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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我們為
您準備
好了
完美的涼鞋，彩虹色眼鏡
和閃閃光澤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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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皮膚表面灰塵和污垢，還原肌

膚清爽透亮，令人感覺無比暢快！

多位美容達人與大家分享每晚潔膚

流程，以及 fresh 經典潔面產品 

Soy Face Cleanser 的使用
心得。
轉第7頁

該內容由The Kit 編寫；fresh 贊助及審閱。

The KiT x FReSh



BAYVIEW AVE + SHEPPARD AVE
416 226 0404

體驗 BV 網上美食廣場和尊貴服務
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豈能錯過！BV 高級食品商店和食府，滿足一眾饕客舌尖上
的追求：便利的烹飪食材包，豪華的禮物籃，美味的甜品⋯⋯美食之多不能一一

盡錄，BV 更貼心為您呈上路旁送遞服務。

• 細閱有關美食詳細說明。
• 選取感興趣的美食。
• 完成網上支付。
• 選擇提取時間。
• 將座駕停於我們的路旁服務站。
• 收取專人送上的貨品。
• 安心享用美食！

獲贈
精品禮物！ 
每一訂單均可獲贈精美 
BV 杯墊一套，數量有
限，送完即止！

美食自取新安排，請瀏覽 bayviewvillageshops.com/gastronomer

廣告

滋味享不停！

選購
流程

tsl_BV_Gastronomer_9.5x20.25_Chinese_vFNL .indd   1 15/7/2020   下午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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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 東京

雅典 柏林

放飛心靈
好想去旅行？這些以旅行目的地為靈感的「裝置」，給妳帶來愉悅好心情

毗鄰迷人海岸城市，人類城市文明的中心，保留了大量歷史遺蹟，更擁有偉大的雅典
衛城（Acropolis），這是希臘的首都，是新舊融合的代表。從綠樹成蔭幽靜的庫卡基

（Koukaki）到熱鬧喧囂的普拉卡（Plaka），雅典這個地方，既有具現代都市活力朝氣，更
蘊含深厚文化歷史，是一個會呼吸的活博物館，令人嚮往。 

順時針從左起：Hermina atHens necKlAce，$266，gArmentory.com。ancient Greek 
SAndAlS，$181，SSenSe.com。korres HydrA-Biome ProBiotic SuPerdoSe FAce mASK，$63
，SHoPPerSdrugmArt.cA。epalladio ceramics PitcHer，$129，etSy.com。joHanna ortiz 

dreSS，$915，modAoPerAndi.com。athens riviera，$128，ASSouline.com

這是一個由藝術和創意引領，顛覆思潮交融的城市。使館用來開酒館，鎖匠店
變身時裝舖，柏林就是這麼一個極度有性格的地方。如果用人來比喻柏林，他

就是我行我素的潮人。
順時針從左起：lala berlin BAg，$257，lAlABerlin.com。boros 

collection：bunker berlin #2，$313，AmAzon.cA。GmbH SHirt，$899，net-A-
Porter.com。serGe lutens lA Fille de Berlin eAu de PArFum，$255（100 ml）

，SePHorA.cA。anne manns eArring，$264，SSenSe.com。laura walker 
cAndleHolderS，$182，vooBerlin.com

處處被浪漫畫面填滿的法國城市：沙灘傘在微風中搖曳，蔚藍的海天一線，因 Fitzgerald 
和 matisse 而變得繁華熱鬧的街道，這個充滿魅力的地方，總是給人一種逃離現實，充滿

夢幻的感覺。 

順時針從左起：mAtiSSe PoSter，$47，etSy.com。melissa odabasH toP，$260，BottomS， 
$145，mAtcHeSFASHion.com。l’occitane Almond deliciouS PASte，$54，loccitAne.
com。vintAge glASSeS，$159（一套6個）， etSy.com。podartist cHAir，$160，Society6.

com。mizele BAg，$420，modAoPerAndi.com

這個地方，妳總有很多想去的理由。感官刺激豐富多彩的東京，大街小巷藏身不少令人驚喜
的餐廳，風格獨特的商店一個接一個，下北澤區古樸又時髦，歷史悠久的寺廟充滿韻味，吸引

之處數之不盡。 
順時針從左起：sHiseido viSionAiry gel liPSticK in ginzA red，$35，SHiSeido.cA。FoG linen 
work coASterS，$35（一套6個），SHoP.KonmAri.com。《tokyo stories》，$50，cHAPterS.

indigo.cA。cb2 SAKe Set，$60，cB2.cA。pleats please issey miyake dreSS，$393， 
HoltrenFrew.com。sacai necKlAce，$525, SSen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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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更多夏日時尚靈感，請瀏覽 BAYVIEWVILLAGESHOPS.COM

BAYVIEW AVE + SHEPPARD AVE
416 226 0404

廣告

夏季的世界色彩繽紛，
清新的色調，給大腦
帶來靈感，令思潮湧
現，為造型帶來無限
創意。快到 Bayview 
Village，尋獲屬於妳的
夏日精彩！

HauteListed 

1. Gucci 手錶，
BERANI JEWELLERY 
DESIGN 
2. Comma 襯衫，
CHADWICKS 
3. Giorgio Armani 
Sì Passione 香水， 
SEPHORA 
4. Face à Face  
太陽眼鏡，
SQUINT EYEWEAR 
5. 手袋，RON WHITE 
6. 長裙，RIANI 
7. Anne Fontaine 
時款上衣，LUISA 
CERANO 
8. 涼鞋，RON WHITE 
9. Ljve Fashion 半身
裙， SANDRO 
10. MICA & MICA  
襯衫，SANDRO 
11. Greta Constantine 
上衣，ANDREWS 
12. 義大利製
長褲，SANDRO 
13. Scarlet 手袋， 
JEAN-PAUL FORTIN 
（即將開幕）  
14. Veronica Beard  
西裝褸，TNT THE NEW 
TREND

1. 4. 

11. 

7. 

12. 

13. 

2. 

6. 

10. 
9. 

5. 

3. 

14. 

夏季精選

2020 

更多華麗精選！
請致電

個人購物助理熱線
416 226 0404

8. 

清爽！ 華麗清單

tsl_BV_TheKit_Summer20HauteList_Chinese_9.5x20.25_vFNL.indd   1 15/7/2020   下午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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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連衣裙
經典服飾大玩驚喜，搭配皮褲或牛仔褲，帶出不一樣的潮流感。

motHer oF pearl，$952，motHeroFPeArl.co.uK。manGo，$100，mAngo.
com。H&m，$80，Hm.com。oak and Fort，$88，oAKAndFort.com

清新的
開始 

時尚編輯  
Liz Guber 精心篩選三大

換季必備服飾

英式欖球衫 
充滿復古味的運動 polo 衫，選擇大一碼，略帶寬鬆感，配襯百褶裙或高腰褲，

別忘了將衣腳塞進腰間。
tory burcH，$208，toryBurcH.com。land’s end，$66，lAndSend.com。 

uniqlo，$30，uniqlo.com。Gap，$60，gAPcAnAdA.cA

度假紗籠裙 
別被大膽的圖案嚇到了，將充滿特色的度假服飾帶到日常配搭中，優雅又時尚。

stateside，$195，SHoPBoP.com。babaton，$64，AritziA.com。 marni，$1,225
，mAtcHeSFASHion.com。isabel marant，$1,352，net-A-P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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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籍心靈，提
升情緒，美容
總監 Katherine 

Lalancette 的精選
好物 

值得擁有

一整晚向皮膚源源不斷注入養份：角
鯊烷，透明質酸和甘油飽滿肌膚，而

維生素 c 則可提亮膚色。
youtH to tHe people  

SuPerBerry HydrAte + glow 
dreAm mASK，$63，SePHorA.cA

有了這瓶仿曬水，輕鬆造就一身古
銅膚色，恍如剛度完一個陽光假期

回來。
isle oF paradise  

SelF-tAnning wAter，  
$37，SePHorA.cA

刮痧按摩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緊緻
輪廓，更能起到放鬆精神的作用，令

面部神情都變得輕鬆起來。
odacité cryStAl contour guA 

SHA green Aventurine，$55， 
tHedetoxmArKet.cA

套上這款腳膜後便去看電視或看書，
六十分鐘後，妳的腳便會變得如絲般

柔滑，輕鬆祛除角質及厚繭。
patcHoloGy PoSHPeel Pedi 
cure，$25，PAtcHology.cA

頭皮按摩可減輕壓力，改善心情。質
地厚實又奢華的頭皮深層潔淨磨砂
膏，用來寵愛自己就最好不過了。 

drunk elepHant t.l.c. HAPPi 
ScAlP ScruB，$48，SePHorA.cA

混合薰衣草和鼠尾草香氣，充滿大地
氣息的古龍水，給人一種在青蔥田野

漫步的感覺。 
jo malone london lAvender & 

coriAnder cologne，$96（30 ml）， 
SePHorA.cA

安躺家中便能滿足一顆強烈的旅遊之
心。蠟燭的靈感來自含羞草花盛放的
田野，令妳恍如置身法南蔚藍海岸的

黃色山丘美景。
diptyque mimoSA cAndle limited 
edition，$100，HoltrenFrew.com

注入視黃醇的眼貼膜，能撫平細紋，
只需十五分鐘，便能令妳恢復神采，

倍感精神。 
sHiseido BeneFiAnce 

wrinKlereSiSt24 Pure  
retinol exPreSS SmootHing eye 

mASK，$85（12 對），SHiSeid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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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熱選時尚手袋
 四大搶眼流行手袋，令人迫不及待帶上街炫耀一番

復古韻味
夾在腋下的單肩帶手袋，曾是九十年

代的潮流代表，我們喜見它重回
時尚舞台。

容量之選
講到實用性，體型嬌小的迷你手袋需要先讓一讓
路。大容量手袋能滿足日常生活需要，既易於配

襯，又方便攜帶所有隨身物品。
 

餃子風潮
軟綿綿且容量大的手抓餃子包熱潮由 

#newBottega 帶起，如今成為時尚必備，不同
大小，不同價位的設計紛紛推出，選擇

越來越多。

圓鼓水桶包 
歷久不衰的水桶包於今季表現出溫柔的一
面，因硬度減少而變得圓潤，乃理想的日常

配襯之選。

Fendi SHoulder BAg， 
 $3,980，Fendi.com

 

isabel marant tote，$1,515， 
 SAKSFiFtHAvenue.com

mansur Gavriel clutcH，$815，  
mAnSurgAvriel.com

loewe BAg，$3,400，  
loewe.com

eliza Faulkner BAg，  
$350，elizAFAulKner.com

prada BAg，$1,240，  
PrAdA.com

balenciaGa clutcH，$1,688，  
net-A-Porter.com

a.w.a.k.e mode clutcH，$259，  
net-A-Porter.com

kHaite tote，$3,730，  
KHAite.com

cHanel tote，$5,725，  
cHAnel.com

tHe row SHoulder BAg，$1,550，  
mAtcHeSFASHion.com

byFar mini SHoulder BAg，$440， 
 FArFetcH.com

文：REnéE TsE

美肌入門法則
從清潔到提亮肌膚，以下為妳送上五大

自我肌膚保養的調製配方 

近期，烘焙風潮於我的朋友圈內大流行，
我亦不遑多讓，不斷研究各式食譜⋯⋯是
給皮膚的「食譜」。過去，每月去一次美
容院的做法，如今已無法實現，唯有靠自
己雙手，提升自我皮膚保養技能。我便將
焦點落在專業人士身上，了解他們所使用
的產品，借鑑他們的自創護養配方。結
果如何？很開心，皮膚真的變清新了。
為了更上一層樓，我更直接去找專家討
教，了解在家就能做到的專業級美容的
方法，讓自己即使宅在家中，皮膚也能
得到專業級的護理。 

「調製的方法主要依據個人需求而
定。」Caudalie 品牌推廣部副總裁 Liz 
Kwitman 說道。「好的配方能達至更好
的護膚效果，放大投資收益，一次性針
對多重問題，發揮更多功效。」 

調配混合配方能令單一產品的使用量
減少。「這樣不僅能減低花費，更能令
產品發揮更好功效，確保每種成份不會因
使用過度而引致不良反應。」多倫多護膚

及水療品牌 Province Apothecary 皮膚治
療師 Dixie Gong 說道：「如大量或單獨
使用個別刺激性強的成份，還有可能會引
致皮膚過敏。」

在開始著手調配護膚配方之前，必
須特別注意，並非所有成分和產品都可
以，或需要混合其它產品使用。「要多
加留心皮膚的反應，如有出現緊繃、發
紅或一般過敏情況，配方必須作出相應
調整。而對於皮膚健康保養來說，往往
是越精簡越好。」Gong 特別強調：「
產品如含有一些穩定性較低的成份，如
視黃醇 (retinol)和維他命 C，還有過氧
化苯甲酰（benzoyl peroxide）以及各
種酸類煥膚產品（例如：BHA和AHA）
，則要避免擅自調配。除此之外，可以
好好利用廚房、冰箱和梳妝台上的『原
料』，盡情發揮自己的天賦創造力，享
受箇中樂趣！」

以下為大家獻上幾款可以放心在家中
動手調配，簡單又安全的DIY配方：

深度淨化
功效

清除肌膚雜質，滋養肌膚並促
進膠原蛋白再生。 

配方
1 茶匙生蜂蜜，3-5 滴護膚精華

油，2 茶匙黏土面膜

調製及使用方法
將蜂蜜和精華油與黏土面膜
混合均勻，再用化妝掃或手指
將混合物塗抹在已清潔的皮膚
上，停留約十分鐘後便用濕毛

巾將產品清除乾淨。 

專家提點
「當面膜開始變乾時，以噴灑

爽膚水或清水的方式來補充水
分，一定要注意避免面膜乾透

而抽乾皮膚水分的情況
出現。」

—dixie gong，Province 
Apothecary 皮膚治療師

高效提亮
功效

有效舒緩肌膚，並大大提高肌
膚亮澤度。

配方
1 泵再生活膚精華，3 粒豌豆大

小的亮膚保濕霜 

調製及使用方法
先用手指將產品混合，再用指腹
將混合物按摩到已潔淨的肌膚
上，視乎需要可連續使用三天。 

專家提點
「有技巧地進行面部按摩，能
有助肌膚抗衰老並提升緊緻
度。以指腹向上的手法將產品

按摩到皮膚上，方向遵循由顴骨
向太陽穴，由鼻子到耳朵，由唇
角到耳朵。此配方質地溫和不
油膩，能讓肌膚為後續的化妝

打好底。」
—Julie cusson，chanel名

化妝師 

徹底祛角質
功效

提升祛角質效果，亮澤肌
膚效果達美容院專業護理

水平。 

配方
酵素面膜和精細身體磨砂膏

各取1粒豌豆大小

調製及使用方法
將兩種祛角質產品混合均

勻，以打圈的手法塗抹，然後
再用微溫的濕毛巾將產品清

除乾淨。

專家提點
「我建議偶爾才做一次。這
是我們的美容療程其中一個
環節，但每次會相隔四至六
週，使用太頻繁則容易引致

皮膚過敏。」 
 –Amanda macino， 

valmont 北美培訓總監 

協同潔淨
功效

超能潔淨，令肌膚觸感變得如
羊絨般柔滑。

配方
1 泵潔面泡沫，2 泵潔面乳液

調製及使用方法
先潤濕皮膚，再將兩種清潔產
品用手混合，然後以 8 字形手
勢按摩到皮膚上，最後用清水

沖洗或濕布清除乾淨。 

專家提點
「清潔前使用 caudalie 

grape water 代替清水來
濕潤皮膚，不僅能保濕肌膚，
更能提高清潔效能。同樣，在
最後清除清潔劑時，如使用以 
caudalie Beauty elixir 沾
濕的毛布（兩噴的量已足夠），
於面部輕印，會給肌膚帶來水

療般享受。」 
 —liz Kwitman，caudalie 

品牌推廣部副總裁

高度保濕
功效

保濕及平衡膚質，質感輕盈清
新，不會給皮膚帶來任何負擔。 

配方
½ 茶匙保濕精華，3 滴護膚油

調製及使用方法
將精華素和護膚油用手混合成

輕盈柔滑的乳液，輕柔按摩於已
清潔乾淨的面部和頸部。 

專家提點
「我們會鼓勵大家多運用Aesop 
產品自己動手調製配方。因為每
個人肌膚的實際情況未必一樣，
而皮膚對滋潤度的要求更會因應
換季或日常變化而有所不同。妳
可以根據當時的皮膚狀態，調製
出不同保濕度的配方，以貼合皮

膚的實際需求。」
 –dr. Kate Forbes， Aesop 

創意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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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op FABulouS FAce 
oil，$73，AeSoP.com。

aesop ligHtweigHt FAciAl 
HydrAting Serum，$87， 

AeSoP.com

valmont FAce exFo-
liAnt，$115，lAmAiSon-

vAlmont.com。valmont 
clAriFying PAcK，$296 ，  
lAmAiSonvAlmont.com

caudalie gentle 
cleAnSing milK，$34， 

cAudAlie.com 。 caudalie 
inStAnt FoAming 
cleAnSer，$34， 
cAudAlie.com

cHanel le BlAnc crème，  
$160，cHAnel.com 。

cHanel SuBlimAge l’ex-
trAit，$675，cHAnel.com

province apotHecary 
detoxiFying + clAriFying 

clAy mASK，$58， Prov-
inceAPotHecAry.cA 。 
province apotHecary 

reJuvenAting + HydrAting 
Serum，$26，ProvinceAPotH-

ec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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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彩虹  
今個夏日，何不用自己的眼睛去體驗不同顏色「濾鏡」下的夏日姿彩？

時尚編輯 Liz Guber 已為妳準備好各款出色之選

dior，$540，HoltrenFrew.com

spitFire，$29，viSitzAne.com

tHe row x oliver peoples，$585，mAtcHeSFASHion.com

H&m，$60，Hm.com

botteGa veneta，$495，SSenSe.com

bailey nelson，$145，BAileynelSon.com

cHloé，$455，mAtcHeSFASHion.com

ray-ban，$166，rAy-BAn.com

綁帶式
線條簡約非常百搭，幾乎與任何風格配襯
皆相宜，常居潮流之榜，乃為造型加添典雅

的經典之選。

運動格
就像先前的 Birkenstock 一樣，teva 涼鞋
再次掀起時尚界一股實用設計風（令雙腳

無比舒適）。

拖鞋形
拖鞋算是眾多涼鞋款式當中最為輕鬆便利的

一款。穿上它出門，保證不會手忙腳亂。

 人字款
高級時裝界對人字拖鞋跟的高度要求似乎有
所放緩，眼前的低跟設計令雙腳的舒適感

大大提高。

staud，$357，  
StAudclotHing.com

call it sprinG，$50， 
cAllitSPring.com

simon miller，$358， 
SSenSe.com

simons，$59，  
SimonS.cA

matt & nat，$56， 
mAttAndnAt.com

reFormation，$238， 
tHereFormAtion.com

desiGn lab，$59，  
tHeBAy.com

see by cHloé，$331， 
SSenSe.com

suicoke，$180，  
mAtcHeSFASHion.com

uo，$54， 
urBAnoutFitterS.com

aldo，$49，  
AldoSHoeS.com

sopHia webster， 
$300，mAtcHeSFASHion.com

Mango 
sandals，$150， 
manGo.com

文  lIz gubER

夏日的靈魂 
伴「履」 

從綁帶到輕便設計，從前衛到極簡主義，炎
炎夏日，從一雙高度注目的時尚鞋履開始，

令妳的夏日打扮倍添風采



The KiT x FReSh

   J e n n i f e r  C h i u
她的潔膚流程：
「我認為皮膚的日常清潔非常重要！我堅持認真對待每日的潔膚工作，以確保肌
膚健康不長粉刺。大愛 fresh 三效合一面部清潔產品 Soy Face Cleanser ，不僅
能卸除彩妝，更兼具潔淨肌膚和爽膚的作用。使用過後皮膚不緊繃，並且感覺滋
潤嬌嫩，大贊。」

讓肌膚得以休息
「在家呆的時間長了，化妝相對減少，看起來皮膚更健康，因為，我絕大部分日
子都會堅持完成整套護膚流程。」

好好對待自己
「面對嗷嗷待哺的新生兒子，作為媽媽的我確實很難有時間放鬆！但一有機會，
我便會帶上一杯紅酒，一個ipad，好好享受一個熱水浴，讓心身得以放鬆。」

  h e m a l i  m i s t ry
隨機應變制定護膚流程
「我會根據皮膚當前的狀況來調整肌膚的日常清潔護理，就像現在，我的皮膚很乾燥，敏
感，容易長粉刺，我便會特別注意使用的所有產品必須適合敏感肌。」

注重溫和潔面：
「我怕皮膚會變得更敏感，每天只會清潔面部一次。如果晚上皮膚清潔功夫沒做好，皮膚
便會變得特別乾燥和暗啞。一直以來我都是使用 Soy Face Cleanser 來卸妝和清除皮膚雜
質。我的肌膚既敏感又乾燥，這款潔面乳真的很棒，既不刺激又能徹底清走面部彩妝。對於
某些特別難卸除乾淨的彩妝產品，例如睫毛膏和眼線，於眼周部位我會使用一塊嬰兒棉柔
巾，以輕柔拭抹的方式來清潔。」

她享受的夜晚：
史無前例的社交距離限令，給我造成重大的生活壓力，更反應在皮膚上。當我想要好好寵愛
自己時，我會在臨睡前敷面膜，便會感覺身心放鬆，心情舒暢。

  C h a n ta l  l i
以清潔為本：
「對於混合偏油性肌膚的我，於日常護膚步驟中，肌膚的清潔尤其重要。良好
的面部清潔，能除淨皮膚所有雜質，保持肌膚清爽無油，為下一個護膚步驟打
好基礎。即使在社交距離限令期間，潔膚流程我亦從未鬆懈，事實上，我更試
了不少護膚產品！」

她最喜愛的潔膚秘訣：
「我非常喜歡 fresh 的 Soy Face Cleanser ，超級溫和而且潔淨效果出眾。
每次使用後都感覺到皮膚非常水潤舒適。我喜歡先沾濕雙手，將潔面乳揉至
起泡，再塗於面部舉行清潔。最後，我會徹底沖洗乾淨，確保肌膚保持清爽
透亮。」

沐浴完結每一天
「從字面上不難理解，我每天晚上在家最後會做的事便是沐浴，邊看 Netflix 
邊享用美酒！」

  a m b e r  s C ot t

     t o r r i  W e b s t e r
以清潔為本：
「我屬於中性偏乾膚質，上妝後出汗好容
易長痘痘，因此，我特別注重運動前的肌
膚清潔，而臨睡前更尤其重要。我不想身
體在休息或者運動的時候，將大量化妝品
吸收到皮膚里。」

她選用的清潔產品：
「我的皮膚比較敏感，使用 fresh 的 Soy 
Face Cleanser 卻從未試過有任何不適，
更不會令肌膚水分流失。這款產品的不同
大小包裝我都有：浴室裡常備大瓶的，而在
健身袋和車廂內則會放置小瓶旅行裝。使
用潔面乳按摩肌膚，然後用熱毛巾將化妝
品通通抹走，連同一天的精神壓力一齊清
除，感覺非常愉悅放鬆。」

享受獨處時光：
「皮膚值得妳投入更多的愛護和關注，空
閒時間我會好好利用來關愛自己的皮膚，
例如我會用 Nurse Jamie Beauty Roller 
來按摩面部消除水腫，還有敷面膜。思考
或者寫日記也是為一天畫上完美句號的
好方法。」

潔膚心得
洗去皮膚表面灰塵和污垢，還原肌膚
清爽透亮，令人感覺無比暢快！我們邀
來多位美容達人，與大家分享每晚潔
膚流程以及使用 FReSh 經典潔面產品 
Soy FaCe CleaNSeR 心得。這款大受歡
迎的潔面乳，富含氨基酸的大豆蛋白，
鎮靜舒緩的黃瓜萃取，還有平衡肌膚
的玫瑰花水， 最新上市的 400 ml 按
壓瓶增量裝，更能滿足一眾美眉的需
求 ($88, SephoRa.Ca 有售)，放在浴室

供日常使用再適合不過了。

該內容由The Kit 編寫；fresh 贊助及審閱。

她嚴守的紀律—她的護
膚準則
「對於皮膚清潔護理，
我非常之遵守紀律，記憶
中從未試過未洗面就去
訓覺。我的執著有時連
我丈夫也受不了，記得有
一次新年期間，我們買了
pizza，凌晨兩點才回到家
中，但踏進家門我卻說：
『等等，我要先去洗臉卸
妝。』」

她喜歡的潔面方式：
「使用 fresh 的 Soy Face 
Cleanser 我喜歡先不加水
直接按摩，之後再逐漸加
水繼續按摩以產生泡沫。
我十分滿意它多重功效，
卸除眼部化妝品不會帶來
任何刺痛感！黃瓜萃取和
玫瑰花水鎮靜舒緩的效果
也很出色。」

她放鬆的方法
「我喜歡在晚上泡一壺
茶，穿上舒適的睡袍，打開
香薰機，聞著薰衣草精油
的香味，看看 Netflix 或看
看書。如此愜意的時光，當
然少不了要敷敷面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