。而且，不少人對一
些精美的利是封不捨得用，只作收藏。

一套五款「牛年添運利是封」，設計以
辛丑牛年為主角，並以漫畫風格來勾勒出
牛所代表的活力、勤奮和堅毅，配搭象徵
財富幸運的紅黃金三色，祝願大家新一年
元氣滿滿、笑口常開，身體健康，充滿正
能量迎接新年的來臨。

大埔超級城牛年添運1

新地8大商場 Sharp醒潮玩2

以「反
斗奇兵」
5 大主角
配合色彩
鮮 艷 的
Sharp 醒
色為設計
概 念 的
「Sharp醒潮玩」利是封，配合手感十
足的凹凸效果、閃爍璀璨的熨金圖案，
為大家帶來滿滿祝福。

apm牛運當頭3

精心設計
的萌爆潮牛
利是封，可
愛牛頭造型
配 金 色 牛
角，寓意牛
運當頭，為利是封增添趣味，更特別加入
個人化元素，可隨自己喜好印上專屬名字
或自選搞笑祝福潮語，如壯健如牛、荷包
常滿、步步升呢。

荷里活廣場金牛滿屋4

內藏一套五
款的「金牛滿
屋」4D限量版
利是封禮盒套
裝，以立體黃金
屋形牛奶盒作為包裝禮盒，寓意新一年
人人荷包豐足，黃金堆滿屋。

iSQUARE 如意吉祥5

利是封匯集由書藝家．
賴逸橋親筆撰寫的祝福語
句，配以色彩奪目的顏色
作設計理念，每款利是封
均送給大家「如意吉
祥」、「大吉大利」的賀年祝福。

港鐵商場花開蝶舞6

以喜慶春花
及舞動彩蝶為設
計主題的「花開
蝶舞．門迎喜
慶」利是封，印
有不同賀年3D立體設計圖案，如祝福
滿滿的桃花、色彩斑斕的牡丹等。

太古城中心幸福玩樂7

四款現代復古
風格設計的「幸福
玩樂」利是封套
裝，配上大熱Ins-
tagram 濾 鏡 遊
戲，玩味之餘別具現代感，齊齊LIVE
HAPPY！

黃埔天地花綻雲彩8

一套兩款「花
綻．雲彩慶豐年」
利是封，兩者拼湊
出一幀花開山景，
祝願好運豐盛！

昂坪360 童夢成真9

配搭可愛畫
風及卡通插圖
印製的「Make
A Wish！童夢
成 真 」 利 是
封，一筆一劃注滿孩子純真的祝福。

MegaBox 花開富貴10

利是
封以傳
統「花
開 富
貴」為
設計，分別有長封及短封設計，寓意
花開富貴。

荃灣廣場「胖」你幸福11

一套四款「胖」你
幸福」利是封，可愛
搞鬼的為食妹配上貼
地的祝福語。新達廣場豐食健康12

圈粉
無數的
為食妹
限量版
「『胖
』你幸福」利是封，有豐食、健康、財
富及良緣的元素。

新城市廣場壯健如牛13

一共 12款的以
LEGO 12 生肖造
型minifigures利是
封套裝，大玩諧音
食字祝福語，如壯
健如牛等，散發牛年身壯力健的正能量。

東薈城名店倉利是豆來14

以四位M&M's
主角造型設計的
限量版M&M's 80
周 年 紀 念 利 是
封，如阿綠於如
意吉祥的綠色利是封上向大家送上飛
吻，盼各位能把「利是豆來」。

馬鞍山中心富貴安康15

印有閃爍金牛的「富貴安
康利是封」，趣怪金牛捧着
大桔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歲
歲平安！

朗豪坊「瀛」格趣致16

一套四款的
「瀛」格利是
封，分別印有
TSUM TSUM
12生肖趣致造
型，以青海波及櫻花等日系印花圖案
點綴，象徵幸運及祝福。

MOKO新世紀廣場春の祝福17

一套四款以蝴
蝶飛舞、蜜蜂豐
足、孔雀開屏及錦
鯉躍水為主題的
「春の祝福」利是
封，祝願新一年萬象更新。

LCX Fit爆金牛18

設計獨特的 Fit
爆金牛利是封，健
碩金牛隱藏在屋仔
牛奶盒內寓意金牛
滿屋、六腹齊來。

YOHO MALL形點菓碩豐盈19

優雅文青風的
「菓碩豐盈」利是
封，展現四款色彩
斑斕的農作物番
茄、五彩椒、蝶豆
花及玉米，祈盼豐足常樂。

新都會廣場 100%行運20

「100% 行 運
牛奶」利是封玩
味十足，用上牛
奶樽外形的出位
設計，寓意金牛迎新歲。

恒基七大商場年宵傳城21

一套六個以醒獅、
大吉、年花三種新年
習俗主題的年宵．傳
城賀年利是封，以金
色入封襯托大紅色的鏤空紙雕藝術。

將軍澳中心人氣夢幻23

一套四款人氣
動畫 Frozen 夢幻
禮封，採用兩層禮
封設計，外封以3
位主角造型設計，
其背後的縷空魔法樹葉圖案調皮地透出祝
福賀語。

新春獻禮新春獻禮
今期，趁着辛丑牛年即將來臨，大埔超級城、新地8大
商場（Mikiki、東港城、life@KCC及上水廣場等）、
apm、荷里活廣場、iSQUARE、港鐵商場（德福廣場、
青衣城、PopCorn及The LOHAS康城等）、太古城中
心、黃埔天地、昂坪360、MegaBox、荃灣廣場、新達廣
場、新城市廣場、東薈城名店倉、馬鞍山中心、朗豪坊、
MOKO新世紀廣場、LCX、YOHO MALL形點、新都

會廣場、恒基七大商場（新都城中心2期及3期、MOSTown
新港城中心及屯門時代廣場等）、西寶城及將軍澳中心均
送出新春禮物給大家。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在下列選出一
份心水禮物，填妥表格，並附貼上HK$10郵資的A4回
郵公文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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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人歌手黃筠兒Chloe在英國大學畢業後
回港即加入演藝界，去年在網劇《快樂

520》中備受關注，2021年將會推出新歌，現
正密鑼緊鼓籌備。其經理人公司對Chloe要
求甚高，疫情下並沒有停下來，一直有安排
她跟名師學唱歌跳舞，更勤練體能，努力操
出馬甲線。早前Chloe由經理人陪同到名店
試衫並為Max Mara品牌拍照，可見其狀態
甚佳，Chloe分享說︰「好開心得到品牌的支
持，品牌的衫好靚好Stylish，影出來的相片
大家都很鍾意，品牌的意大利總部都有在社
交平台上發布，在此一定要多謝攝影師。」
對於今年將會推出新歌，Chloe非常期待和興
奮，希望到時香港及內地的樂迷會喜歡。

大膽風格畫龍點睛
Berluti代言人彭于晏身穿品牌
今年新春限定系列，為全新色
調「西馬爾紅」作最佳演
繹，在利落搶眼的紅色小牛
皮 biker jacket 下 ，搭配
SIGNATURE Canvas 圖紋
黑紅針織衫，並襯上 Un
Jour Gulliver迷你斜揹袋，盡
顯瀟灑的紳士魅力。腳踏同為
黑紅時尚格調的Stellar休閒鞋
為整體造型畫龍點睛，優雅獨
特並展現無所畏懼的大膽風
格，為今年開啟美好篇章。

休閒輕巧歡慶牛年
MARNI 推出全

新2021中國新年特
別系列，歡慶牛年
的到來，明亮復
古的色彩，相伴
休閒輕巧的造
型，整個系列
包含了成衣及
手袋，已於精
品店正式發
售。

「褲」喜齊來好運常伴
當然，農曆新年傳統都會添置新
衣，尤其換上亮眼褲款，寓意大富大
貴迎來好運，新春期間多款褲裝以高
CP值限定新年優惠價發售，超彈性
物料穿着舒適，如SMART 9分褲利
落剪裁，修飾雙腿線條，適合入手作
新年服飾，在一年之始揭開元氣滿滿
新一章。

牛年新春打扮系列牛年新春打扮系列

穿
新
衣
迎
新
歲

金牛年即將來臨金牛年即將來臨，，

為陪伴大家圓滿告別為陪伴大家圓滿告別

鼠年及迎接新歲鼠年及迎接新歲，，多多

個品牌推出限定新春個品牌推出限定新春

系列系列，，更邀得影星藝更邀得影星藝

人示範穿搭人示範穿搭，，方便大方便大

家 添 置 新 裝 送 舊 迎家 添 置 新 裝 送 舊 迎

新新 ，， 帶 着 好 運 迎 新帶 着 好 運 迎 新

歲歲！！ 文︰雨文文︰雨文

●●藝人歌手黃筠兒
藝人歌手黃筠兒ChloeChloe在英國在英國大學畢業後回港即加入演藝界

大學畢業後回港即加入演藝界，，早前為品牌拍照
早前為品牌拍照。。

●●ChloeChloe為品牌拍照最新系列服裝為品牌拍照最新系列服裝

●●彭于晏身穿彭于晏身穿
BerlutiBerluti 今年新今年新
春限定系列春限定系列

●●新春限定系列新春限定系列
●●SMARTSMART 99分褲新年限定分褲新年限定

●●BOSSBOSS全球代言人李易峰全球代言人李易峰、、品牌大使品牌大使
朱正廷演繹朱正廷演繹20212021農曆新年系列農曆新年系列，，靈感靈感
來自中國傳統圖案來自中國傳統圖案，，以精緻的工藝將獨以精緻的工藝將獨
特的生肖圖案綴飾在經典單品上特的生肖圖案綴飾在經典單品上。。

西寶城迎春接福22

「迎春接福
利是封」以寓意
吉祥的紅色為主
調，中間印上
「福」字，配上
日系印花圖案點綴，帶來滿滿的祝福。

文︰雨文

●●中國新年中國新年
特別系列特別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