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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美容特集
引領妳回復美態的超級護膚，美妝，美髮明星產品

洗去皮膚一天的雜質和污垢，
還原肌膚清爽透亮，

感覺無比暢快！ 

經典的 Fresh Soy Face Cleanser 富含大豆蛋白，黃瓜萃

取及玫瑰花水，集合潔淨，卸妝，滋養肌膚三大功效。現推出

400mL按壓瓶裝（定價$88，sephora.ca 有售），放於浴室供

日常使用最適合不過。

該內容由The Kit 編寫；fresh 贊助及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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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條紋
作為男裝經典，幼條紋給人一種莊重的感覺。本季的設計教懂我們，如此正統的套裝元素也能
變得活潑起來。雖然 Haider Ackermann 的設計依然走幹練路線， Erdem 卻加入了黑色

花朵點綴，證實了要展現浪漫的一面也毫無難度。 

VIcTorIA BEckhAM WAistcoAt, $895, mAtcHEsfAsHion.com. NINA rIccI PAnts,  
$1,543, nEt-A-PortEr.com. SAINT LAurENT sHirt, $1,115, fArfEtcH.com. uNIqLo PAnts,  

$40, uniqlo.com. VETEMENTS skirt $1,140, mAtcHEsfAsHion.com

蘇格蘭格紋
蘇格蘭格紋和格子花呢服飾由來已久，時至今日，依然能強烈感受到其根基深遠。Burberry 的經
典格紋，經 riccardo tisci 雙手變得格外耀眼，而 Jonathan cohen 的設計令人聯想到散發著 
Jane Austen 文學家氣質的 cher Horowitz ，如此永恆的圖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時尚魅力。

oAk ANd ForT JumPsuit, $118, oAkAndfort.com. SoIA ANd kYo BlAzEr,  
$425, soiAkyo.com. VErA WANG croP toP, $1,621, fArfEtcH.com. BurBErrY  

PAnts, PricE uPon rEquEst, BurBErry BoutiquEs. GANNI drEss, $345, gAnni.com

M
Iu

 M
Iu

文：  REnéE TsE

格紋魅力 
2020年冬季時尚重新詮釋經典。
破格的復古設計，創新搭配的套
裝，還有搶眼前衛的配件，給人帶

來非一般的驚喜

千鳥格
如此典雅的簡單圖紋，可以攻佔全身造型的每一個部位，更為 2020年冬季多個設計品牌注入
濃郁的復古氣息，如 Versace 不同凡響的撞格設計，off-White 的錯幻視覺效果。千鳥格於

潮流歷久不衰，乃時尚投資的精明之選。
dIor HAt, $ 1,250, dior BoutiquEs. MIu MIu sHorts, $1,025, mAtcHEsfAsHion.com.  

BALENcIAGA coAt, $4,455, mAtcHEsfAsHion.com. dAVId koMA drEss, $3,381,  
nEt-A-PortEr.com. chANEL BAg, $5,950, cHAnEl.com

Win!
贏得獎品 收穫美麗

 The Kit 獻禮！將「2020 Beauty Disrupter Awards - 破格創新美容大獎」產品帶回家。包含多款精選產品總值為 $270的大禮包，一共七份，全方位照顧妳美
容需求。於八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八日活動有效期間，把握每日黃金一小時（星期六日除外），贏取大禮包，升級個人美容護理享受！

詳情請瀏覽 thekit.ca/beautydisrupterscontest2020

毋須購物即可參加。需要回答技能測試問題。凡居住於加拿大境內之十八歲或以上人仕均可參加。活動於美國東部時間2020年8月20日下午2:00開始，至2020年8月28日下午3:00 結束。每人只限參加一次。得獎機會決定於符合資格之參加者數目而定。獎品共有七（7）份，獎品為一個由破格創新得獎美容產品
組成的禮品包（每個禮品以零售價計算總值約為 $ 270.00 CDN）。參與活動及了解完整活動細則，請瀏覽 thekit.ca/beautydisruptersconte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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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耀眼的高光產品
客戶包括著名女星 

Gwyneth Paltrow 和 
Jennifer Aniston，塑造出
經典加州美女形象的名化妝
師 Gucci Westman，由她
出品的環保美妝系列，現於
加拿大境內也能買到。做完
了瑜伽，補充了鮮搾青汁，皮
膚煥發光芒，想要這種效果，
有這支高光棒就夠了，可謂隨

手可得。
Westman atelier Lit UP 

HiGHLiGHt Stick，$64， 
HoLtrenfreW.com

融入皮膚的遮瑕產品
Armani 於二十年前推出
經典粉底 Luminous Silk 

foundation 好評如潮，系列
如今添上新成員：Luminous 
Silk Lightweight Liquid 

concealer，表現同樣出色。
遮蓋度如同濃縮粉底，但透氣
性如人體第二層皮膚。輕易消
除黑眼圈，同時令雙眼透出神
采，效果自然。甚至可以用於

粉底之上打造高光效果。 
GiorGio armani LUminoUS 

SiLk LiGHtWeiGHt LiqUid 
conceALer，$49，ArmAni-

beAUty.cA

古銅色就像假期在盒子裏
fenty beauty 以顏色大膽
和幻化高光打響名堂，但偏好
自然妝容的妳，未必會優先考
慮這個品牌。這款古銅粉也
許會顛覆妳對品牌的印象。

質感潤滑，能輕易融入肌膚。
令肌膚看起來就像自然曬過
一樣，既富有光澤但又不會

泛光。更讚的是，它還防汗防
水，顏色多達七種，適合不同

膚色的需求。
Fenty beauty cHeekS 
oUt freeStyLe creAm 

bronzer，$42， SePHorA.cA

默默奉獻的眼影筆
高度顯色，質感潤滑，顏色
百搭，備受歡迎的 caviar 

Sticks 雖然表現如此出色，
粉絲依然欲求不滿，擴大色系
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為順應民
意，從金屬綠松石到閃爍的紫
紅色，Laura mercier 一口
氣加推 12 款搶眼新色，可謂

是給粉絲一個重鎚回應。
Laura mercier cAviAr Stick 
eye SHAdoW in tUrqUoiSe， 

$38，SePHor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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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絲的睡眠修護素
將那些會令枕頭套留下油膩
痕跡的睡眠護髮產品通通扔
掉，留下這款就夠了。能深入
滲透到髮絲，甚至於翌日醒
來無需沖洗。養份於睡夢中

被髮絲逐漸吸收，在日光下閃
閃生輝。此外，微妙的怡人香
味，能夜間助眠，日間醒神，

妙不可言。
Kérastase 8H mAGic niGHt 

SerUm，$65，SePHorA.cA

支援黑色頭髮的護髮素
不止染金頭髮要努力對抗變
黃的威脅，染成自然的黑色
同樣要應付會變色的問題，
無論是全染還是挑染。這是
一款加入了適量藍色（不是
紫色）的護髮產品，能中和
橙色調，從而消除令人煩厭
的變色問題，還有小麥蛋白
成份，滋養頭髮更健康。
redKen coLoUrextend 

broWnLiGHtSconditioner， 
$20，cHAtterS.cA

健身必備的乾洗髮劑
高溫瑜伽，動感單車，半馬拉
松⋯⋯統統都難不倒它。特別
為運動而設的乾洗髮劑，既

能吸收汗水和油脂，又能防止
異味。頭髮恢復生機勃勃，清

爽整潔。
bumble and bumble Pret-
A-PoWder PoSt WorkoUt 
dry SHAmPoo miSt，$34， 
bUmbLeAndbUmbLe.cA

升級版染髮髮膜
到藥妝店買染髮劑自己染髮，
乃青春期行為的代表之一，但
有趣的事何不繼續進行？深
層修護配方的染色髮膜，色
調典雅，適合成熟的妳。更讚
的是，經數次洗髮後，顏色便
會自然褪去，大可以放膽嘗試

各種顏色。
moroccanoil coLor 

dePoSitinG mASk in roSe 
GoLd，$32，moroccAnoiL.cA

改變心情的小玩意
很長時間沒有好好照顧一下
頭皮了吧？這款手持式頭皮

按摩小工具，能潔淨頭皮並促
進血液循環。最重要一點，按
摩頭部能舒緩壓力並提高被
稱為人體快樂荷爾蒙的血清

素水平，感覺超舒服！
sephora coLLection ScALP 
mASSAGer，$13，SePHorA.cA

清爽髮絲的護髮精華
除了包含必要脂肪酸和維他

命，這瓶護髮精華素更特別加
入大麻籽油成份，髮質變差也
不怕，能令頭髮變得柔順亮

澤，毛躁不再，髮絲幾乎感覺
不到任何負擔。

desiGn.me GLoSS.me HAir 
SerUm，$24，deSiGnmeHAir.cA

瞬間修復髮絲的護髮液
如果有人對妳說：妳的頭髮離
最佳狀態只有八秒的距離，驚
喜嗎？這款如水般清爽的頭
髮護理液，撫平毛躁、亮澤髮
絲、柔順秀髮，通通辦妥只需
八秒。表層重組技術便是它

的秘密武器，能定位修復受損
髮絲，保濕成份和氨基酸形

成薄膜。 
l’oréal paris 8-Second 

Wonder WAter LAmeLLAr 
HAir treAtment，$13， 
LondondrUGS.com

不給堆填區負擔的洗髮劑
洗髮皂並非新鮮事，但在家附
近的藥妝店能買到，便是一大
快事。打破洗髮皂長久以來「
不是貴便是很難買到」的困
局，可謂環保界一大美事。由 
Love beauty Planet 出品，
價錢僅為 $7，加入了鎖色保

濕椰子油和巴西棕櫚乳脂，令
髮絲變得超級潤澤。

love beauty and planet 
SHAmPoo bAr WitH mUrU 

mUrU bUtter And roSe，$7， 
WALmArt.cA

防燙傷的平板直髮器
玩轉風筒和捲髮器設計

後，dyson 將目光投向直髮
器。定價為 $650，這家科技
創新公司，以獨特的可彎曲彈
性電熱面板設計，提升受熱

均勻度，令髮束只需過一次，
便能達到完美順滑的效果。

與一般直髮器相比，可於較低
溫度下實現同樣造型，減少

頭髮50％的熱損傷。
dyson corrALe 
StrAiGHtener，

$650，dySoncAnAdA.cA

解決特殊髮質的難題
美國品牌 Gold Series 終於
跨越界限，填補了加拿大市場
的長期空缺。由黑人科學家

研發的新產品系列，為尤其乾
燥且容易斷裂的非洲血統人
群特殊髮質，提供更好的選
擇。此乃新系列中最暢銷產
品，加入了牛奶，順滑曲髮不
纏結，讓梳子能一路到尾，暢

通無阻。
Gold series detAnGLinG miLk 

WitH ArGAn oiL for cUrLy, 
coiLy HAir, $10, WALmArt.cA

讓妳可以多睡一會的噴霧
髮根部位可以用乾洗髮劑清
理，但髮絲部份怎麼辦？想要
完全不露痕跡，就要這款全

效噴霧幫忙了。能滲入髮絲，
平服毛躁，清爽如同剛洗完

頭髮一樣。更可以利用它來整
理髮型或重新造型（能保護

頭髮免受熱損傷），髮絲清新
無負擔。

tresemmé betWeen WASHeS 
StyLe refreSH ALL-in-one 

SPrAy，$6，WALmArt.cA

Hair | 頭髮護理 
“頭髮凌亂的一天？”你會思考。“我不認識她。”

Nails  | 美甲
「不好意思，我的指甲未乾，無法幫忙。」

時光倒流的手霜
比起身體其它部位，手部衰

老的速度更快，此乃不爭之事
實。皆因手部脂質較少，容易
乾燥變薄，且常常暴露於環
境當中。解決此問題，cau-
dalie 有良方：滋養的的乳霜
能將水分鎖在皮膚上，並能淡
化色斑和均勻膚色，有效消滅

歲月的痕跡。
caudalie vinoPerfect 

briGHteninG HAnd creAm， 
$26，cAUdALie.cA

讓指甲呼吸的透明塗層
作為底油使用可保護指甲，用
作面油則可延長美甲壽命，雙
重用途合二為一。美甲效果晶
瑩透亮卻毫不悶焗。採用專
利技術配方能保持良好的透
氣性，是一款能讓指甲暢順呼

吸的指甲油。
Quo beauty breAtHAbLe 

bASe & toP coAt，$12， 
SHoPPerSdrUGmArt.cA

美甲無需費時費勁
不想無聊地望著自己的手指

等甲油乾等到發呆，用這款指
甲油就好了。顏色亮澤，60秒
快乾，只需一個步驟便完成
（無需再塗面油），實在太
方便了。優化的斜角形刷子
設計，令單手操控變得容易

多了。
essie exPreSSie qUick dry 
PoLiSH in in A fLASH，$10， 
SHoPPerSdrUGmArt.cA

挑戰極致的指甲油
不僅指甲油的配方採用植物
成份，連刷子也採用植物製

成，Sally Hansen 讓美甲的
環保標準提升到新層次。不
含指甲油常見的15 種爭議成
分，包括甲醛，丙酮和甲苯。 

sally hansen Good. kind. 
PUre. veGAn nAiL coLoUr in 

LAven-deAr，$10，
SHoPPerSdrUGmArt.cA

似有若無的粉底
革命性「皮膚染色」概念，與
以往所有產品都不一樣。啫

哩質地配方，營造出肌膚超級
水潤的感覺。超幼細顏色微

粒子，令膚色變得更為均勻。
感覺如同向臉蛋潑了清水，
倍感醒神，猶如度假三日，消
除了時差，身體像剛剛充滿

電一樣。
chanel LeS beiGeS  

WAter-freSH tint，$85
，cHAneL.cA

真正隱形的定妝粉蜜
透明粉蜜很少真的透明，很多
時候會在臉上看到白粉，甚至
有厚粉殘留。這款產品就完
全沒有這個問題。超細的粉

末能貼合不同膚色和膚質，完
美融合肌膚，定妝效果超讚，
光澤柔和，能有效修飾毛孔

和細紋。
shiseido SyncHro Skin 

inviSibLe LooSe oWder，$48， 
SHiSeido.cA

完美肌膚的粉底
在產品推出之前，預售清單
高達一萬七千人，charlotte 

tilbury 可謂是紅地毯妝容的
救世女神，她的粉底能完美遮
蓋皮膚瑕疵並毫無厚重感，解
決了粉底覆蓋度和透薄度對立
的問題。雖然它宣稱為啞光效
果，但又完全不著痕跡，令肌

膚瞬間變得光潔無瑕。
charlotte tilbury 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53， 

cHArLottetiLbUry.com

討人喜愛的胭脂
想讓自己看起來更有精神就「
塗點胭脂吧！」我媽媽和化妝
師都是這麼說的。m.A.c 這
款新產品，充滿彈性感的乳

霜，令肌膚散發出自然光澤，
將美化氣色提升到另一層次。
共有十一款色調，顯色效果出
眾並超級易推暈。打造好氣

色，輕鬆又簡單。
m.a.c cosmetics GLoW PLAy 

bLUSH in Groovy，$33， 
mAccoSmeticS.cA

時光倒流的美好
時隔二十年， Lancôme 再
度推出深受歡迎的 Juicy 

tubes 唇彩，令我們那顆懷
念過去美好的心得以滿足。
塗上亮澤滋潤的唇彩，感覺
就像回到 olsen 雙胞姐妹

花的電影時代，令人一度對自
己喜歡塗啞光唇膏的想法產

生懷疑。
lancôme JUicy tUbeS 

oriGinAL LiPGLoSS，$24， 
LAncome.cA

零負擔的妝前打底
不少化妝師對妝前打底霜都
有意見，抱怨它覆蓋在皮膚上
會造成厚重感。這款就不一
樣了，它是液態狀，加入真絲
蛋白，塗於肌膚上完全不著痕
跡，上妝更易更貼服，令妝容
更持久，更可避免毛孔卡粉的

情況出現。
tatcha LiqUid SiLk cAnvAS， 

$68，SePHorA.cA

物美價廉的優質產品
價格僅為 $12，卻能滿足妳所
有要求。只須一掃，睫毛便變
得豐滿纖長又捲翹。質地非
常順滑易推，不會移位，不會
暈染，也不黏結。細小的刷頭
更便於處理幼細毛髮，令睫

毛根根分明。植物成份更值得
一讚，適合敏感眼睛，效果柔

軟蓬鬆不僵硬。
coverGirl exHibitioniSt 

mAScArA，$12， 
SHoPPerSdrUGmArt.cA

環保色素的唇膏
土著人創辦品牌 cheek-

bone beauty 為唇膏帶來
大變革。配方採用可持續發
展原料，包裝可生物降解，更
藉由唇膏不同顏色的命名向
土著語言致敬。例如這款紅
寶石色取名為「aki」，意為 

Anishinaabe 或 ojibwe 原
住民土地。

cheeKbone beauty SUStAin 
LiPStick in Aki，$32，

cHeekbonebeAUty.cA

畫出標緻濃眉無難度
三叉設計的眉筆能描畫出幾
可亂真的毛髮，效果如飄眉
般自然。無論是填補缺失，還
是增加濃密度，效果都很讚。
雖然並非永久性，但持效長
達24小時，不暈染不轉移，
讓妳的眉毛能保持形象不變

一整天。  
beneFit cosmetics 

microfiLLinG Pen，$33， 
SePHorA.cA

杜絕海洋污染的閃光
多數化妝品會使用微膠粒來
製造閃光效果，而這些微粒
子最終會混於水中，排放到

海洋，對海洋生物造成威脅。
這款產品則完全沒有這樣的
問題，因為它們的閃亮來自桉
樹。換句話說，品牌將有害微

膠粒從產品中剔除。
nyX cosmetics GLitter 
qUitter PLAnt-bASed 
GLitter in bronze，$11

，nyxcoSmeticS.cA

萬無一失的液體眼線筆
我們都試過：畫好了一隻眼
睛，到畫另外一隻時卻失手

了，只能不斷加粗直到無法挽
救的局面。使用液體眼線筆

確實需要較高的技巧。幸好，
這款液體眼線筆非常容易操
作，筆身多面設計提供多角度
抓握，令描畫更為穩定，每次

操作都得心應手。
maybelline HyPer 

eASy LiqUid Liner，$11， 
SHoPPerSdrUGmArt.cA

提升身價的矜貴唇膏
Hermès 於今年首度推出唇
膏系列，奢華精緻的設計為梳
妝台添上美感。華麗的唇膏

管由漆面與拉絲金屬組成，充
滿質感。唇膏內芯更採用可

替換設計，配方滋潤，雙唇倍
感嫩滑。

hermès roUGe HermèS SAtin 
LiPStick in orAnGe boîte，

$87， HoLtrenfreW.com

Makeup | 美妝 
面部美學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Fragrance | 香水
透露心思，香味撩人

回味過去的美好
 知道這款香水背後的故事，
難以按耐內心的驚喜。這是
發生在高中時期的一場舞會
上，純真、興奮又羞澀。很可
愛吧？它讓當日的場景重現：
肌膚觸碰的溫暖感（琥珀色

和廣藿香）以及男女之間青澀
的愛情（天竺葵和香草）。
byredo SLoW dAnce eAU 
de PArfUm，$240（50 mL）， 

HoLtrenfreW.com

令幻想飛馳
miss dior 向百葉玫瑰致敬。
這種花中之后僅生長在位處
地中海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

法國格拉斯（Grasse）地區。
深深呼吸，迷人的香味立刻
將妳帶到五月清晨無盡的紫

紅色花海中。 
dior miSS dior roSe n’roSeS 

eAU de ，$100（50 mL），
tHebAy.com

勇氣和力量
朦朧的玻璃瓶子明顯是為性
感而設。加入了黑莓、茉莉和
安息香（萃取自一種樹脂），
令香調更深邃濃郁。比起帶
花香和果味的原版香水更突
顯感情強烈。噴上這款大膽
又充滿成熟韻味的香水，人也
會變得勇敢起來，畫上前衛

的黑色粗眼線，口中說著「讓
我們跳出限制吧。」

burberry Her intenSe eAU de 
PArfUm，$100（30 mL），

SePHorA.cA

地球友好
英國品牌 floral Street 帶

著它的環保意念，首次正式於
加拿大亮相。每款香水的原

料均為可持續採購，包裝材料
亦或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
或可生物降解。這款由牡丹、
黑加侖和粉紅胡椒協奏的香

水甚得我們歡心。
Floral street WonderLAnd 

Peony eAU de PArfUm，$101 
（50 mL），SePHorA.cA

創出新經典
 ySL的新款香水既經典又貼
合當前時勢。薰衣草味的香

水，往往會令人想起男性經典
的 fougère 香調，ySL 則
擺脫束縛，變奏出充滿自由

的個性。加入麝香，摩洛哥橙
花，帶出現代感，化身成甜美

的代表。
ysl Libre eAU de PArfUm，$125 

（50 mL），tHe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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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天然除體味
深受歡迎的小眾品牌 drunk 
elephant 今年作出大膽嘗
試，衝破面部護理領域的侷

限，首次推出一系列身體護理
產品。其中這款環保消除體
味產品備受矚目，不含鋁，不
含刺激性成份如小蘇打和精
油。作用原理：利用扁桃酸

（源自杏仁）殺死引起異味的
細菌，葛粉以吸附水分，馬魯
拉油和乳木果油則保持腋下

肌膚柔滑。
drunK elephant SWeet Pitti 

deodorAnt creAm，$21， 
SePHorA.cA

身心療癒的沐浴油
自小就很愛美的蒙特利爾姐
妹花，名化妝師 Alana 和 

maddie Alper 將熱情傾注
到琥珀瓶中。手工製作的護膚
品專注於肌膚的健康發展。
這是一款能提升情緒的沐浴
油，滋養的荷荷巴油能舒緩
及軟化肌膚，依蘭依蘭和茉
莉花香則振奮心情，身心照

顧周全。
alper oils fLorAL fUSion 

bAtH oiL，$58，ALPeroiLS.com

開心使用的自曬產品
古銅自曬產品往往會製造不
少麻煩：床單染色，難看的

曬紋，討厭的氣味⋯⋯，這款
自曬液就完全不存在這些問

題。無色配方不會造成污染，
青桔香味充滿活力，富含豐富
維他命和透明質酸成份，令每
寸肌膚散發光彩。採用獨特
的天然曬黑活性成份，隨著

時間推移會均勻褪色。
st tropez SeLf tAn PUrity 
vitAminS bronzinG WAter 

body miSt，$54，SePHorA.cA

水療級享受的香皂
多倫多 Hammam Spa 
和 céla 護膚品牌創始人 

celine tadrissi 推出一款傳
統黑皂，將摩洛哥風情引入浴
室中。怡人的尤加利香氣，滋
潤的橄欖油，令人彷如置身霧

氣瀰漫的海洋天堂。
céla bLAck SoAP，$25， 

tHiSiSceLA.com

考慮周全的防曬產品
未遇到這款產品之前都不知
道原理自己會如此喜歡有色
防曬。輕盈的噴霧能均勻膚
色，保護肌膚同時也考慮地

球，礦物成份不會為海洋帶來
任何威脅。與一般「通用」有
色防曬霜不同，它還特別推出
多一個顏色，照顧膚色較深

人士的需要。
beautycounter coUnterSUn 

tinted minerAL SUnScreen 
miSt SPf 30，$46， 

beAUtycoUnter.com

方便簡易的剃毛刀
沒有多少人會真正享受剃毛的
過程，怎樣才能消除所有不良
體驗？Joy Shave 便是為此
而生，讓妳的夏日性感小裙子
想穿就穿，毫不費勁。剃刀設
計精簡：手柄加刀頭，方便實
用。可在家中選購喜愛的顏色
（粉紅色或藍綠色），連刀頭

的套裝便會送到府上。
Joy StArter kit（包括防滑手柄一
枚，五只裝替換刀頭兩盒及浴室掛鉤一

個），$12, JoySHAve.cA

充滿度假感的潤膚露
借用波里尼西亞人的智慧，由
鳶尾花（又名大溪地栀子花）
浸泡椰子油中萃取精華，極易
被皮膚吸收的潤膚露，非常之
滋潤，讓妳渾身散發著迷人的

海灘氣息。
nivea oiL infUSed coconUt & 
monoi oiL body Lotion，$11， 

SHoPPerSdrUGmArt

Body  | 身體護理
善待自己，愛惜身體

Skincare  | 皮膚護理
關掉電話，專注感受皮膚的美好體驗

充滿使命感的眼霜
像 Garnier 這樣的大品牌也
開始涉足有機領域，意味著整
個行業向前邁進一大步。採

用可再生植物精華，性質溫和
的乳霜為嬌嫩的眼周肌膚補
充水分，用得越久，雙眼變得

越緊緻明亮。
Garnier bio orGAnic 

LAvAndin Anti-AGe 
eye creAm，$23， 

SHoPPerSdrUGmArt.cA

退紅抗敏的潔面卸妝水 
成功搶攻市場的 micellar 

water 再度推出抗紅防敏升
級版。加入了鎮靜舒緩的黃瓜
和蘆薈，仿皮膚生物學技術，
能潔淨卸妝，並有效預防及舒

緩肌膚泛紅過敏。
bioderma SenSibio H20 Ar，
$15，SHoPPerSdrUGmArt.cA

重獲嬰兒嬌嫩肌的磨砂
集合物理和化學祛除角質雙
重效能，清除死皮細胞同時
更新肌膚，令肌膚更顯露光
芒。雙效配方令清除皮膚雜
質的效能比普通磨砂產品高

出三倍。
neutroGena briGHt booSt 
reSUrfAcinG micro PoLiSH 

exfoLiAtinG fAce ScrUb，$13， 
SHoPPerSdrUGmArt.cA

煥發光彩肌的膠囊
維它命 c 名副其實是護膚界
天才：能對抗自由基，刺激膠
原蛋白再生，提亮膚色，但卻
非常容易氧化。可以說它雖天
生異稟能但卻難以發揮應有

才華。這款小膠囊就能保持它
的鮮活，確保每次使用肌膚都

能獲得最佳功效。
elizabeth arden vitAmin 

c cerAmide cAPSULeS 
rAdiAnce reneWAL 

SerUm，$110（60 cAPSULeS）
，eLizAbetHArden.com

性質溫和的視黃醇乳霜
視黃醇因刺激性大而名聲不太
好，但這款面霜就完全避免了
這個問題。保持肌膚二十四小
時全天候水潤，能確保所有成
分發揮最佳抗衰老效果（淡化
皺紋黑斑，緊緻皮膚），並防止

任何不良反應的出現。
olay reGeneriSt retinoL 24 
niGHt fAciAL moiStUrizer， 
$44，SHoPPerSdrUGmArt.cA

溫和強力潔面乳
性價比甚高的人氣護膚品牌 
the ordinary 首次推出潔

面乳。與品牌其它產品的特點
保持高度一致，新產品同樣簡
單不花俏（無香料，無皂，售
價僅為 $8）。配方以單一成

份為主的作風依然：這次的主
角是角鯊烷，乃植物中天然存
在的脂質。溫和保濕，就像磁
石一樣，將皮膚上所有雜質通

通吸走。
the ordinary SqUALAne 

cLeAnSer，$8，tHeordinAry.
deciem.com

輕鬆消滅毛孔黑頭
曾聽過不少專業人士告誡：不
要擠壓黑頭，容易導致皮膚受
細菌感染，會越擠越糟糕。現
在好了，我們有 Proactiv 的
支持，確保在家也可以安全有
效地清理毛孔。小工具猶如真
空吸塵器一樣，能有效吸走所
有沉積在毛孔中的油脂，只需
幾秒，討厭的黑頭便消失了。

rodan + Fields Pore 
cLeAnSinG md，$303， 
rodAnAndfieLdS.com

媲美注射治療的貼膜
它是皺紋的非侵入性注射治
療版本。線條優美的小貼膜，
飽含高純度透明質酸（與醫

學注射填充劑相同），以滲透
的方式被皮膚吸收，針對性

改善重點部位皺紋問題。只需
於臨睡覺前將它貼在任意想

改善的細紋或皺紋上，翌日醒
來便發現，肌膚變得更年輕，

更平服。
neostrata HyALUronic Acid 

micro infUSion PAtcHeS，$25， 
SHoPPerSdrUGmArt.cA

再創新高的經典產品
小棕瓶 Advanced night 

repair 早於 1982 年面世，一
度成為成為修復精華的代表。
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產品再
創新經典。突破性結合劃時代
的基因遺傳表達變化科研成
果，大大增強了細胞更新及刺

激膠原蛋白生長的功效。
esté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 SyncHronized 
mULti-recovery comPLex，$95 

（30mL），eSteedLAUder.cA

不簡單的護膚油
它就像 clarins 兩款經典產
品（護膚植物油和 double 
Serum）的愛情結晶。雙管
設計將品牌最暢銷的 blue 
orchid face treatment 
oil 和輕盈乳液結合起來，

滋養、煥活肌膚，感覺毫不黏
笠。不止如此，產品的香薰治
療功效甚為搶眼，富含廣藿香
精華更有助於調理皮膚，為身
心靈帶來愉悅，令人感覺溫暖

又放鬆。
clarins PLAnt GoLd nUtri-
revitALizinG oiL-emULSion， 

$68，cLArinS.cA

飽滿肌膚的睡眠面膜
超脫的二重組合面膜，充滿夢
幻的感覺。在玫瑰的芬芳中入
眠，翌晨醒來肌膚感覺如花瓣
般柔軟潤澤。一邊是啫喱狀
的精華液，蘊含玫瑰花水，並
注滿了玫瑰精華及透明質酸
分子。首先薄塗一層，然後再
塗另一邊的水潤霜狀面膜，將

精華養份鎖住。 
Fresh roSe deeP HydrAtion 

SLeePinG mASk，$66，SePHorA.cA

透心涼的肌膚飲品
單單用清新來形容它有點兒不
夠。質感與原版 true cream 
Aqua bomb 一樣，輕盈的
啫哩，給肌膚帶來冰涼感，強
力補濕養份直衝皮膚。此款產
品更添加了可持續種殖的蘆

薈，能舒緩敏感肌膚同時進一
步提升保濕功效。

beliF tHe trUe creAm AqUA 
bomb ALoe verA，$50， 

SePHorA.cA

甜美雙唇的護唇油
能快速舒緩乾裂雙唇，保濕
力持久（準確說是八小時）。
全天然配方，成份以負責任方
式採摘，包括葵花籽、甜杏仁
和椰子油，為雙唇帶來無比滋

養，感覺舒服又潤澤。
burt’s bees HydrAtinG LiP oiL 
WitH SWeet ALmond oiL，$8， 

SHoPPerSdrUGmArt.cA

 狙擊色斑的精華
clinique 的更新版 even 

better dark Spot 
corrector 確實進步不少，
不僅能淡化已有色素沉著，更
能阻截新的形成。使用十二週
便能感覺到色斑和痘印明顯
減少，皮膚變得更明亮，膚色

更均勻。
cliniQue even better 

cLinicAL rAdicAL dArk SPot 
corrector + interrUPter， 

$70，cLiniqUe.cA

趣緻可愛的痘痘貼
還記得小時候，如果受傷了，
貼上卡通傷口膠布比普通的
感覺會更好。同理，這款專門
用來對付粉刺的貼膜，親膚的
人工皮敷貼，整晚在皮膚上

默默耕耘，有效收縮痘痘。可
愛的星星外形，能令受傷的心

也快樂起來。
starFace Hydro-StArS 

PimPLe PAtcHeS，$27
，StArfAce.WorLd

理清肌膚的精華素
發現自己的皮膚變暗沈了？無
論是因為毛孔堵塞還是色素
不均，這款精華素都能幫上大
忙。這是一款淨化肌膚的精華
素，加拿大本土品牌，能均勻
膚色，抗痘，調節油脂分泌，

強化皮膚屏障。 
consonant vitAmin 

b3 + zinc SerUm，$49， 
conSonAntSkincAre.com

給肌膚帶來安寧的噴霧
這是一瓶能令肌膚容光煥

發，平衡和滋潤的噴霧。作為 
essentials by temi 品牌眾
多亮點之一的橙花成份，不止
香氣怡人，還有抗炎作用。這
是一個由黑人創辦的手工護

膚品牌，開創者正是多倫多名
化妝師 témi Shobowale。

essentials by temi 
intenSe HydrAtion 

comPLexion miSt， $35（4oz）
，eSSentiALSbytemi.com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精華素
妳認為視黃醇不能與維他命
C結合起來？妳沒想過視黃醇
可以早晚使用？StriVectin 告
訴妳沒有問題。藉著專利形

態的 niacin，令兩大強效成份
變得溫和，更可放心一天使用
兩次，真的令人難以置信！。

strivectin SUPer-c 
retinoL SerUm ，$79 ， 

SHoPPerSdrUGmArt.cA

FPO

THE KIT X BENEFIT COSMETICS

本內容由The Kit 編寫；Benefi t Cosmetics 贊助及審閱。

最新眉毛流行趨勢專業指南

畫出完美
毛流眉

想親身去找專業人士幫忙修眉、染色或者紋繡塑眉，這幾個月都不太可能。對於眉毛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幸好市
場上不乏好用的工具，即使未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在家也能弄到理想效果。以下就由加拿大 Benefi t Cosmetics 國際
美眉專家，為大家獻上打造完美眉毛的貼士。

現在流行怎樣的眉毛？  「不刻意，強調自然原生感，清晰
分明的眉毛。」Bellavance 說道：「與其使用眉膏或眉
粉來描畫濃密效果以配合冬妝需要，不如轉投向能勾勒
出精細線條的產品，以塑造出幾可亂真的自然
效果。」

如何能畫出毛流眉效果？ 「首先使用能畫出毛流感
效果，24 小時長效持久的全新 Benefi t Cosmetics 
Microfi lling Pen，其精幼的三叉式筆尖，一下就能畫出
三條如原生眉毛般的超幼線條。於毛髮較為稀疏的部位，
從眉毛的根部開始一筆一筆地帶過以填補稀缺。之後再
轉用筆頭的側面來定畫眉型。然後使用 Gimme Brow+ 
眉毛染色啫哩，刷出毛量感和質感。最後再使用長效透
明無色啫喱來定型，如 24-HR Brow Setter，這是打造
毛流眉效果必不可少的關鍵步驟。」

最新 Bene� t Micro� lling Pen 有什麼使用心得可分享? 
「想利用 Brow Microfi lling Pen 畫出 3-D 立體眉
毛，便要分兩步走。先選用比自己眉毛淺一號的顏色稍作

填補，塑造出一根根自然柔和的『眉毛』作為打底基礎，
然後再使用貼合自己眉毛真實情況的顏色，再稍作填補。
兩色協調便能營造出超級象真的 3-D 立體效果，感覺逼
真，十分自然。」

較長時間無法去找專業人士幫忙修眉，在家自己修整眉毛
有什麼竅門嗎？ 「好消息！大家再也不用怕拔眉會拔過
頭了。只要在拿出鉗子之前，先把完整的眉型提前畫好。
要準確定出眉型，使用如 Precisely My Brow Pencil 
超細筆頭，精準畫出眉毛的安全界線，如此便能確保每次
修眉永無失手。」

在畫眉的時候通常容易犯怎樣的錯誤？ 「經常會見到有
人將眉毛畫得太濃太黑，在臉上顯得很突兀。這跟畫眉
時沒有以宏觀角度看整體眉型以及與面部輪廓的配合，
過於執著微細瑕疵，不放過任何一個小洞小縫。畫眉時
應退後一步，離放大鏡子稍遠一些，更容易判斷眉毛與臉
型五官的整體協調性。不顧一切只單獨盯著眉毛來畫，則
很容易造成過於濃重的問題出現。」

BENEFIT COSMETICS 
BROW MICROFILLING 
PEN，$33，SEPHORA， 

SHOPPERS DRUG 
MART 及 INDIGO.CA 有售

BENEFIT COSMETICS 
PRECISELY MY 

BROW PENCIL，$32，
SEPHORA，SHOPPERS DRUG 

MART 及 INDIGO.CA 有售

BENEFIT COSMETICS 
24-HR BROW SETTER， 
$32，SEPHORA，SHOP-
PERS DRUG MART 和 

INDIGO.CA 有售

BENEFIT COSMETICS 
GIMME BROW+，$32，
SEPHORA，SHOPPERS 

DRUG MART 和 
INDIGO.CA 有售

BENEFIT COSM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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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 
THE RICE WASH
大米洗面奶
清除皮膚殘留汙垢和雜質，潔淨肌膚不繃緊，令皮膚
膚變得柔軟細滑，更富光彩

SEPHORA 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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