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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新風尚
從運動元素，到未來時代和民俗風－教妳如何將時裝周T台最熱潮流焦點，
轉化到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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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搜羅
環球潮人、
潮事、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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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T: Prabal 甲色

設計師Prabal Gurung, 為配合他本
月初於紐約舉辦的2014秋季時裝展，
找來Sally Hansen創造新一系列指甲
油，靈感來自Gurung的生長地－尼
泊爾，包括3個顏色－杜鵑色、盧比紅
及喜馬拉雅白。＄9 / 瓶，9月於各大
Shoppers Drug Mart 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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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 Deyn’s 的衣服
早於「街頭風格」名詞出現之前，她已經
是一位街頭潮流明星－模特兒
Agyness Deyn 於她的時尚事業再作
新嘗試，繼早前跟Dr. Martens 合作
設計鞋款後，她將推出個人品牌
「Title A」，品牌將以Deyn 一貫的
中性風格為主，今個春季於
titlea.com 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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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E: 回收衣物

H&M 聯合My Clean City 機構，希望
可以出一分力，幫助地球減少衣物
浪費，每向H&M 捐一袋閑置衣物，
即可獲得＄5的現金券，於門店消費
＄30或以上即可兌換。詳情請瀏覽
hm.com/ca/longlivefashion

全新

您的 DREAMTONE 系列 NO. 1
亮白膚色
7

support: Vans聯乘Della
我們喜歡這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系列：
加州的時尚品牌Della 在西非的加納村
（Ghana）僱用當地婦女，運用當地
原料，以手繪創作出獨一無二的布料，
做成Vans 一系列圖案豐富的便鞋，
因布料不同圖案不同，令每雙鞋都擁有
獨特感覺。定價＄65，
littleburgundyshoes.com 有售。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膚 色 。 更 亮 白 透 澈。
全新

系列
特 製 修 復 膚 色 精 華 素
淡 化 黑 斑 － 令 膚 色 均 勻 － 改 善 皮 膚 色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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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風情

迫不及待想同陽光玩遊戲 ? 為你的衣櫥添上一份清新氣息，無論任何時刻，
心情也會愉悅起來，充滿活力和朝氣。

know: Shenae
Grimes-Beech 聯乘
Annabelle Cosmetics
推出化妝品
她出生於多倫多，是一個時裝美容
博客主，又是美劇《90210》的
主演：明星Shenae Grimes-Beech
成為加拿大化妝品牌Annabelle
的新面孔，我們找不到比它更完美
的選擇。Shenae，恭喜了！

1. 鳳梨可樂達：設計簡潔的跨肩包，輕便無負擔，輕鬆增添春天色
彩；2. 打起精神：柔滑的膏質，為你的嬌唇提供一整天的補濕滋潤，
輕薄的色彩還可用作胭脂。Maybelline New York Baby Lips SPF
20 潤唇膏，Peach Kiss and 及Quenched , $5／個，各大藥方有
售。3. 平底的舒適：輕便易穿，簡單設計加柔軟的皮質，很適合溫
暖的天氣在市區閒逛，在海邊木道上漫步一樣適宜。Franco Sarto
Venezia 鞋，＄100,Heel Boy 門店有售。4. 海灘的熱情：花卉圖案
的泳裝可以令你在海灘人群裡格外搶眼。Huit Tropic Jungle foam
無肩帶比堅尼上衣，$85, 泳褲，$60, deuxiemepeau.com 有

售。5. 陽光的蔭庇：面對烈日，何不戴上太阳眼鏡而免除斜視瞇眼
的情況，更能為你的造型增添酷味。Lovella 硬框太阳眼鏡，＄355
，Josephson Opticians 門店有售。6. 日光裡的享受：含豐富的保濕
燕麥蛋白乳液，幫助肌膚解渴，並有效保護皮膚免受UVA 及UVB 侵
害。 Aveeno Protect + Hydrate Sunscreen Lotion SPF 30, $16
，各大零售店有售。7. 一流的包裝：一條輕便的圍巾，既可在清涼的
夜晚和機倉為妳帶來溫暖，在沙灘上還可以用作紗籠。Roots 圍巾，
＄30／條，roots.com 有售。
編輯： natasha bruno. 攝影：adrian armstrong

online Radar 每天上午為妳提供最新時裝及美妝情報，請瀏覽thekit.ca

Jeanne 問... Jenna Lyons

15,000

凡 購 買 任 何 L A N C Ô M E 產 品 滿 $15 0
即可賺取以上 SHOPPERS OPTIMUM額外積分*

*優惠適用於使用有效Shoppers Optimum Card®購買指定產品，在扣除折扣及回贈之後的稅前總金額。不管購物總金額多少，每次優惠最多只可賺取15,000分。此優惠不包
括RBC® Shoppers Optimum® MasterCard®積分及有關RBC® Shoppers Optimum®銀行賬戶的積分。不能與其他任何優惠或推廣同時使用。優惠期至2014年3月21日止，數量有
限，售完即止。我們保留限制售量的權利。不設rainchecks。優惠若有任何更改或終止，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向店內美容師查詢。

Photography: getty images (agyness deyn, shenae grimes-beech and jcrew).

獲得

J.Crew 創意總監 Jenna Lyons 可能不是公眾
心目中的時尚 icon，但於時尚圈裏，她絕對
是享負盛名的人物，憑著自然幹練的設計風
格，將J.Crew 品牌推到流行時裝的尖端。多
倫多新店開業（110 Bloor St. W. ),受德國柏林
氣氛所啓發，充滿1920年代氣息的秋冬系列
服飾，完全彰顯出女性那份自信美。J.Crew
一直為廣大女性提供易穿，內斂，卻引人矚
目的設計。本月初，有幸與這位謙虛的天才
設計師暢談一番，實在難得。
JB: 今季那些顏色暗沈，寬鬆懶散的剪裁長
褲在模特身上很好看，但，個別褲型對於大
部份女性來講似乎需要慢慢適應，妳會如何
誘服女性去嘗試一些超出她們舒適範圍的穿
衣風格呢 ?

j.crew
fall 2014
collection

JL: 我從來不會試圖說服任何人去嘗試任何
事。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感覺舒適的打扮能
為妳帶來自信。但有些女性，當低腰牛仔褲
潮流來了，她會跟我說，“噢！這個不適合
我，我年紀太大，我又太這個，又太那個…
」；奇怪的是，10 年後，當低腰牛仔褲熱
潮不再了，那些跟我說過“我穿不了低腰牛
仔褲！」的女生，又會說“現在我穿不了高

腰款」。大家確實是需要點時間來調整，妳
什麼時候準備好了，就什麼時候去做。
JB: 目前時裝界百花齊放，妳認為現時時裝
界是否處於特別燦爛的時期 ?
JL: 我希望大家的節奏可以放慢點，以往大
家會以十年為一個年代，現在只是三數年而
已；過往，潮流變化需要十年八載……現
在，今年流行的不會帶到明年。雖然如此，
我還是喜歡這個節奏裡的一點：你可以不受
任何束縛，將你那獨立而個人的想法隨時實
踐，這是非常有趣的。
JB: 憑著妳對時裝的熱忱，令妳在業界可以
多年屹立不到。但，有時會出現妳無法控制
的情況，例如縱使你已成為品牌的代表，但
妳的粉絲依然未覺滿足。
JL: 每次聽到別人討論這一點，我都會覺得
很震驚，覺得難以置信，我竟然會得到如此
贊賞。其實真得很難滿足她們的期望，我已
經很少機會親自操刀設計服裝，畢竟這不是
我的工作範疇，我現在的工作是：鼓勵和啓
發我的團隊，讓他們發揮出最好的潛力。每

次談論這一點我都覺得很心虛，因為不是我
做的。但，聽到別人的美言，或者當有人要
求跟妳合照時，感覺總是美好的。不過，如
果我將功勞歸功於我個人，相信我的助理一
定不會放過我！
JB: 對於那些需要鼓勵的女生們，在這個季
度來臨前，你會想跟她們說些什麼呢 ?
JL: 我認為，其中最重要一點，不是風格問
題，而是要不怕犯錯。事實上，我經常犯
錯！女生常常對自己很苛刻，對自己要求和
期望都很高，我想，犯些錯誤無傷大雅，所
以，我會鼓勵大家嘗試改變，試一些不同的
東西…，也許這會是個災難，但也極有可能
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專訪內容經編輯縮寫，想看完整版，
請瀏覽thekit.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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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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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指南

chanel

潮流看點

各品牌2014春夏新裝陸續出籠，全球時裝精都陷入瘋狂！我們從服飾到髮型再到妝容，逐一為妳挖掘新鮮出爐的最熱潮流，
vanessa taylor and deborah fulsang
教妳如何從中獲取靈感，掌握並駕馭它

未來時代感

miu miu

anna sui

運動元素
dkny

marni

rag & bone

prada

數年前我們已於T臺看到一些跳動的運動細胞，但從未見過運動
元素如本季般佔據如此重要地位。當運動員於舞臺的前排出現時，
揭示著運動與高級時裝的融合進入白熱化階段。從校園的經典條紋，
到傳統的長筒襪，設計師將運動條紋注入所有設計中，包括型格的
連身褲和高貴的珠寶晚裝。

妝容貼士 在時尚遭遇運動的舞臺上，化妝是提升的關鍵，容光煥發的膚色和
橘紅唇色，有效地令陽光少女味與唯美 tomboy 風格生成「對位法則」。

donna karan

妝容貼士 妝容要呼應服飾所帶出自由奔放的感覺，可以
試試全臉透出陽光氣息的化妝：充滿光澤的紅潤臉頰，幾乎
無睫毛膏的眼睛以及自然的唇色是要點。

lanvin

christopher
kane

新垃圾搖滾

將黑色，黑色，更多的黑色聯合起來的新系列，靈感來源於垃圾搖
滾、朋克 (punk)、哥德次文化和服裝設計（沒錯，是服裝設計）。
這個潮流擁抱現今的風騷美，從 tomboy 風格演員 Kristen Stewart ,
到 Balenciaga 香水系列的新面孔，還有模特兒Edie Campbell ,
她們在 Saint Laurent 春季時裝展的舞臺上，讓大家驚嘆雌雄同體的
演化。熏黑紫色，深藍和深綠色和金屬色，增加深度和豐富性；
而綢緞，皮革，花邊，斜紋軟尼，薄紗，盧勒克斯等對比鮮明的
質感，將街頭智慧加入到系列服飾中。
穿著技巧 誇張的領口，大量的閃令元素及突出的珠寶層次，幫助構建成獨特
的風格，重要的是，別漏了那份「不要惹我」，囂張自信的氣勢！
妝容貼士 這是一個關於美學的妝容，細膩的膚色和顴骨部位突出的輪廓，
還有漂亮的皮膚，重眼線是這個妝的神髓所在。
saint laurent

藝術美感
誰推動著「新流行藝術」熱潮 ? 無論是流行曲天后本身（還有Versace 全
新廣告中的新面孔）Lady Gaga ,還是 Jay-Z 那首在 Chanel 時裝秀上播放
的「 Picasso Baby, 」
，毋庸置疑，今年春季，藝術強烈感染著時裝界和音
樂界。從 Jackson Pollock 的潑濺鋼琴印花，到巨大塗鴉的筆觸圖案，
設計師運用鮮明的色彩，將無限創意，發揮到寬大上衣、束腰外套和精
緻的便裝禮服上。
穿著技巧 組織好妳身上的圖案。這種趨勢的關鍵是誇張（甚至是傲慢）的色彩，
所以大膽去用它吧！ 建議選購印花圖案全覆蓋的四方型T恤，傘裙，或者漂亮的手提
包，然後圍繞這個印花單品搭配身上其它服飾。如果妳想再加添些什麼，考慮添加一
件與妳身上印花服飾圖案完全不同的配件。
妝容貼士 在 Chanel 的時裝秀上，模特兒成為彩色圖案的畫布；而 Céline 的T臺
上，Dali 運用的眉色就沒那麼明亮，但依然表現有力。因此，當妳準備描繪妳的眼妝
時，擁抱妳內心靈魂深處的畢加索來獲得靈感吧！

saint lau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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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技巧 選擇清新的色彩、圖案和條紋；剪裁精美的衣服和褲子，加上一絲
慵懶，輕易將其神髓表露無遺。奢華的面料是關鍵，試試從絲綢和超軟的針織
物料著手。

roberto cavalli

Zero + Maria Cornejo

prada

rag & bone

2

cÉline

妝容貼士 簡單的化妝可以令人感覺年輕，從Burberry Prorsum 可見一斑，
眼睛和雙頰都用上玫瑰粉紅，嘴唇塗上充滿光澤的嫩粉紅造成近乎裸色的效果。

jil sander

穿著技巧 不要被這些漂亮的顏色愚弄了，那些女式兩件套 Martha Stewart
式羊毛衫不在這個潮流範圍裡；然而，薄紗蕾絲襯衫，粉色和奶色色系，輕質有
紋理或光澤的中長裙就對了！

photography: Peter Stigter (fierce femme, artiste, sport check and folkloric: runway and beauty; future chic: Rag & Bone, Altuzarra,
Acne; neo grunge: beauty, cavalli, kane and laurent), Imaxtree (Zero + Maria Cornejo runway & beauty, lanvin);

想討好那些尋求新鮮感的時尚達人 ? 運用粉色絕對是最有效的方法。
設計師展現了蕾絲，粉色系，按鈕襯衫，薄底高跟鞋，合身的閃光
連衣裙，和長度過膝的貼身鉛筆裙。以輕薄的物料及大量不同的
質感形成豐富層次感，總而言之：盡情運用那些極端女性化的元素，
但切忌過份正統。

穿著技巧 從大長袍，到長流蘇點綴的手抓包，關鍵要以
不同質地、印花及色彩作混搭，整體就會顯得摩登潮流。

4

burberry

強烈女性化

嬉皮士，大自然崇尚者，環球旅行家，時尚達人，
如果在七十年代，將這些名詞放在一起會覺得很
矛盾，但現在不會了。手工藝的、獨立個性的、
世界融合性的，通通都可以用來形容新一季春季系
列；串珠，流蘇，還有地球色系裡的白色，黑色，
綠色和古銅色等；搖曳的及地長裙，充滿建築美學
及運用骨骼平衡學的涼鞋；由Edun 模特兒腳上的
Birkenstocks ，到木屐鞋在出現在Proenza Schouler
的舞臺上；正如 Anna Sui 受Masai 游牧人的影響，
以及 Proenza Schouler 受摩洛哥原色本色小地毯的
啓發一樣，設計師將這些看似無關聯的圖案，印刷
和物料聯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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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e

rag & bone

1

Zero + Maria Cornejo

民俗風格

altuzarra

rochas

burberry

妝容貼士 髮型需要簡單，後梳或中分；眼影及顴骨位掃上金屬
色彩，營造摩登搶眼的未來時代妝，加上質地豐厚的單色唇彩，
或者有強烈對比效果的色彩亦可（如 Altuzarra 桃紅色唇彩）。

anna sui

proenza schouler

穿著技巧 如果這個潮流會讓妳想起電影Star Trek 裡的制服，
那就仔細再想一遍吧！這跟Star Trek 無任何關係。遠離那些肩墊
和緊貼輪廓的設計；不貼身卻又要合身，有些許鬆動的剪裁才是
妳需要的款式。

dries van noten

我們的世界出現了很多像 Google 眼鏡這樣有趣的
小裝置，這股熱潮延續到春季時裝上，設計師似乎
已將科技作為新系列的設計核心，將科幻小說帶到
現實，從第二個星球流轉到舞臺上，演變為飄逸流
動的輪廓，性感的裙子，以及中性上衣，所有色調
都是金色和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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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na karan
spring 2014

天橋髮夾
落入人間

髮夾回歸！別誤會，跟圖書館裡的書呆女生沒任何關聯，
我們是從時尚天橋汲取的髮飾靈感！
—編輯：natasha bruno and Kim curley

“ 2 周後，
我的肌膚
散發珍珠光澤。”

回到最初
將你的劉海往後梳，
別上線條簡單的金屬髮
夾，妳已完成本季最易
掌握的天橋髮型，潮流
令舊學院派髮型流行起
來。Goody 髮夾，
$6, Walmart 有售。

華裔小姐冠軍馬艷冰

復古色采
六十年代經典形狀髮夾，
適合中長髮營造復古髮型。
Expression 髮夾，
$6, Hudson’s Bay
及thebay.com 有售。

簡潔經典
以金屬細節裝飾的龜甲形髮夾，
無論是直髮還是卷髮，
用它來裝飾髮束，
給予人整潔舒服的感覺。

粉紅朋克
飾釘與明亮的色彩，
增添一份搖滾的別緻，
令簡單整潔的髮型
不會過於刻板。皮質髮夾，
$160, net-a-porter.com 有售。
髮上的眼睛
輕便，摩登的款式，
中空的設計令髮束固定
位置形成髮質獨有的光澤。
Mrs. President & co. 髮夾，
$52, shopbop.com 有售。

明星示範

Leandra
Medine

—alex laws

Consonant Skin Perfecting Body Scrub, $30, consonant.com 有售

漂亮的領口
她聰明地以萬花筒
印花圍巾代替短項
鍊，避免老土感覺，
增添巴黎浪漫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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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ur stylerelated musings
@thekit

—Natasha Br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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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風采
軍藍色大碼西裝
外套，強烈地表
現出中性氣質，
寬鬆的雙袖避免
過於嚴肅，感覺
輕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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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裝備
色彩明亮的紅色手
袋，令整個造型變
得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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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密

沐浴過後沒時間為妳的身體做保濕 ? 無
須不停擠壓潤膚露瓶，我們為妳提供在
浴缸就能完成的解決方案：這款身體磨
砂膏，天然糖及鹽成份能有效清除皮膚
角質，同時，其富含甘油成份帶給肌膚
滋潤保濕，沐浴過後讓妳感覺全身肌膚
清潔柔滑。與 Fuzz Wax Bar 專家共同
研制的磨砂膏，更經濟耐用。

The Kit
on
Twitter

小貼士

寬鬆的男友款牛仔褲
在視覺上會縮短腿部，
如果妳身材嬌小，或者腰部
比較短，選擇中腰或高腰
款式，配襯高跟鞋，有助
拉長腿部線條。

男孩子氣慨
記住這個公式：
男友款牛仔褲加上鬆身
T恤，等於休閒舒適
加有型。中褲長度，
將T恤曳入牛仔褲內，
令她看起來很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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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贊許
一對鞋，就能達
到提升優雅氣質
的效果，不得不
給她一個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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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柔滑
分鐘
的奇蹟

一身「從男友借來的
服裝」
，添加了女性
化配件作點綴，
The Man Repeller
博客主向大家示範
何謂中性風格的最
佳配搭。

很多朋友都問我住在加拿大，
如何能讓肌膚時刻光彩照人？
我碓實有個小小秘密 ―
就是我信任的 Olay。
最新在加國推出的
Regenerist Luminous系列，
淡化黑斑，讓我的
膚色回復均勻。
2周後，妳一樣也可擁有散發
珍珠光澤的健康肌膚。

新系列
美麗致極的妳由Olay.ca 開始

美麗致極的妳

3月8日至 21日

春季
美容護膚
大贈送

價值
超過
$
30 0

免費贈品

凡於 b e a u t yB O UTI Q U E™ 店內購買任 何化妝品，
護 膚品或香水滿 $ 125 或以上，即可免費獲贈
一個時尚精美的手拿包，袋內含有超過 20 種
護 膚品、化妝品及香水試用樣品。
請瀏覽 w w w.beautyBOUTIQUE.ca 查詢您就近的分店地址。

優惠適用於購買指定產品，以在扣除折扣及回贈之後的稅前總金額作計算。手拿包內的贈品或有所不同。贈品價值超過 $300。價值是 Shoppers Drug Mart 正價以每毫升/克計算。
優惠期由 2014 年3 月8 日至 21日止。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每位顧客，每次交易只限獲贈一份。不設 rainchecks。詳情請向店內美容師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