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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配置
無化學香料添加的個人護
理產品，讓身心與肌膚都
充滿正能量
第3頁

潮流便服鞋
舒適又平易近人的時尚風格
第4頁

完美自信
今期為你推介最新最優質的化妝掃，提供專家貼士，令你每日
都能輕易快捷化出完美妝容
第5 - 7頁

攝於emanuel Ungaro 2014春季時裝騷後台，攝影：Peter stig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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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廣告專題

動人美肌

新鮮事
RADAR專欄
為你搜羅環球
潮人、潮事、潮物。

SPLURGE
splurge
CARD
card

由1月23至26日，
於Murale購買指定產品
滿 $100或以上
即可獲贈一張價值

由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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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BEAUTY
SPLURGE優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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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leon talley

貫徹 TALLEY風格

冬日奇蹟

網上購物平台 Zappos 最近禮聘 Andre
Leon Talley 出任美術總監，希望借助
他的管理可以吸引更多顧客到其專營
較高檔鞋履的分支網站消費，如 Gucci
這些名牌都會在網站有售。時尚達人
Talley 還會親自監督Zappos 網站所有
編輯內容。
—Brooke Halnan

甜美舒緩

這款全新夢幻乳霜的深層保濕配方能均勻膚
色，令你的皮膚散發健康的光采。
Bobbi Brown Extra Bright Advanced Moisture
Cream, $112

冬天的乾燥特別容易刺激敏感的肌膚，
這瓶精華素揉合了甘菊、山楂及牡丹
的精華，令肌膚得以舒緩，減少紅腫
的 情 況。 現 購 買$300 或 以 上 Darphin
的 產 品， 即 可 獲 贈 Divine Anti-Aging
Collection 或 Youthful Radiance
Collection 一套四件裝的禮品。
Darphin Intral Redness Relief
Soothing Serum, $114

studio
headphones,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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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耳機

國際著名華人設計師
Alexander Wang 與美國聲樂設備品牌
Beats By Dr.Dre 聯乘合作，施展他的
設計魔法，推出以啞光黑配金的限量
系列產品，將潮流與音樂合二為一。
beatsbydre.com有售，由$149起。
—Jessica Dilworth

全能淨膚
著名時裝雜誌《Vogue》稱之為「可能是
世界上最好的」潔面產品亦不足為奇。這
款備受愛美一族熱捧的全能潔面膏能夠去
角質、柔膚及徹底清除防水睫毛膏。現購
買一瓶 100 mL 全能潔面膏，即可獲贈 Eve
Lom TLC Radiance Cream (25 mL)。
Eve Lom Cleanser 連 Muslin Cloth, $88

6

8

修護美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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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滋養及除皺而設計的簡單護膚步驟，令肌膚重煥彈性，緊緻幼滑。
現購買此套裝即可獲贈一個 Skin Cleansing System 潔面刷。
Skin Authority Fit Skin Kit 套裝包括 Night Revitalizer (50 mL)、
Daily Cleanser (177 mL) 及 Age Defying Moisturizer (50 mL), $219

點擊之王

Microsoft 剛公佈2013年網民最常點擊
查詢的詞組，Michael Kors 榮獲全加拿
大最高點擊時裝設計師，而美國女歌
影視紅星 Miley Cyrus 則在娛樂界名人
類別獲得最高票數。
—B.H.

一夜美肌

9

睡前於臉上噴上這瓶噴霧，促進肌
膚的排毒和再生功能，翌晨起來，
肌膚已回復清新、柔軟的感覺。
Rivoli L’Eau de Nuit Revitalizing
Mist,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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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kane

極致豐潤

英國之最

於12月舉辦的 British Fashion
Awards，堪稱英國時尚界奧斯
卡，Christopher Kane 獲頒發最佳女仕
服裝設計獎，而英國男子音樂組合One
Direction 成員 Harry Styles 則壓倒時
尚名人 Alexa Chung 及名模Kate Moss
奪得 British Style Award 殊榮。
—B.H.

Caudalie 的新產品 , 這瓶乳液超凡滋潤，有
助撫平皺紋，令膚色均勻，肌膚重現光采。
Caudalie Premier Cru La Crème Riche,
$165 Mist, $236

完美豐盈

養眼精華

有這全新的神奇乳霜，讓你
立即擁有明亮的眼眸及緊緻
的櫻唇。每次使用，均能消
除肌膚的細紋、浮腫和黑眼
圈。
Guerlain Orchidée Impériale
The Eye and Lip Cream, $220

當你脆弱、纖細的眼肚受到刺激，
這款深受明星喜愛的啫喱眼膜，可
於 10 分鐘內改善眼部皺紋，令眼
肚變得更幼滑細緻且去除浮腫。現
購買 $50 或以上 skyn ICELAND 產
品，可獲贈 Icelandic Relief Eye
Pen ($22 value)，送完即止。
Skyn ICELAND Hydro Cool
Firming Eye Gels, $33 (8 對 )

jessica
biel
in elie
saab

追尋時裝夢想

當四方帽與紅地毯擦出火花：來自黎
巴嫩的著名設計師Elie Saab 與倫
敦時裝學院合作推出一個嶄新學位課
程－時裝文學士，將會在2014年9月在
黎巴嫩美國大學正式開學，你的時裝
夢是時候要付諸行動了。
—B.H.

一瓶驚人
這瓶全新、質地幼細的乳霜一次解決多樣肌膚
老化問題，能徹底針對細紋、膚色暗淡和缺水，
令肌膚回復絲漾柔滑且富有光澤。
Estée Lauder Revitalizing Supreme Global
Anti-Aging Creme, $82

優惠適用於即日起至 2014 年 1 月 26 日 ( 星期日 ) 期間購買指定產品，在扣除折扣及回贈後的稅前總金額。不能與任何積分推廣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每人每次購物只可獲贈一張 Beauty Splurge 優惠
卡。Murale Beauty Splurge 優惠卡可於 2014 年 1 月 27 日 ( 星期一 ) 至 2 月 16 日 ( 星期日 ) 期間，購物金額達 $30 或以上時使用。詳情可向店內美容師查詢。

免費 肌膚護理諮詢
請瀏覽 MURALE.CA/SERVICES

了解我們的美容服務
美麗無休止
24/7購物盡在 MURALE.CA
卡加里

SOUTHCENTRE MALL

愛蒙頓

WEST EDMONTON MALL

滿地可

PLACE VILLE MARIE

渥太華

DOWNTOWN (BANK & LAURIER)

多倫多

THE SHOPS AT DON MILLS

溫哥華

OAKRIDGE MALL

不論你只有幾分鐘或整個下午，
我們都可以為你介紹一系列服務，
讓你盡顯迷人姿采。

kardashian: Photo by CARV/AKM-GSI/KEYSTONE Press (©) Copyright 2013 by AKM-GSI. celebs: getty images. Vawk & Fong: Edelman.

明亮眼眸

Lancôme 的全新眼部修護精
華特別針對眼周部份，令雙
眸回復神采，眼周肌膚更柔
滑亮麗，令你更容光煥發，
耀眼迷人。
Lancôme Absolue Yeux
Global Multi-Restorative
Concentrate, $140

喚膚清爽之選
運動過後出了一身汗，洗個熱水澡， 愛自己多一點， 使用一系列無添加人造香料
的個人護理用品，精神為之一振，保持一整天清新爽利。
由左上角 :
1. 瞬間舒緩乾燥，滋潤痕癢皮膚 Elizabeth Arden Fragrance Free Eight
Hour Cream Skin Protectant , $25, Hudson’
s Bay 及 Shoppers Drug
Mart有售。
2. 輕易卸妝潔膚之選 Simple Cleansing Facial Wipes, $11, 各大藥房有售。
3. 富含維他命E & F，腋下滋潤止汗劑 Dove Go Sleeveless Unscented
Anti - Perspirant, $5， 各大藥房有售。
4. 高效祛油爽膚水 Eucerin DermatoClean Clarifying Toner, $12, 各大
藥房有售。
5. 易於肌膚迅速吸收，防UV 紫外線潤膚霜 Neutrogena Moisture OilFree SPF 15 Facial Moisturizer, $16, 各大藥房有售。

6. 天然防敏感潔面霜 Burt’s Bees Sensitive Facial Cleanser, $13,各大
藥房有售。
7. 龍血樹精華玫瑰水喚膚消炎噴霧 Rodial Dragon’s Blood Hyaluronic
Tonic Re-Hydrating And Soothing Toner, $35, Murale有售。
8. 不含羥基苯甲酸及硫酸鹽等防腐劑洗髮水，清潔柔順汗濕秀髮
Be.better Tea Tree Oil Shampoo, $6 (250ml), Rexall有售。
9. 不添加麩質及石油或滑石粉成份蜜粉餅，減低油光，啞緻妝容 Cover
FX Blotting Powder, $22, Murale及coverfx有售。
ca Shoes 鞋 : The ultralight Nike Free Flyknit sneakers, $195,Nike 專
門店有售。Headbands 頭巾: Lululemon fly-away tamers in clear mint
and blue moon, $12／條, lululemon.com有售。

網上延讀 瀏覽更多美容潮流資訊，請上網 thekit.ca

jeanne信箱

“ 2014年里，我下定決心要於鞋履搭配方面多花功夫，決心放棄對皮革
legging的依賴，在新的一年里，妳又甚麼大計呢 ? ”— Bronwyn
親愛的Bronwyn：
我們都聽過成語“一語雙
關”，你這個提問令我感覺是
“一題雙關”
，讓我不其然反思
「時裝潮流」的真正意義。
基本上每年我都會為讀者提
供各種各樣實用的建議。哪些服
裝和飾物令我感到滿意，哪些穿
上身會令我感覺不舒服 ? 又有甚
麼是我很渴望擁有卻從來不會買
? 時裝潮流及其於我們日常生活
中扮演甚麼角色，這涉及哲學問
題。 時裝潮流真的可以令我們
靈魂高歌 ? 我是否花太多時間去
擔心自己該穿甚麼衣服呢 ?

kim kardashin
wearing a
wolford
turtleneck

首先，我們來解決實際方
面的問題。我已決定，在2014
年，絕不會再購入令雙腳受罪的
鞋子。哪些歸屬於『高端時尚領
域』的鞋履，往往都不會兼顧舒

適實用。我最後買入的那雙“漂
亮”鬥零踭高跟鞋, 每次穿上它
我都會抱怨為何要自討苦吃。
我亦決定要添置多幾件質料
好的基本款，適合全年大部份時
間穿著－ 例如我喜愛的沃芙德
（Wolford）高領套頭毛衣。
另一個決心是要令自己有更
大的衝勁經常去健身室 ? 就到
健身服裝店為自己購入一些漂亮
有型的運動裝備吧！正因如此，
我會添置幾套漂亮的健身服，
刺激自己在即將來臨的春季付
諸行動！
還有，雖然我很鐘情黑色小
禮服，亦擁有很多，但對於在晚
間穿著的服裝，我還是會去嘗試
不同的顏色。每當我的晚宴裝扮
加入更多的色彩元素而受到各方
的讚美時，都會產生一種飄飄然

的美好感覺。
而在哲學層面，2014年我
會將自己的思維心態變得更正面
積極 — 各方面都是，包括衣櫃
里的服飾，事實上我擁有的比我
所需要的更多，所以我不會再
讓自己有“無適合的衣服可穿”
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我會忠於自
己，遵循穿得舒適的打扮路線，
不斷提醒自己，那份活力感覺並
非來自衣服本身，而是來自自己
對服裝選擇的那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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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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之選

chloé fall 2013

“懶”
風繼續吹

不用綁鞋帶不用拉鍊不用鞋扣，slip-on 鞋款完全符合人類懶惰的天性，繼續成為潮裝必備；
結合不同質料及圖案等細節，吸引更令人心情愉悅！—Ingrie Williams
celine spring 2014

marc jacobs
spring 2014

水銀瀉地
雙腳完全沒壓迫感，於晚宴場合取代金屬高跟鞋亦有那份華麗興奮
感。 MICHAEL Michael Kors Boslip sneakers, $128, Capezio及
capezioshoes.ca 有售

歲 月逆轉

格子魅力
無論下裝是七分褲，九分褲，短褲，還是皮革legging，穿上這款經典格
狀圖案的滑板鞋，顯得格外醒神。Celine checkered sneakers, $650,
Holt Renfrew有售
celine spring 2014

為妳搜羅最新養顏抗衰老產品，將肌膚停留在最完美無瑕的一刻。

“突”出風格

jill dunn

每位女性都不想變老，能變回嫩滑的嬰兒肌膚就當然更好！各大品牌最知女
人心，紛紛推出抗衰老產品，使用高科技研發的配方，或革新的植物成份，
在我們睡眠的時候發揮功效，達至撫平皺紋，調勻膚色，飽滿肌膚及高效保

濕的效果。藥房專售的產品前所未有地高效能。最新的抗衰老配方，令皮膚
看上去更豐盈，更有彈性，改善幼紋，減輕色班，並且源源不絕地補水、補
水、補水。我們齊看看以下產品為什麼值得我們推介。

抗皺新星

重現豐盈
彈潤

淨白亮膚
新科技

電影Gravity（地心引力）很賣
座，但如果是發生在皮膚上，那就
是另外一回事了，相信沒有人想看
到自己有鬆弛下墜的臉頰和下巴。
雖然沒有什麼方法比使用激光
醫學美容更快重塑面部輪廓，這款
產品卻能有效助妳回復肌膚緊致，
改善整體膚色和皮膚彈性。
多勝?(Peptides）是今天醫學界

過往，對付皮膚那些煩人的黑
斑，阻斷黑色素形成的護膚品成
份，有皮膚漂白功效的對苯二酚
(hydroquinone)似乎是唯一的
選擇，但它卻具有我們不想要的缺
點－刺激皮膚。
最新的抗皺美白成份，可以起到
同樣的功效且避免對皮膚的刺
激。Clinique推出革新，見效更
快的美容科研新成果 Clinique’s
Repairwear Laserfocus（兩
年前我們曾經介紹過）升級版。“
升級新配方加入多種成份，比起舊
配方，在撫平皺紋，修護平滑肌
膚及改善膚質方面效果加倍，使用
數週即可見到明顯效果，”品牌研
發部的執行董事 Dr.
Tom Mammone
說道。
“配方含有多種有
效成份，快樂鼠
尾草萃取(Salvia
Sclarea (Clary)
Extract)成份，
能有效重建肌
膚表面屏障保
護層；乙醯葡
萄糖胺(Acetyl
Glucosamine)
能夠促進蛋白聚
醣的生物合成，
增加皮膚中透明
質酸的含量，並
Clinique
能解除表皮與老
Repairwear
死細胞的連結，
Laser
有效清理皮層同
focus, $59,
Clinique.ca
時溫和地去除角
有售
質,?使皮膚細胞
更新過程得到糾正和活化，”Dr.
Tom Mammone說。
而LancＯme最新重點精華素產品
主打均勻膚色，推出不同配方針對
不同皮膚的需要：白皙膚質的淡
斑，中性黃膚質的提亮去黃，以及
黑色膚質的美白修復，姊妹們可以
根據自己的皮膚狀況和需要選擇不
同的配方精華液。
塗上這些美白精華及面霜，可以令
皮膚即時變的均勻有光澤，並能提
供長效修復肌膚的功效。

搖滾味濃郁的玫瑰金和銀色鍋釘，添加在柔和的胭脂色上，降低粗獷感增添女性美。
Sam Edelman Braxton sneakers, $140.Hudson’s Bay. thebay.com
有售

大自然氣息
誇大了的蛇紋圖案，簡單的設計卻充滿野性味。 H&M snakeskin print sneakers,
$35 H&M and hm.com/ca 有售

明星示範

Jenna
Lyons
必備機車外套

—Natasha Bruno

光滑簡潔
完美幾何學

1

分鐘
的奇蹟

永恆的祝福
聖誕節，早已成為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即使沒有信仰的朋友，對聖
誕節的投入程度，絕不比有信仰的朋友遜色。有甚麼比聖誕節特有
的松香氣味更有節慶氣息 ? 眼前這個香薰蠟燭你必定不能錯過，
散發著醉人的松木, 桉樹, 薰衣草, 柏樹, 乳香味的蠟燭，四芯並重達
2.5kg，令燃點時間更長，氣味散發更持久。 很貴 ? 是的，但每年只
過一個聖誕節, 就豪一次吧！
—Deborah Fulsang

Jo Malone Pine & Eucalyptus Luxury Candle, $495, Holt Renfrew

設計新穎的幾何box
clutch 是全身打扮的
畫龍點睛之作，散發出
摩登時尚感。

修長挺括的長袖結鈕
恤衫，簡單中滲出瀟
灑型格魅力，雙袖翻
起令上裝看起來順眼
又舒服。

視覺的質感
充滿金屬光澤的睡衣款長褲，
閃令搶眼，令整體打扮添潮味
及調皮。

小貼士
當身上的主要單品有一件
是金屬質料的，就如這身
打扮的褲子，配戴的飾
物適宜精緻小巧，以
免產生對抗和衝
突。

提升之選
鞋子的陪襯除了著意顏色外，
成熟優雅的高跟鞋款式剛好抵
銷寬鬆睡衣款長褲過於隨意懶
臃的感覺。

BACKSTAGE BEAUTY: PETER STIGTER.

稱身的機車皮外套，
是西裝外套以外極好
的選擇，構造出輕鬆
型格味。
runway: Peter Stigter & getty images. Product photography: geoffrey ross. off-figure Stylist: Kate Corbett/plutino group. lyons: getty images.

這位 J.Crew品牌的
靈魂人物及時裝專
家，大膽地將各種風
格不同的服飾穿上
身，看似漫不經心，
卻能達到巧妙絕倫的
效果，向大家示範何
為走在時尚尖端的混
搭風格。

妳有否想過，臉上那粗粗細細的
皺紋其實是肌膚“ 損傷了”?最新
的抗皺美容科技都將焦點放在再
生醫學領域 : 皮膚上的皺紋等同於
微細的創傷。（膠原蛋破裂，皮膚
的彈力蛋白去到低水平時，皺紋和
凹陷或 “ 損傷” 就會產生。）根
據在史丹福藥理學校掌管肌膚無
痕修補研究室（Scarless Skin
Repair Laboratory）的內外科
醫生 Dr.Peter Lorenz 所講，
關鍵是刺激處於低水平的生命源再
生蛋白群（pro-regenerative
proteins），令皺紋“自愈”，
回復平滑。
Giorgio Armani美容產品系列
最新抗皺科研成果：黑曜石礦物
極致再生乳霜（Crema Nera
Extrema）， 品牌的肌膚科學
團隊通過對超過350種植物的研究
和篩選，在南非發現具有非凡再
生能力的植物-Myrothamus
Flabellifolia，在缺乏生存條件
的環境下即使超過10年時間，如若
再給它灌溉水
份，竟然能在
數小時內自我
復甦。這種神
奇植物的天然
成份，如用在
皮膚上，則可
以刺激皮膚細
胞回復年輕狀 Giorgio Armani
Beauty Crema
態。
被皮膚科醫生 Nera Extrema
Supreme Reviv認可具理想防
ing Cream, $380,
皺效果的維他 at Holt Ren命A醇，被美容 frew and 及 個
界視為抗皺黃 別 Hudson’s Bay
金法則，想使 stores有售
用大一點劑量令效果更好，皮膚卻
難以承受。現今，升級配方可以做
到緩釋效果（即緩慢逐漸釋放替代
一次性釋放技術）， 效果更勝舊配
方，並能避免出現掉皮泛紅等過敏
現象。 “ 我們最新產品特有的專
利配方囊封系統，能確保抗老化的
有效成份維他命A醇（retinol）
得以避免氧化反應,”加拿大
Miracle 10 化妝品公司主席Ann
Marie Macdonald說道，“當
妳塗上這些產品，密封著維他命A
醇（retinol）的
外囊會分解並將抗
氧化養份以最有效
的方式輸送到妳的
肌膚裡。”
這護理精華還富含
黑醋粟籽油、向日
葵花籽油、迷迭香
葉提取液等有效消
炎成份，以及具備
修補皮膚功效的維
生素E和熏衣草精
華。
Miracle 10 Retinol
Treatment 60, $87,
miracle10.com有售

Strivectin
TL
Tightening
Face
Cream,
$99, at
Hudson’s
Bay 及個別藥
房有售

恢復皮膚彈性的熱門成份，通過
重組配方，如結合激活膠原合成
的多勝?植物成份－海藻精華，能
獲得意想不到的功效，就如這瓶
Strivectin Tightening Face
Cream。
Kiehl’s這款極緻多效抗衰老乳
霜，花時17個月研製，蘊含尖端配
方，三重活化科技，富含的櫸樹萃
取 (Beech Tree Extract)－被
公認為擁有提升肌膚緊緻、顯著改
善飽滿度及密度的能力，是一種常
見於櫸樹之中的糖分子；被廣泛認
同擁有支援表皮更新能力的茉莉酸

磨砂去角質固然可以保持毛孔清潔
和皮膚光滑，但使用過多卻會使肌
膚老化，皮膚失去自然的水分保護
層（導致皮膚失去對外界物質入侵
的防禦能力）。 學術上，這叫造
經皮水分散失，指水分從皮膚表面
散失，引致慢性皮膚乾燥問題。韓

exclusive

獨家披露
5大美容秘笈
專業護理品牌Dermalogica
創辦人, 皮膚健康大使Jane
Wurwand與大家分享她保持
年輕狀態的秘訣。
Korres Greek Yoghurt
Advanced Nourishing
Sleeping Facial, $59, at
Sephora and select
Shoppers Drug Mart
stores及個別藥房有售

國的人氣補水睡眠面膜，就是針對
這個問題。臨睡前塗上厚厚一層這
款果凍質感的面膜，肌膚就可以在
妳甜夢時，吸足一整晚養份。它跟
妳慣常使用的晚霜或者使用後要抹
除的面膜最大的區別是無需抹洗：
它在妳睡眠過程中會慢慢被吸收，
向妳的肌膚輸送強力補水成份並能
平衡肌膚水份。第二天醒來，妳會
發現肌膚變得飽滿清新。富含高效
補水成份如神經?胺和透明質酸，
令妳的肌膚白天能防有效止水份丟
失，這才是真正的“睡美容覺”。

1. 防衰老首要要訣－SPF 30 防曬
“除了注意在猛烈陽光底下的要做足
防曬措施，日光對皮膚的傷害也不可
忽略，” Wurwand說，“無論妳
是否是在夏天去沙灘，還是於冬天裡
去滑雪，任何時間和場合只要接觸日
光，都要避免UV傷害，要知道UV是皮
膚的最大敵人。”

2. 爽膚液不是為了清潔，而是保
濕的第一步
“爽膚液是護膚中關鍵的過渡環
節?Wurwand 解釋說。“通常，
如使用的潔面乳是油性而非水溶性，
妳就需要使用含酒精成份有祛油功效
的爽膚液，來祛除多餘的油脂殘留
物。”但要注意，這些祛油爽膚液如
是用在水溶性的泡沫潔面產品後，就
會變得刺激性太強。“在塗護膚精華
或保濕霜前，先抹上爽膚水，能為護
膚程序作最好準備，使其後塗抹的護
膚產品更易吸收，效果更好。?

3. 肉毒桿菌 (BOTOX) 或其它填充
針劑，不能代替良好的護膚習慣
“肉毒桿菌和其它填充針劑對皺紋無
疑可以產生立竿見影的功效，但它們
對妳的膚質及膚色沒任何幫助。”

4. 用大量的護膚產品並不現實
“我發現，一般人對護膚的認識有很
大的錯誤，她們會用很多護膚品，而
且很混亂。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一

Kiehl’s Super MultiCorrective Cream,
$68, kiehls.ca有售

(Jasmonic Acid)，幫助顯著改
善皺紋、幼紋、水分及彈性流失，
同時柔滑肌膚及重塑肌膚表面質
感。透明質酸成份(Hyaluronic
Acid)，能增強肌膚短期及長遠的
天然保濕效能及有效改善肌膚彈
性。“這個獨特的3重配方協同效
應，同時作用於肌膚表層，真皮層
以及皮下組織， 能夠顯著提升及緊
緻肌膚、均勻膚色、重塑面部輪廓
及改善膚質。”品牌顧問皮膚專家
Adam Geyer說。

飢膚補水
之選

天內用超過5樣的護膚品 – 誰會有那
麼多時間 ? 其實只要在臉上塗上薄薄
La Prairie Skin Caviar
Luxe Sleep Mask, $365,
at Holt Renfrew有售

Jill Dunn is a freelance writer
and beauty expert in Toronto.
@JillD_tweets

幾層保濕產品就很好了: 保濕爽膚水，
跟著精華素，然後是深層保濕霜，再
加眼霜就足夠了。 ”

5. 去角質是必須但不能過份
“ 曾經，有位編輯跟我說我們
微型美白酵素粉末產品（Daily
Microfoliant）用了會上癮，”
Wurwand 邊笑邊說，“皮膚擔當
的是保護作用，過量地去角質，會對
皮膚造成刺激，從而引起皮膚自身的

Lancôme Dreamtone
Customized Skin Tone
Correcting Serum, $110,
lancome.ca有售

防禦反應，而出現紅腫脫皮等炎症症
狀。 ”

DERMALOGICA SPECIAL
CLEANSING GEL, $43, ULTRA
SMOOTHING EYE SERUM, $65, AND
AGE SMART RICH REPAIR, $101,專
業美容院及DERMALOGICA.CA 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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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化妝師「妝」備心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塑造完美妝容，除要熟練的技巧，更要配合專業的工具，今期找來多位著名化妝師，
分享她們的化妝秘技，教你如何花最少的錢得到最大的回報。 DEBORAH FULSANG. PHOTOGRAPHY BY GEOFFREY ROSS

女人裝
THE
KIT
instagram
登陸

將妳最真最率直的一面 , 或在辦公室, 各大小場合未曾公開發
表過的有趣得意相片, 上載到 instagram.com/thekitca 與我們
的讀者一同分享吧！

最具實用價值

最人氣妝具

“這5枝化妝掃每枝都具有兩種，甚至三種功能 。”
－ M.A.C 化妝師 Jane McKay

Kabuki brush

1. 蜜粉最佳拍檔 “我用它來畫眼影，打高光
粉，提升輪廓，和定妝。我通常只會在臉上幾
個部份上粉，這化妝掃的大小剛好適合。”

甚麼是Kabuki brush : 名字源自日本藝伎，傳統歌舞伎的白臉妝就是用這
類短柄，刷毛短而濃密的刷子來完成，這便成為我們常用的蜜粉刷代名詞。
使用方法 : 濃密的刷毛抓取的粉量剛剛好， Maxime Poulin
（Guerlain名國際化妝師），而且在均勻妝效果方面非常出色.“如果你
是走在潮的尖端，又或是鍾愛希治閣式誇張神秘造型，這款粉底掃就最適合
你不過了。 ”

M.A.C 224 TAPERED BLENDING BRUSH, $39
2. CREAM’S COMPANION 霜類好伴侶
“我最愛用它來塗霜質產品：護膚霜，粉底霜
和遮瑕霜。”
M.A.C 188 SMALL DUO FIBRE FACE BRUSH,
$42

THE BODY SHOP
SLANTED KABUKI
BRUSH, $28,
THEBODYSHOP.COM有售

3. 全能化妝掃 “我會用它來塗護膚品，遮
瑕，粉底，眼影，勾畫輪廓、暈染及塗唇。”

擊倒寒流
美麗小飾物
才華橫溢的時尚配飾大師 Thomas Sabo 柔軟的羊駝毛頭巾和 @eosproducts 潤
在英國倫敦發佈2014春季戒指配飾系列。 唇膏足以讓你度過一個很愉快的冬天。

M.A.C 217 BLENDING BRUSH, $29
CHANEL
LES BIEGES
RETRACTABLE
KABUKI BRUSH,
$52,
CHANEL.CA有售

4. 畫出線條 “這枝用來畫眼線，眉毛， 咀唇
效果一流。一枝化妝掃就有以上用途， 而且
乾濕兩用都可以。”
M.A.C 263 SMALL ANGLE BRUSH, $24
5. 由頭到腳 “我用這枝來掃面頰，額頭，下
顎和身體。它是我的必備腮紅掃和飛霞掃。”
M.A.C 116 BLUSH BRUSH, $42, ALL
BRUSHES MACCOSMETICS.COM 有售
1.

2.

3.

4.

“柔軟蓬松的掃能營造輕薄通透妝容，
而毛量緊密的化妝掃就適用於較為濃厚
沈實的妝。”

5.

— Jackie Shawn, 化妝師

沾滿雪糕的手指
美甲天后Deborah Lipmann 於Murale推
出2014年春季新系列產品, 甜美繽紛的
色彩令人置身Murale店舖內就如進入一
間冰淇淋店。
Assistant Art
Director
Kristy Wright

你需必備一枝怎樣的化妝掃?

“用對的化妝工具跟選用合適的
化妝品同樣重要”

“一枝半球狀化妝掃絕對不可缺少。它
用途廣泛，我的化妝工具里就有約25枝
這類化妝掃!半球狀的刷毛可供上色，
提亮及暈染之用。這是一個眼影掃，但
我還會用來遮瑕，塗唇和搽腮紅。”

— Bobbi Brown

怎樣使用粉底掃

- Melanie Inglessis, 名人化妝師

1. 先用指腹將約一角大小的
粉底液或粉底霜點在額頭，
面頰和下巴。“你無需全面
都塗!” Miyako Okamoto。
只須集中在面部有紅印，瑕
疵，或膚色不均的地方。

化妝掃的
另類選擇
“ Q-tips綿花棒是我的好朋友 ，用來清
潔失手的彩妝，修改邊緣，修飾角度，
除去多餘的化妝品，拿取管里的化妝
品，還可以用來塗唇彩。”
- Maxime Poulin,
名國際化妝師, Guerlain

ELIZABETH ARDEN粉底刷
$28, ELIZABETHARDEN.COM有售

2. 如果臉上有疤痕或暗瘡印
需要較多覆蓋，將粉底掃與
妳面部垂直放置，輕柔地推
勻或輕拍粉底到那些部位。

Q-TIPS 綿花棒, $5/400 枝,
SHOPPERS DRUGS MART 有售

“我喜歡用Beauty Blender美妝
蛋來塗抹粉底, 快捷容易打造出
貼服細緻的底妝。 我剛才是否
講過“快”? 對, 我就是喜歡它夠
高效率 ! ”
– Grace Lee, Maybelline
New York Canada 首席化妝師
THE ORIGINAL BEAUTYBLENDER, $26,
HUDSON’S BAY及THEYBAY.COM有售

QUO 化妝海綿塊, $4/16片,
SHOPPERS DRUGS MART有售

SHISEIDO PERFECT FOUNDATION
BRUSH, $33, SHISEIDO.COM有售

3. 粉底掃能到達臉部較隱蔽
地方如內眼部份，嘴部周圍
和鼻孔周圍。上粉底時須施
加少許壓力以達至全面良好
的覆蓋。

LANCÔME 粉底刷
NO. 2, $41, LANCOME.CA有售

4. 配合45度角，沿面頰往外
輕掃直至輪廓邊緣手法，造
出透薄輕盈效果。

CHANEL LES PINCEAUX DE CHANEL
FOUNDATION BRUSH NO. 6, $47, CHANEL.CA有售

Q

“化妝海綿很適合用來塗霜
類產品例如粉底, 腮紅或眼
影，還可以根據不同需要隨
意切割大小同形狀。”
- Cody Alain, 化妝師,
多倫多

至於那些迷你海綿棒呢 ?
很多化妝師認為這些堅硬的迷你化妝掃雖
嬌小可愛但實際效用不大。
然而 Maybelline New York首席化妝師
Grace Lee 卻很偏愛。
“ 它們在集中顏色塗抹上效果是非常出
色，尤其是眼窩部位的提亮。”

解構化妝掃

有沒有想過各式各樣的短毛掃有甚麼作用？曾任名人Salma Hayek 和 Sandra Bullock化妝師的Sonia Kashuk，
推出了自家設計的化妝掃系列，由她介紹不同形狀的化妝掃有甚麼功能就最適合不過了。
SONIA KASHUK THE FALL BRUSH UP 10件化妝掃套裝，$30, TARGET.CA有售

碎粉胭脂掃
鬆軟豐密
的毛掃最
適合用於
上粉底和
腮紅。

合成纖維
圓頭粉底掃
可輕易做出
完美無瑕的
底妝，刷毛
圚頂位置方
便修飾微細
之處。

「這是一雙很少女的鞋，露趾設計，鞋身的曲線
線條以及腳踝的綁帶，由頭到尾每一細節都非常
優美及女性化…性感就更不用說了。難怪，它是
Brian Atwood 的傑作! 」
The September共同創
辦人 Aynsley Wintrip
Harris 說：「如果你鞋櫃
裡還沒有裸色高跟鞋，
那就認真考慮這雙吧！
這雙鞋與裙子，長褲甚至
牛仔褲都非常合襯。」

Brian Atwood Mytra Peep Toe Scalloped
Pump with Ankle Strap, $795
thekit.ca/the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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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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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來自Lee Coren 設計
，100%蠶絲製造的粉紅圍
巾，柔軟順滑，色彩夢幻，
絕對是夢寐以求! Lee Coren
作品一直追求獨一無二的花
款圖案－她會從日常生活中
尋找設計靈感，有如平凡的
百葉窗甚至是一個郵箱，她
會將它拍下來，帶回家，再
將這些生活元素帶進她那華
麗現代的配飾設計裡。
Lee Coren smoked pink 100 per
cent silk scarf, $90
thekit.ca/brika
In collaboration with

“一枝粉底掃有助提升妳的化妝水準達至專業水平。”
Miyako Okamoto, Shiseido名國際化妝師，
她與大家分享了一些使用心得 :

QUO ALL OVER SHADOW BRUSH眼影掃, $13, SHOPPERS DRUG MART 有售

雙層纖維掃
中等長度的
刷毛，用於
提亮修飾 ，
或上薄薄一
層的粉或腮
紅是最好不
過了。

人氣網店搜獵心頭好

In collaboration with

DIOR
PROFESSIONAL
FINISH KABUKI
BRUSH, $55,
THEBAY.COM有售
NARS BOTAN
KABUKI
BRUSH, $80,
NARSCOSMETICS.
CA有售

一Click添衣飾

小型多功能
粉掃
對於細面積
的修飾非常
好用，如T字
部位；用這
個掃於眼影
層次間掃上
柔光蜜粉，
可令眼妝更
富色彩感。

眼影掃
顧明思義此
掃是用於美
化眼部化妝,
能輕易塗抹
整個眼窩；
亦可用於眉
骨上光影
粉，較短的
掃毛更便於
個別部位的
重點修飾。

斜角眼窩掃
易於將眼影
色澤暈染出
自然完美的
眼妝，令眼
睛更大更有
神。

暈染眼影掃
用於上下眼
線眼角部
位，在色彩
控制及營
造煙薰效果
方面均很理
想。

眉毛掃
配合接近眉
色的眉粉，
輕易掃出像
真自然的效
果。

折角眼線掃
彎頭設計讓你
能準確勾勒平
滑線條，易於
控制。

螺旋狀眉掃
上色後使用
此掃，可梳
理眉毛同時
更能令眉色
柔和自然。

各位美人，
恭喜發財！

新年

鴻運當頭
魅力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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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MASCARA

1

分明式睫毛掃

2

密集式睫毛掃

塑造纖長細緻分明效果
塑造濃密豐盈效果

只需扭一扭!
就可以轉變掃頭
達到濃密豐盈效果!

1

2

1支睫毛

掃

2種效果
轉換式掃頭

獨家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