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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女設計師
著名精品牛仔品牌創辦人
大談牛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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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甲 零袖潮流
機車風格，印花，純白色，
為妳呈獻本季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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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手袋

Jeanne Beker
如何選購理想夏季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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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輪廓
我們愛它，因為它很迷人；我們愛它，
因為它很實用；上合身下寬鬆的線條，
強烈的結構感， 俏皮，舒適，靈活，
這些優點它通通都有。華麗且內涵豐富
的選擇，妳怎可錯過?
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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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珍罕的
眼部緊膚修護

為你搜羅
環球潮人、
潮事、
潮物。

SHOP: ALEXANDER 聯乘 H&M

本季最令人欣喜的消息，莫過於H＆M 剛
宣佈的，即將夥同 Balenciaga 創意總監
Alexander Wang 於11月6日推出聯乘男
女裝系列，Alexander 成為這著名快速時
尚零售品牌首位合作的美國設計師，想
將其作品收私有化，就要 mark 定日子去
搶購了！

READ: HERMÈS 線上雜誌

想看法國豪華時裝品牌愛馬仕（Hermès）
出品的《Le Monde d’Hermès》
雜誌，無需周圍撲了，只要有平板電腦，
即可安坐家中隨時欣賞。這份一年出版兩次，
深受歡迎的品牌官方刊物應用程序，
現於蘋果和谷歌應用程序商店都可下載。
（當然不要錯過下載《The Kit》，
五月號互動雜誌於4月30日上線。）

Shop: etsy pop-up 店

以售賣獨立創作產品而廣受歡迎的
電子零售商 Etsy，與 Indigo 合作
設立 pop-up 店，想親身挑選來自
Etsy，橫跨北美七大商店的精品，
就要前往 Toronto Eaton Centre
內的 Indigo 專門店，當然，拖動你
的滑鼠，打開 indigo.ca/etsy 亦可
選購。

SHOP: J.CREW 聯乘
SOPHIA WEBSTER

英國新晉設計師 Sophia Webster
攜手美國著名品牌 J.Crew，打造春季
最新鞋履熱潮，從經典款式到誇張富創
意的扭曲款，還有大膽的圖形，流蘇、
刺繡等元素，在13款風格各異的女鞋都
可能見到，價格從＄320起，於4月23日
jcrew.com. 有售。

轉變，一觸即發。

New Re-Nutriv Ultimate Contouring Eye Lift

白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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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白色飾物給予人明亮感覺，
充滿夏日氣息。我們樂於見到，
這惹人喜愛的飾品成為當季潮流，
金色及海洋生物元素，
輕易為整體打扮注入摩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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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於 esteelauder.ca 網 上 購 物 ， 均 享 免 費 送 貨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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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魅力十足 華麗高貴的造型和細節，配襯女性化上衣、色彩明亮的衛衣、又或者你喜愛的禮服，
搶眼別緻。相似款式 net-a-porter.com 有售
2. 海底探秘 玻璃串珠海星耳環，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感覺清爽、俏皮，但又不失優雅。
Carole Tanenbaum 海星耳環， $400, caroletanenbaum.com 有售
3. 純潔雪白 款式簡單的吊墜耳環，拉長頸部線條，恍如畫框一樣，襯托出面部輪廓，
充滿女人味。Carole Tanenbaum 白色吊墜耳環，$600, caroletanenbaum.com 有售
4. 熱選袖鐲 鉛錫合金，黃銅和交錯鑲嵌的白色樹脂石頭，無論是到海灘渡假，
還是去酒吧消遣一樣適合。Oscar de la Renta 袖鐲 , $520, at Holt Renf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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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way); getty (alexander wang, joe z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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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ne信箱
我想添置一個夏天用的手袋，要 smart 和時尚，上班很實用之餘，
又要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如毯子、太阳油、護膚品等下班後活動所需用品，
jeanne 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呢？ —Grace
親愛的 Grace:
手袋的選擇從未像現今這
般多姿多彩；無論款式、價
錢、還是功能，琳琅滿目，
令人應接不暇。經典的 tote
bag，書包款既有時髦的、又
有優雅的，大型或結構性款
式，甚至是醫生袋，各式各
款隨處可見。
知道你想要一個夏季手
袋，就不向你推薦黑色了（這
並不代表黑色不流行！）。
那些白色和奶油色的手袋是很
討好，但我不肯定它們是否經
用，是否容易保持潔淨。
我喜歡鈷藍和珊瑚色，如
果你想要較為中性的色調，可選
擇沙色、棕褐色、干邑或灰色，

這些顏色現在都很熱門，而且一
年四季都適用；軍藍色與夏天是
絕配，很適合用來配襯白色、亮
色，以及那些從冬季延續下來的
粉系熱潮（尤其是紅色，黃色，
粉紅色和橙色！）。
選擇簡潔款式是關鍵。遠
離那些帶金屬裝飾的，因為
你很快就會覺得厭倦，或者
很快會顯得過時。搶眼和灰
色裝飾，很容易與配飾產生
衝突，而且，金屬裝飾還會
增加重量，我想很多朋友都
不會喜歡背上額外的負擔。
假設你要帶的“毯子”
是小巧型的，否則，你可能
需要一個別緻的背包了！市
場上不難找到一些既酷又易

襯的款式。經典 tote bag 是
一個很好的選擇，輕易與每
天不同的服飾搭配。建議選
擇容量較大的，方便攜帶筆
記本電腦。而我，由於受夠
了被扒錢包的苦， 現在很少
用開口款式，拉鍊成為必要
條件。
我見過的一些看起來像街
坊購物袋的老土 tote bag，
也遇到過令人不禁尖叫、精
緻得像一件高級時裝的手挽
袋，這一切都取決於剪裁和
造工。
如果下班後還會到處
跑，手袋的手挽部分必須要
夠長，而且最好有可拆卸的
肩帶。

避免桶型束繩袋，儘管這
個造型時尚的袋子適合你的
需求，即使它可以看起來很
休閒，又不像其它款式那麼
正裝，也不會是最好的選擇。
好好享受手袋狩獵的樂趣
吧！從新一季種類繁多的新
品中，挑選到自己喜歡的那
一款，真是開心極了！想像
自己用上新手袋陪襯新一季
衣服的樣子，光想就已經覺
得很興奮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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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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潮流，三種穿法

注目之選

preen

FF穿著教室

馬甲 春季必備單品
今個春天，所有潮女都穿上了馬甲。襯牛仔褲，機車款式是必然
之選，禮服風格則是專業形象的有力表現，不同款式馬甲，輕易
穿出不同的個性特質。 —ingrie williams

只要選對了，一件衣服就可以拼湊出千變萬化的造型，今個春季，
你需要一件款式討好有趣的FF連衣裙，轉季就這麼簡單！ ingrie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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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of
outsiders

休閒

機動城市
雲尼拿顏色令原本粗重的
機車款看起來變得輕盈，
展示出硬朗女孩溫和的一
面。Roots Moto Vest 2.0,
$598, at roots.com 有售

鰐魚的搖滾
不用想太多了，令人豔羨的鰐魚
壓紋馬甲，讓你渾身上下充滿
搖滾動力。 Rudsak Clyde 馬
甲，$375, Rudsak 專門店及
rudsak.com 有售

幹練風格
白色給予人清新的感覺，兩側灰
色的對比顏色和線條，產生清減
纖瘦的視覺效果。馬甲，$40,
winners.ca 有售

搶眼之選
祇有這個剪裁可以玩出這個效果：
搶眼的印花圖案和雙色衣領設計，
專為尋求刺激、大膽前衛的潮女而
設。Peter Pilotto 馬甲，$1,950,
Holt Renfrew 有售

款式簡單的連身裙，用上靚麗的顏色，
特別的質料，平凡的衣服即刻變得高貴
有氣質；配襯環形耳環，編織腰帶，
還有色彩豐富的手工手鐲，整體造型時尚
並充滿活力；最後，一雙華麗的坡跟綁帶
涼鞋，帶出度假休閒感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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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薄荷清新 Ted Baker London 連衣裙，$275,
tedbaker-london.com 有售 2. 金色熱潮 Michael
Michael Kors Gabriella 涼鞋，$195, Michael
Kors 專門店及 michaelkors.com 有售
3. 手工表飾 Sara Designs 手表, $302, shopbop.
com 有售 4. 修飾腰線 Brave Leather Dayo 腰
帶, $88, braveleather.com 有售 5. 缺失的環節
Guess 耳環, $22, guess.ca 有售

Camilla
Belle, 27

經典
7

suno

黑白FF連衣裙，適合任何年齡層，
印花圖案裝飾既甜美又性感，幼細
腰帶分割出優美身形比例，閃石耳
釘增添光彩，尖頭露趾高跟鞋，
印花手抓包，完美的裝扮。

明星示範

11. 閃爍閃亮 Swarovksi耳環, $95,
swarovski.com 有售 12. 小碎斑點 Issa 針織
連衣裙, $310, theoutnet.com 有售
13. 動物印花 Fendi 折疊手袋, $1,736,
avenuek.com 有售 14. 拉長比例 Stuart
Weitzman 鞋, $398, stuartweitzman.ca
有售 15. 優美腰線 Ann Taylor 腰帶, $46,
anntaylor.com 有售

6

凱莉庫柯
熱播美劇《The Big Bang
Theory》女星凱莉庫柯，
粉色的巧妙運用和搭配，
將春色披上身，
時尚別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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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ha Bruno

出色領袖
搶眼的 Peter Pan
圓領及袖口的呼應
設計，令簡單的織
錦上衣充滿甜美淑
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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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a
Firth,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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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創意

15

顏色清新，花式搶眼的連衣裙，
令人過目難忘，鞋和手袋雖然款
色傳統，但顏色搶眼，幾何圖案
的飾物，締造出獨特個性。

6. 幾何圖案 Niki & Lola 耳環, $115,
nikiandlola.com 有售 7. 綠色派對
Hermès Mini-Convoyeur 手袋, $4,400,
hermes.com 有售 8. 閃石戒指 Banana
Republic 組合戒指, $45, bananarepublic.ca
9. 夢幻紫藍 Topshop 連衣裙, $140,
Hudson’s Bay 及 thebay.com 有售
10. 玫瑰紅鞋 Manolo Blahnik 高跟鞋, $595,
Davids 專門店及 davidsfootwear.com 有售

online 5款編輯熱選春季 “it”
Emmy
Rossum, 27

bags 詳情請瀏覽
thekit.ca/spring-bags/

photography: getty images (celebs), geoffrey ross (ear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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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peter stigter (preen & band of outsiders); getty images (suno, kaley cuoco); Geoffrey Ros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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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的奇蹟

手腕上的甜點
簡潔的手環組合手鐲，
不會搶去身上“主角”
的鏡，又起到點綴效果，
恰到好處。

亞緻肌膚

想保持臉部光潔不泛油
光，不損妝容有難度麼？
這款以天然纖維製作的吸
油紙，讓你輕易保持一整
天面部清爽，化妝keep
住潤澤亞緻。這種方法雖
然簡陋原始，卻是妝容保
鮮的最有效秘訣。
—alex laws

Proactiv Oil Blotter Sheets, $14,
getproactiv.ca 有售

online 10種春季日常護理秘笈，
詳情請瀏覽 thekit.ca/springbeauty/

嬌俏可人

簡潔清澈

優雅的白色刺繡圖案，
女性化的扇形下擺，
襯上柔和的藍色，
充滿著溫暖的
浪漫春日氣息。

透明盒形手抓包，
糖果藍色鑲邊增添
玩味和時代感。

小貼士
在夏季裡，短褲也適合通
勤穿著，只要注意長度不
要太短，膝蓋以上一個手
指的長度就最適合了，
配襯漂亮的襯衫或西裝
外套，很容易就穿出職
業感。

配色值得一贊
藍撞白高跟鞋，
與全身的色調很和諧，
譜成完美樂章，
鞋款還有拉長雙腿
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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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上的斑馬線
在時裝界裡，最多才多藝、生命力強的圖案，非條子莫屬。無論是在工作、休閒還
是旅遊嬉戲的日子，妳總能找到合適的條子服飾出席每一個場合，並且，總能給人
ingrie williams
帶來強烈的視覺印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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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
精緻考究的A字連衣裙，令粗條
紋變得女性化，剪裁外套更增添
時代感。金色的腕表和誇張大尺
寸的酒會戒指很符合當季的潮
流，再襯上鮮紅色的高跟鞋，
完美！
1. 搖滾味道 Katie Rowland Dark
Forest 戒指 ，＄515，shopbop.com
有售
2. 機車女郎 Rudsak Priscilla 外套，
＄575，rudsak.com 有售
3. 風騷撩人 Charlotte Olympia 鞋
子，＄735，davidsfootwear.com
有售
4. 流線直紋 Pink Tartan 連衣裙，
＄395, at pinktartan.com
5. 方形腕表 Longines Dolce Vita 腕
表，＄16,800，longines.com 及授權
零售商有售

3

Kris
Jenner, 58

4

6

我的創作靈感來源於旅行和人，還有心情以及一些主題。在旅行
中，有時一些事物會突然觸動我。最近我對摧毀和重生思考了很
多，當生活中的變化來得太快，人會崩潰，而當這樣的情況發生過
後，重生往往會帶出別樣的風景，你就會有新的開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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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Paige
Adams-Geller

想搞搞新意思 ? 穿上設計新穎，
黑色條紋垂拂的褲子上，配襯印
花上衣令造型更顯個性，添上有
提升點綴效果的配飾：一個皮質
手銬環，野性風格的皮帶以及高
跟鞋，一切都恰到好處。

品牌創辦人出身於選美（加州小姐），
於2004年創辦 Paige Denim，品牌一
推出即大受歡迎，連引領潮流的 Gwen
Stefani 和 Kate Moss 都是她的粉絲。
8

6. 野性線條 Smythe 九分男款褲，
＄395，Holt Renfrew 有售
7. 精緻花卉 Topshop 繡花上衣，＄74
，thebay.com 及 topshop.com 有售
8. 環扣腰帶 Hermès 環扣皮帶，價格需
請到 hermes.com 查詢
9. 鎖飾手環 Michael Kors 鎖扣手鐲，
＄125，michaelkors.com 有售
10 .粗跟鞋履 Aldo 鞋，＄80
，aldoshoes.com 有售

如果你覺得某樣服飾你穿得太多了，用一個新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
題，你會覺得很有趣。跟自己說“我就喜歡這樣，我才不在意你怎
麼想”，我稱之為“隨便他”，也就是穿自己喜歡的衣服，不管別
人喜不喜歡，我自己喜歡怎樣穿就怎樣穿，這就是我。如果今天我
沒有梳頭，也沒有問題，因為我喜歡隨心所欲，這讓我保持平靜的
心情。
我在阿拉斯加長大。我總愛穿格子襯衫，到現在還是這樣。我爸爸
那邊的親戚依然生活在阿拉斯加，我父母也在那裡生活，所以每年我
都會儘量回去一次。我希望這個夏季可以回去，我喜歡在那裡行山。
我很喜歡皮革。當我上中學時，我喜歡上一個男孩，他化粗眼線，
髮型很酷，我想你會想到1980年代的 Jared Leto. 他真的很帥，他是
一個摔跤運動員，他喜歡音樂，很有才華，很有藝術氣質。我很迷
戀他，最終我們開始了約會。就是一件皮機車外套，我跟他確定了
戀愛關係。我很喜歡那件皮革機車外套，慶幸不是一件運動外套。
披著它，我覺得很舒服，從此以後，皮衣變成我的最愛。今天，我
就是穿著一件皮外套和一條牛仔褲。

我們的出品，就是你的生活離不開，你真正想要，從早到晚穿著都
很舒適的服飾。

我迷戀DAVID BOWIE，我想我前生也許是搖滾歌手，說不定將來我
會成為一位搖滾歌手，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皮衣喜歡用一些帶搖滾味
的拉鍊設計。

當你清理衣櫥，我希望你見到它時，你會說：“不行，這是我的最
愛，不能扔掉！”，又或者是“我就是喜歡這些牛仔服的剪裁！”
，這是我一直的追求。

事實上，我會用 Johnson’s baby oil 來處理衣服的面料，令
它變得很柔軟，有光澤。在我們很多的產品你會感覺到這個塗層的
存在，有彈性，有光澤，就是這個 baby oil 令它們有這樣的效果。

我創作了 Jimmy Jimmy skinny, 這是我品牌的簽名作。對於
我而言，它不僅僅是一款性感的 「boyfriend 牛仔褲」，還是我的
「gay-boyfriend 牛仔褲」，Jimmy Jimmy 是我一位同性戀朋友，
一位現實世界中的朋友，他就生活在多倫多，每次我見到他都很興
奮，一見到面就不禁大叫 “Jimmy, Jimmy!”

最近我的生活出現了一個新夥伴，一只牧羊狗，幾乎所有東西它都
喜歡咬，包括一件我很喜歡的衛衣，你知道我想做什麼嗎？我想將
它變成一個外套，通常每一個創作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Natasha Bruno 本專訪內容經編輯改寫。

The Kit 在 Instagram

10

9

Follow 我們的 Instagram, 跟著我們的團隊去拍攝，去參加活動，
去探索每個鏡頭背後的故事。 instagram.com/thekitca

Nicole Richie, 32

Editor-in-Chief
Christine Loureiro
11

Art Director
Jessica Hotson

12

休閒

Senior Editor
Alex Laws
Assistant Art Directors
Sonya van Heyningen,
Kristy Wright

想簡單的衣飾變得不簡單 ? 加上
條紋外套吧！選擇帶光澤並有紋
理質感的布料，不累贅的簡潔款
式就最適合不過了。然後，妳還
可以盡情享受配襯各種首飾和鞋
子的樂趣。任何平凡的基本款式
與鮮亮的色澤搭配，出乎意料地
襯出充滿趣味的效果。

Fashion Editor
Vanessa Taylor
Beauty Editor
Deborah Fulsang
Online Editor
Emma Yardley
Chinese Version Editor
Leslie Yip
Designer
Amber Hickson

11. 美妙的線條 Jones New York 條子
外套，＄59，thebay.com 有售

Special Projects Editor
Michelle Bilodeau

12. 靛藍牛仔褲 Hudson Nico 中腰超
貼身牛仔褲，＄275，hudsonjeans.
com 有售

the kit 生日
這些 cupcakes 是不含蛋白、不含糖份、不含
脂肪。我只是和你開玩笑！

鉛筆裙熱潮
時尚的鉛筆裙是今個夏季必備單品。
@loftcanada

14. 蕾絲的活力 Ann Taylor 蕾絲無袖上
衣，＄79，anntaylor.com 有售
15. 足上的貴氣 Miu Miu 高跟鞋，＄990
，Holt Renfrew 有售

Katie Holme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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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 getty images (celebs), geoffrey ross (product).

13. 手腕的裝飾 David Yurman 手鐲，
＄1,840，Holt Renfrew 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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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t is Can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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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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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ruickshank

我們的大理石不見了
大愛這款漂亮大理石圖紋的手袋
@elahandbags @HoltRenfrew

又是靴子
琳琅滿目的橡膠靴，令我變成一個進入糖果店的小孩。
@HunterBoots @jga_pr

Editor-in-Chief,
Toronto Star
Michael Cooke

“ 2周後，
我的肌膚
散發珍珠光澤。”
華裔小姐冠軍馬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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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