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燕麥
優質穀物
提升日常美容保養
第3頁

搶眼「藍」潮
愉悅的心情從指尖開始
第4頁

小印花 大潮流
Jeanne Beker 的印花及色彩
運用妙法 輕鬆迎接新一季熱潮
第3頁

2014年4月19日

春季的小清新
淡化，是本季粉色熱潮的關鍵。我們走遍各大時裝秀，蒸餾出六款妳必定喜愛，
萬無一失的造型，輕易將潮流掌握於股掌之中！
PAGE 6

Coat $2,595, BAG, $1,295 Sandals, $675, at the Burberry Prorsum
spring/summer 2014 show. photography: peter stig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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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搜羅
環球潮人、
潮事、潮物。

世上最珍罕的
眼部緊膚修護
轉變，一觸即發。

New Re-Nutriv Ultimate Contouring Eye Lift

COVET: SMASHBOX 聯乘
SANTIGOLD

其高效及珍貴修護成份，
配 上 獨 特 清 涼 接 觸 端，
帶給你眼部多重嬌寵感官體驗。

因與 Mark Ronson 及 MIA 等藝人
合作而聞名的電子女歌手Santigold,
轉身到化妝界，推出名為「The
Santigolden Age」的彩妝系列合
共11項限量產品，包括不同顏色搭配
的乾濕兩用眼影盤，雙頭眼線筆，唇
蜜，指甲裝飾貼，還有以 Swarovski
水晶裝飾，蛇身捲曲而成的金字塔造
型戒指唇膏！4月1號開售，價錢從
$23到$56不等，於各大 Sephora
專門店及 sephora.ca 有售

女 仕 們 均 喜 出 望 外 ： 92% 感 受 到 即 時 修 緊 效 果 。
臨床測試顯示，應用一段時間後，眼部輪廓提升、
更緊緻及更柔滑─ 更見年輕。

2

凡 於 esteelauder.ca 網 上 購 物 ， 均 享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6

KNOW: 探究設計師

時裝界人稱老佛爺的 Karl Lagerfeld’s
將眼光轉向了中國，去到澳門，並將
獻出設計生涯的第一次－設計酒店。
如果去中國見識這間與他同名的酒店
對於你來說太遙不可及，那麼，將他
同名香水帶回家，實現起來是不是容
易多了? Karl Lagerfeld’s 香水，
本月推出。

3

SEE: 忙碌的 MIRANDA KERR

5

名模 Miranda Kerr 剛卸任了
Victoria’s Secret 的廣告模特兒身
份，轉身又成為了 Wonderbra 的新
一任代言人，這位著名的模特兒兼
母親，今年將會很忙，因為她也是
H&M, Reebok 和 Clear Scalp
and Hair 的代言人。

4

LIKE: 美貌與智慧並重

三藩司網上商店 Betabrand 的春季系
列模特兒，全部是博士生或
正攻讀專上學位的女性，
充分發揮「美貌與智慧並重」
的精神。Betabrand.com

肌膚的供養
用營養豐富的五穀雜糧，來喂養妳身體的每一寸肌膚，修復皮膚，提升保濕滋潤度，
令妳時刻都容光煥發，透出青春光彩。

SUPPORT: VIVIENNE
WESTWOOD 剃光頭

西太后 Vivienne Westwood 又有大
膽之舉－剃掉她的招牌火紅頭髮，
以光頭示人，藉以呼籲世人關注氣候
變化，並向大家宣示她對自己的年齡
感到驕傲。如果你也想為慈善事業出
一份力，稍等！4月7號 Aveda 舉辦
的環球 Cut-a-Thon 活動，
就在加拿大舉行！

1.修復髮膜 純植物成份迅速令頭髮恢復柔軟，滋潤燕麥成份供給髮絲豐富的
養份。Yves Rocher Nutrition Nutri-Silky Mask, $11, yvesrocher.ca 有售
2.保健秀髮 強效有機小米籽精華，溫和潔淨秀髮，有助維持髮質健康，保持
秀髮自然有光澤有彈性。Weleda Millet Nourishing Shampoo, $14, Whole
Foods Market 及 Planet Organic,well.ca, 以及 weleda.ca 有售 3.美眸潤
睫 富含維他命B和纖維注入配方，輕輕一掃，即時帶來增長效果，同時滋養
嬌弱的睫毛。KORRES B5 & Rice Bran Mascara in Brown, $18, Sephora 有售（售完即止） 4.高效能潔膚 無麩質燕麥成份的去角質香皂，有效潔淨
皮膚，不乾燥不緊繃，並能改善肌膚暗啞。Ella’s Botanicals Skin Soother

Beauty Bar, $7, ellasbotanicals.ca 有售 5.柔滑髮絲 有助去屑的鋅，保濕效
果出色的燕麥籽提取物，滋潤髮絲，調理頭皮，在炎熱的夏天，頭髮頭皮零
負擔。Aveeno Active Naturals Positively Nourishing Dandruff Control
Conditioner, $10, 各大食品店，藥店及各大商店有售 6.抗氧化古方 存在於
日本文化多個世紀的肌膚抗老化秘密－富含抗氧化及充滿脂肪酸的米糠油，
有效幫助柔滑肌膚並修補乾燥皮膚。Fresh Rice Dry Oil, $56, at Sephora 專門店及sephor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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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graphy: peter stigter (Paris street style), getty images (lagerfeld and Westwood).

jeanne信箱
今年春季的潮流是印花，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怎樣可以穿得時尚，
避免老土? —Anna

Paris fashion
week street
style, march
2014

親愛的 ANNA：
印花隨處可見 ，無庸置疑，這
股熱潮在短期內不會減退。
花卉圖案是春裝的重要元
素，流行天橋也揭示著該潮流
將延續到秋季和冬季。一直以
來，我都覺得，印花對於我來
說過於女性化，然而，印花設
計在過去幾季流行的勢頭，令
我覺得，駕馭並運用好它是多
麼的重要。
我在採訪凱特與威廉王子
的婚禮上的著裝， 是第一件獲
得我青睞的印花服飾—Erdem
品牌珊瑚紅和淺綠色雞尾酒
裙。在Hudson’s Bay 旗下的
The Room商店內 Nicholas

Mellamphy 推薦下，我作出了
自1970年以來的第一次嘗試，
選擇非安全範圍的穿衣風格－
印花服飾，沒想到效果卻是出
奇的好。
當身穿出自極有才華的加拿
大設計師 —Erdem Moralioglu
的作品時，身為加拿大人的
我自然感到很自豪，除此之
外，我還很喜歡這種繪畫風格
的圖案，自然不造作，還有些
Monet 的影子，喚醒我體內熱
愛藝術的靈魂。我驚喜於它給
我帶來的提升效果以及獲得的
讚美，我開始意識到，那些通
常你會避開的顏色和圖案，只
要選擇小型的，再加上適當的

配飾，即可衝破僵局，營造出
美妙的效果。
印花服飾的選擇很多，大型
的、含蓄的、抽象浪漫的、充
滿異國風情的，該如何選擇呢
? 我從來不建議從頭到尾全用印
花，即使在潮界裡，搭配多種
不同印花往往可以
得到有趣的效果。
試試祇搭配一件印
花單品，如一條花
卉圖案的圍巾，或
者背包，又或是一
雙鞋子。 穿出你
的個人風格，這是我一貫的主
張！無須畏懼，不要擔心會不
會像“大媽”。

其實，你看起來怎樣，很大
程度取決於你的態度，如果你
不覺得自己像“大媽”，自然你
看起來就不會像“大媽”。經
常穿印花服裝的 Anna Wintour,
即使已經是媽媽， 你有聽過有
人叫她“大媽”嗎 ?

“穿出你的個人風格，
這是我一貫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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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封面故事

春意‧清色
這個春季潮流密碼是什麼？是簡單！
褪下艷麗的色彩和複雜的層次，
換上簡潔的造型和素淨的色調，
我們帶你，踏入充滿甜美的粉色國度，
5款造型讓妳馬上變得優雅時尚。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vanessa taylor. photography by carlyle r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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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剪裁上裝

露腰設計橫穿本季多個系列，從含蓄的
須「窺探」才能見肉的設計，到大膽
的幾乎裸露全腰的設計都有，配上粉
色感覺較為保守的中裙，平衡上身的
裸露感，再襯上簡單的平底涼鞋，清
新脫俗。
穿著技巧 下身配襯高腰款式是十拿九
穩的搭配秘訣，或者，內裡穿上質感
輕薄的背心，不露肉的穿著法則同樣
時尚。
Greta Constantine 定製剪裁上
衣，＄595，定製聯絡 jesse@
gretaconstantine.com; H&M 裙
子，＄60，H&M 有售 Express 雙環
戒指套裝，＄20，express.com 有
售 Michael Kors shoes 鞋，＄138
，Michael Kors 有售

2. 簡潔牛仔外套

潮流給夾克賦予新的風格，從過去機車
款式和方型剪裁短裝， 轉到今季的運動
風格，淺白的輕質牛仔外套，配襯鈕扣
襯衫和衛衣，悅目和諧。
穿著技巧 下身可搭配闊腳褲，如配襯
鉛筆裙則可營造出職業女性的效果。
Gap 牛仔外套，＄90；衛衣，＄40；
襯衫，＄50，gapcanada.ca 有售
Judith & Charles Perth 褲，＄285
，judithandcharles.com 有售
Niki & Lola 戒指，＄60，nikiandlola.
com 有售 Michael Kors 手袋，＄495
，michaelkors.com 有售

3. 重新考慮粉紅

4

5. 瀟灑有型的剪裁

像蕾絲，網狀，放射狀和孔狀，不知道
應該如何描述布料上的細節， 特別的材
質令平凡款式產生新的視覺效果，成為
今季衣櫥必備。

粉嫩的顏色，特別是在棉質質料上的糖
果粉紅，輕易帶出少女味，摩登現代的
剪裁帶來了新鮮時代感。衛衣選擇柔軟
質地，沒裝飾的簡潔款式。

穿著技巧 在鞋子搭配上花功夫：寬鬆
的皮質T恤如配襯女性化裙子，就要配
尖頭平底鞋，看起來輕鬆休閒；如配襯
連衣裙則要換上細跟高跟鞋。

穿著技巧 與粉色配襯的服飾，選擇
中性及線條較為硬朗的款式，增加正
裝感。

3.1 Phillip Lim 剪裁上衣，＄515，
Holt Renfrew 有售 Greta Constantine
桃皮絨裙，＄625，定製聯絡 jesse@
gretaconstantine.com; Michael Kors
手銬環，＄275，Michael Kors 精品
店有售

French Connection 西裝外套，
＄198；短褲，＄148，canada.
frenchconnection.com 有售
Pink Tartan 襯衫，＄295，pinktartan.
com 有售
Gap 衛衣，＄45，gapcanada.ca 有售
Aldo Roversano 涼鞋，＄60
，aldoshoes.com 有售

4. 淺藍的高貴成熟
T恤連衣裙變奏成正裝，黑色和軍藍色
我們都見過，然而，淺粉藍可以令晚裝
變得充滿清新新鮮感，這款集合了本季
流行元素的禮服，摩登時尚。
穿著技巧 如想穿出休閒效果，可配搭
皮質外套或馬甲。
Maison Matthew Gallagher 晚裝，
＄600，特別定製，
maisonmatthewgallagher.com 有售
Michael Kors 手銬環，＄175／個，
Holt Renfrew 有售

6. T恤晚裝穿

看起來像是秋季常見的精品運動服，T
恤衫踏出了秋季，跳離了深沈，繼續於
春季流行。
穿著技巧 上裝尋找那些垂感好的柔軟
面料，下半部則運用線條硬朗的單品形
成對比效果。
Ted Baker 上衣，＄215
，tedbakerlondon.com 有售
Pink Tartan 裙，＄295，pinktartan.
com 有售 Coach Ollie 銀色高跟鞋，
＄198，個別 Coach 專門店有售;
H&M 手袋，＄40，hm.com/ca 有售
髮型化妝：Robert Weir/M.A.C
Cosmetics/Tresemmé Hair Care
using Tres Two Ultra-Fine Mist
Hairspray/judy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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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gley mischka

注目之選

tracy reese

摘下天空
的色彩

“ 2 周後，
我的肌膚
散發珍珠光澤。”

天空的美妙在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氣
候，呈現的藍色都不一樣。這個春季，
就向它索取靈感，將那一抹靛藍或者粉
藍裝飾到指尖。若想增添趣味，試試不
同深淺色系的藍色混搭，將天空的色
彩，帶到十指指尖上。
david koma

—編輯：natasha bruno and Kim curley

華裔小姐冠軍馬艷冰

發揮創意
想讓妳所喜愛那瓶指甲油變換一
下效果？用這水鴨藍色甲油作為
上層裝飾，創造屬於妳的獨特色
調；單獨使用，更是充滿新鮮
感。OPI in I Can Teal You Like
Me, $1 1, 各美容沙龍有售。

星星閃閃
新系列加強閃光效果並有效防
水，經得起考驗，給妳的十指披
上閃亮迷人的光彩，纖纖玉手成
為焦點。Sally Hansen Triple
Shine Nail Colour in Sparks
Fly, $7, 各大零售店有售。

迷人粉色
借用令人迷戀的Ladurée
馬卡龍來粉飾妳的雙手，
就讓這來自法國的甜美氣息
彌漫整個春季。Dior Vernis
in Porcelaine, $25, Dior 專
櫃及 thebay.com 有售。

亮麗藍調
塗上明亮的藍光,武裝到
指甲的春季潮流讓人眼
前一亮。Joe Fresh Nail
Polish in Ultramarine,
$4, joefresh.com 有售。

午夜深藍
黑色沈悶 ? 換上深藍色吧！
亮面效果，內藏微細閃粉，
若隱若現，猶如深夜裡潔淨的
天空。Chanel Le Vernis in
Blue Satin, $28, Chanel 美容
專櫃及 thebay.com 有售。

凱特的珠寶
高閃亮度的藍寶石金屬光澤，
給妳雙手皇室般待遇，添上一
份貴氣。Essie Nail Polish in
Aruba Blue, $10, 各美容沙龍
及主要零售商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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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示範

1
糖果咖啡眼影
分鐘
的奇蹟

Bourjois品牌最新推出的三色眼部彩妝
盒，包裝上同時標注有“眼影”和“
眼線”，這不是它唯一的優點，附帶
的雙用化妝筆，掃頭和海綿棒頭的
雙頭設計，讓你很輕易地快速劃出
完美眼線，妝容持久。即使是隨盒
附送的物品，化妝掃經多次使用，
掃毛依然堅挺耐用，可見質量優
良。（亮點：我喜歡它持久舒適的配
方很明顯，這是 Bourjois 從其母公司
Chanel 承傳下來的優良企業文化）
—alex laws

Bourjois Paris Intense Smoky in Rosé Twisté, $27,
at Shoppers Drug Mart 有售

於白天場合穿著珠
片服飾，這位網球
明星向大家證實，
閃閃發光的服飾不
止適合黑夜的娛樂
場所。

美妙粉唇
嘴唇塗上極之女性
化的糖果粉紅色唇
彩，強烈的色彩令
原本中性的淡妝變
得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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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Loureiro
Art Director
Jessica Hotson
Senior Editor
Alex Laws

—Natasha Bruno

閃爍日裝

聰明之選

散發出柔和的玫瑰金
屬光澤的繡花上衣，
沒有珠片服飾的累贅
感，搶眼的領部設計
凸顯個人風格。

上衣的珠片已是身上
“內置”的閃亮裝飾，珠寶
在此很容易變得多餘，
無飾物，或只配襯小型
飾物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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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線條
簡單的細跟高跟鞋，
輕易為這身造型劃
上句號， 女性化又
甜美的尖頭鞋型有
助拉長腿部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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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imaxtree (Mischka, reese and koma); geoffrey ross (products), GETTY IMAGES (sharapova).

瑪麗亞•
舒拉寶娃

新系列
美麗致極的妳由Olay.ca 開始

美麗致極的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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