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誇飾潮
鎖骨上的裝飾，
完美襯出潮流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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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選高跟鞋
3款高跟鞋
令人不禁窺探裙下的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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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裡的婚禮
Jeanne Beker 教妳如何穿著
既保暖又時尚
第3頁

新娘特集

有借有藍：忘記哪些婚禮習俗吧！當妳有內幕消息，就不需再祈求好運氣。
今期，我們率先曝光即將開幕的人氣婚紗店最新婚紗款式，附上實用貼士，
助妳為人生最浪漫的一日作最好的準備。（提示：從腳開始）
第4頁
lazaro dress, available at kleinfeld hudson’s bay: imax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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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main
spring 2014

注目之選

鎖骨上的美飾引誘

radar

Accessory 對造型十分重要，甚至常常成為造型的命脈和
亮點；配上一條屬於你的頸鏈，或已流行多季的 statement
necklace，教人一見難忘。

為你搜羅環球
潮人、潮事、潮物。

LOVE:
風趣女郎

GET:
GWEN 上身

Vogue 二月號封面上的 Lena
Dunham 令我們心跳加速，看過 Elle
雜誌的 Mindy Kaling 和月頭金球獎上
的 Tina 和 Amy，我們喜於聚光燈下
見到這位聰明風趣的女郎。

如果妳等不及 Gwen Stefani 和
牛仔大師 Micheal Glasser 聯手
推出的最新春季服裝系列，讓妳
的十指領先潮流，塗上她與 OPI
合作，新鮮出爐的指彩系列吧！

—Ingrie Williams

1.鋒芒不露 奪目的水晶和蕾絲細節，以及
Caovilla 的招牌銀色閃令鞋底，穿上它讓妳感覺
自己就是公主。Rene Caovilla Cater heel, $1,200,
Davids 門店及 davidsfootwear.com 有售賣
2.皇室浪漫 這款以施華洛世奇水晶扣裝飾，
充滿線條美的細跟高跟鞋，簡直是一件藝術品。
Roger Vivier rose satin heel, $1,840,
Holt Renfrew 有售
3.派對熱情 佈滿全鞋的彩色閃光碎片
令這雙尖頭高跟鞋“升呢”成為晚宴最佳之選。
Kate Spade 高跟鞋, $380, Davids 門店及
davidsfootwear.com 有售

搶眼立方
幾何方塊項鍊，令人愛不釋手，
與白色T恤或黑色小禮服最合
襯，輕易成為派對焦點。
Vince Camuto
Factory Girl necklace,
$128, 個別 Hudson’s Bay 有售

KNOW:
WINTOUR’s 的榮耀

紐約的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改為以 Vogue 主編 Anna Wintour
命名， 她是博物館的理事和每年Met
Gala 慈善晚會的主要資金募集者，
以後，記得改口跟出租車司機說
“請送我去 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 ”。

WEAR:
SJP 最新系列

鞋癡們要留意了，2月28日，最新
Sarah Jessica Parker 鞋裝系列於
nordstrom.com 開售啦，希望有到
加拿大的運送服務，Carrie T-strap
和 Allison Bootie 將會是我們的搶購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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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語少女
以花卉作主體的設計教人
心動，花蕾的鮮黃色，
搶眼有玩味。
Armed Berkley
necklace, $175,
upandarmed.com 有售

紫色妖媚
如果著裝要求（dress code）是黑色和
大膽前衛，沒有比眼前這條搶眼的李
子造型霧色水晶項鏈更好的選擇了。
Alexis Bittar crystal necklace,
$595, at Holt Renfrew 有售
閃耀迷人
閃閃生輝的素色串連項鏈，是萬能的調味劑，
任何造型戴上它都能加添獨特氣質。
Banana Republic Wish necklace,
$62, bananarepublic.ca 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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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示範

Alexa
Chung

深受傳媒喜愛的模特兒
艾里珊鍾 (Alexa Chung)
這身充滿光彩的裝扮，
讓我們看到，白色連衣裙
不止用於婚宴場合。

為鞋癡狂

若然我說，有藉口豪買新娘鞋是整個婚
禮過程中最開心環節，無論是新娘，伴
娘還是來賓，相信無人反對；但，這些
閃亮耀眼的鞋子只能穿一次嗎？不，這
裡有既適合當新娘鞋，又適合多個場合
穿著的選擇，保證每次穿上它，都能贏
得掌聲，光彩照人！

—Alex laws

一身純白

祇需輕輕一按，就可令新娘妝維持在“就像
剛化好妝的樣子”，只需噴幾噴這細緻透薄
的噴霧，妳的底妝，煙薰眼妝和新娘妝可
以18小時一直保持自然健康有光澤，妝容
永遠新鮮! 因此，妳不用再擔心會糊妝、脫
妝，可以專注於那些對的事情上：感受這
美好的一刻，說“我願意”，盡情為每一個
值得感動的一刻激動臉紅。
—DEBORAH FULSANG
Mary Kay Finishing Spray, $18, marykay.presscentre.com 有售

RADAR 每天上午為妳提供最新時裝及美妝情報，請瀏覽 thekit.ca

幹練帥氣
傳統男裝外套的剪裁外衣，
披在裸露的肩膀，輕鬆隨意，
而且不會遮蓋內裡的性感。

簡潔順眼

小貼士
冬季也適合穿白色，關鍵
是要選擇有紋理質感並有重
量的布料（如混毛和織錦）
，以配合季節需要（還
可以收藏肥拙）。

高跟男鞋子
包裹腳踝系帶設計的黑色尖
頭高跟鞋，令整個造型變得
經典，楔型鞋款 (wedges)
舒適並散發出時尚感。

無佩戴任何首飾，也沒有
穿絲襪，光潔的肌膚和搶
眼的紅唇已經是這身打扮
的最佳配飾，整個人看起
來乾淨利索，散發出剛柔
並重的氣息。

jeanne信箱
下個月，我要去渥太華參加婚禮，在寒冷的天氣，應該如何挑選赴婚宴的
禮服 ? 可以給我一些建議麼 ? －Chelsea
親愛的 CHELSEA :
妳有機會去參加一個冬季婚
禮，真是替你高興；我發現這類
充滿浪漫和愛的活動，總愛發生
在有可能很冷的這幾個月份。
photography: getty images (kaling, wintour and parker).

妝容
保鮮噴霧

手袋贊
小型盒狀手抓包值得一贊，
恰到好處地聯結這身打扮的
華麗感和少女味。

Photography: geoffrey ross (PRODUCT), Off-Figure stylist: Kate Corbett/Plutino Group; Peter Stigt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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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的奇蹟

性感富女人味的甜心形
開領抹胸白色連衣裙，
與灰色正裝外套形成對
比效果，襯成一絕。

無論在甚麼天氣和溫度，妳
都希望能穿著時尚優雅，關鍵就
在於布料的選擇。
在較為寒冷的天氣裡，我
會建議選擇天鵝絨或者凸花圖案
的錦緞，甚至是色丁，都能有絕
妙的效果。在市場上不難找到很
好的彈力色丁布料的雞尾酒會禮
服，它們漂亮迷人，舒適，適合
旅行；品牌方面可以試試Nicole
Miller 或者David Meister。

攝於：1975年
JEANNE BEKER 婚禮

無光織物也是寒冬晚禮服
一個優雅和極好的選擇（記得在
我第一次結婚的婚禮上，那時約
摸是70年代中期，我穿的就是

一件極其漂亮的白色無光織物吊
帶裙，外披一件帶帽的，內裡
是白色色丁的針織外套）。Lida
Baday 和 Greta Constantine 是
兩個很不錯的加拿大品牌，它們
有很多漂亮的針織連衣裙，易穿
而且很華麗，全年穿都可以，還
適合旅行使用。

很“熱”的加拿大品牌Smythe挑
選吧，它們有一些很好的小禮服
西裝褸。

妳還可以為妳的雞尾酒會禮
服增添冬天氣息，可以在袖領部
位加上毛毛細節，當然我說的是
人造毛。

至於鞋子部分，也許你想
用一雙綁帶晚宴涼鞋為你的晚裝
打扮畫上完美的句號，然而，一
雙設計獨特的高跟鞋是你衣櫥必
備，但要保證妳那新娘鞋高度絕
對舒適，除非妳打算一碰舞池就
把鞋子踢掉。

如果妳去古著店，不難發現
一些很棒的選擇，如那些綴珠裝
飾的小開襟毛衣，能輕易為妳的
造型加添魅力和舒適感，如果妳
穿的是無袖禮服，它必定是妳隨
手可得的最佳搭配。
我亦很喜歡在雞尾酒小禮服
外加一件西裝禮服外套，去最近

裸色或者純黑色的長筒褲
襪是冬季必備。我的個人偏愛依
然是裸色魚網絲襪，它性感，時
髦，即使與膚色有所偏離效果依
然完美。

歡迎email 妳的問題到
askjeanne@thekit.ca.
Jeanne Beker, Toronto Star 特約編輯
Fashion Television Channel 主持人
Follow on Twitter @Jeanne_Beker

4 | THEKIT.ca | feature

feature | THEKIT.ca | 5

線條流麗
篷篷舞會裙一直是每個女士心目中童話故事的女主角，
然而，屬於現代的摩登公主，我們建議輪廓可以柔和些，
代替從腰位開始的大篷裙，選擇豐富多層次的款式，
可愛而不失時尚。

夢幻嫁衣

Best for 無肩帶款式適合多種身形的新娘，
但注意衣服尺寸必須要合適，上身部分要剛好貼身
且胸前要確保貼服，不要留有空隙也不宜有肉溢出；
還要留意裙子的重量令胸衣有下墜的危險。

因 Say Yes to the Dress 節目迅速爆紅的Kleinfeld婚紗店，每位新娘
都渴望能到此尋找自己的夢想婚紗。專門店於今年5月就在加拿大開
店，各種華麗，浪漫，現代和傳統的婚紗禮服，還有舞會式新娘禮服，
想到的在這裡都能找到。

RIVINI ESTELLA 晚禮服, $6,235, 及 LAURA JAYNE 髮梳
頭飾, $245, 2014年5月 KLEINFELD HUDSON’S BAY 有售

編輯：VANESSA TAYLOR
攝影: LILY & LILAC

Kleinfeld Hudson’s Bay 專門店位倫多多分店將於今年5月隆重開業 ，想來挑選婚紗的新娘們現在
就可以開始提前預約了。這家發源於紐約市的婚紗店因一個真人秀節目 Say Yes to the Dress 而成為
遠近聞名的婚紗天堂。
專門店位於 Queen St. W. 的 Hudson’s Bay 內，面積超過2萬平方尺，提供超過600款價格由$1,500
到 $30,000不等的婚紗－包括亚洲以及印度傳统婚紗莎麗服。
“Hudson’s Bay 已經是幾代人選購禮品的首選，”Hudson’s Bay 婚禮部發言人 Jessica Mulroney 說
道。“擴展婚禮業務很自然成為下一步。”屆時，Maison Birks boutique 以及紐約流行的服裝，包括
Pnina Tornai, Lazaro 和 Reem Acra 禮服，以及精選的加拿大本地設計師包括 Greta Constantine 和
David Dixon 的產品都會進駐。

高貴夢幻
想要看起來充滿浪漫又有復古
味道，不想要全遮蓋的長袖款
式，就選這條胸領位拼接半透
蕾絲的圓領短袖婚紗吧！若隱
若現的鎖骨加上甜心形領口，
驚艷的細節，完美的線條，
塑造古典而高貴的韻味。
Best for 貼身性感的款式
適合沙漏身形的新娘，
凸現曲線玲瓏的美好身段。
REEM ACRA 蕾絲婚紗禮服，$10,300, 2014年5月
KLEINFELD HUDSON’S BAY 有售；
BIRKS ROSÉE DU MATIN 系列白金鑽石
戒指，$4,295，MAISONBIRKS.COM 有售;
CAROLE TANENBAUM 復古系列水晶手鐲, $650,
TNT 及 CAROLETANENBAUM.COM 有售。

華麗珠寶
在旅行婚禮或者BBQ酒會婚禮上，輕柔紗質的簡單裙款，
加上搶眼的主體珠寶裝飾，猶如皇室般高貴典雅；胸前，
頸位以及腰間的串聯裝飾充滿藝術感，從內而外散發出
嬌麗優雅魅力。
Best for 高腰裙款適合下半身較為豐滿的新娘，
將視線吸引在較瘦的部位，掩飾腿部和臀部的缺點，
同時更有拉長身形的效果。

珠飾肩袖

如果抹胸款式不適合妳，那些在
不經意位置使用了閃亮設計的
款式或許能給你帶來驚喜：例如
鑲嵌在邊緣上，搭在袖子上，或
者背後垂下的閃閃元素，就如這
款婚紗，獨特之處就在肩袖的裝
飾，以無數細小珍珠和水晶緊密
聯結而成，形成視覺焦點，華麗
奪目，讓我們不禁愛上它。

NAEEM KHAN 珠飾長婚紗禮服，$6,595,
2014年 KLEINFELD HUDSON’S BAY有售；
MAISON BIRKS 碎鑽寶石珍珠耳環，
$2,650, MAISONBIRKS.COM 有售。
化妝髮型 : SHERI STROH FOR MAKE UP FOR EVER/TRESEMMÉ HAIR CARE/
PLUTINO GROUP
鮮花 : BOTANY FLORAL STUDIO/BOTANYFLOWERS.CA
拍攝地點 : SHANGRI-LA HOTEL IN TORONTO, SHANGRI-LA.COM/TORONTO

Best for 胸前綁結設計及
領口線條細節，適合胸部較平
的新娘。
REEM ACRA OLIVIA 禮服,
$6,600, 2014年5月 KLEINFELD
HUDSON’S BAY有售；
BIRKS 白金珍珠碎鑽戒指,
$2,250, BIRKS 獨家發售 ;
BIRKS ROSÉE DU MATIN
系列,白金鑽石項鍊, $1,295,
MAISONBIRKS.COM有售;
PAVÉ 珍珠鑽石耳環, $2,650,
MAISONBIRKS.COM有售。

婚禮的秘密武器
Linea Intima 品牌持有人 Liliana Mann,與大家分享選購婚紗內衣心得。
1.購買胸圍必須要試穿

2.接近妳的膚色，不是妳的服裝

3.無需懼怕，妳有整形內衣

親身試穿非常重要，可以幫妳找到最適合妳體型的款
式和剪裁，如果妳需要有承托效果的胸圍，就別執意
要那些露背款式。

內衣應該是裸色以貼近妳的膚色，不是純白色或者米白色。
現今流行拍攝婚紗照時，喜歡露出的些許內衣，造成的效
果就像禮服下的陰影，但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會出現的。

體型不夠完美 ? 不用怕！對付身上這些“小”瑕疵，
矯形內衣能幫到妳，它們能隱惡揚善 ，修飾身形曲
線，而且穿著一整天依然感覺舒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