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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光四射

充滿活力的盛夏時尚必備：終極護膚
指南，甜美太陽帽和亮麗的粉紅手袋

盛開的花朵
可愛的花香香水，令妳的梳妝台倍添魅
力 PAGE 3

晚霞之美

靈感來自幻彩天空的眼妝 PAGE 3

泰國演員 Araya Hargate 現身
2018年7月巴黎時裝週
圖片：Getty Images.

穿梭於彩虹之中

時尚編輯的購物清單 PAGE 7

MY ARMANI TO GO
NEW ICONIC CUSHION
丝光轻透气垫精华粉底液
极致遮瑕 ， 轻盈舒适 ， 丝光亮滑
Essence-in-foundation cushion.
Supreme coverage, comfort & silky glow.

#myarmanicushion

armani-beauty.ca

新款气垫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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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盛開
夏季是充滿水果花香的季節，夏日香水
當然必不可少，也許妳需要的還不止一
瓶……而是三瓶？以下限量系列香水，
滿載馥鬱花香，預示著豐收季節的降臨，
為這個全年最繁盛的季節譜出動人讚歌。
三款清甜果香香水均以鮮花命名，每款
香水以同名花香為中調：Sakura Cherry
Blossom 綻放的粉紅櫻花以躍動的佛手
柑為序章，並以充滿大自然氣息的柔和黃
花梨木香為後調。清新的 Nashi Blossom
檸檬清香挑動粉質純淨白麝香。而 Plum
Blossom 梅子本身便是星級前調，亦被
白麝香層層包裹。哪款香氣最能代表妳
的夏日夢幻樂章？– 文 Eden Boileau 攝
影 Luis Mora

JO MALONE BLOSSOM GIRLS COLOGNE，
各$140（100 ML），HOLTRENFREW.COM

粉紅力量

知「足」無憂

既百搭又富個性的粉紅
色芭比手袋，帶給妳無限
歡樂的心情。

為安心迎接涼鞋季節做好準備
文 KATHERINE LALANCETTE

文 JILLIAN VERA
「不好意思，我的腳太難看了！」很多女性在脫鞋
的時候會不期然說出這句話，Barefoot Beauty
美容沙龍的老闆娘 Emily Stock 說道。
她坐在砌著紅磚牆的舒適空間跟我說：「因為
感到很尷尬，已經多年沒有修腳或者露腳了，這是
我最常聽到的說法。」
Emily 是一位註冊手足病治療師，於去年七
月同時開設了綠色美足沙龍（提供無水足療和無
毒美甲）和與之相鄰的足部治療診所，開創了足部
一站式服務中心。她發現，雖然大家會定期對身體
其它部位進行護理，但腳踝以下卻常常會被忽略。
「大家好像不太愛護自己的雙腳。大家會去定
期檢查眼睛，定期清潔牙齒，我覺得腳部也應該得
到同等照料，但它似乎從未受到尊重，受到如此對
待，它會很受打擊。」
加拿大國際芭蕾舞團（ National Ballet of
Canada）首席獨舞舞蹈員 Tanya Howard 比任
何人都清楚腳部所承擔的重任。她說，很多時候只
要看看你雙腳，便能對你的職業略知一二。
「大家通常會問『你的腳趾長成怎樣？』或者
問『你的腳趾可以岔開嗎？』」她拿自己常被取笑
的問題來開玩笑。「為了避開這個話題，我會穿不
露趾的鞋。但妳總想在某些場合作出一些突破。」
現今社會個人自我意識日漸提高，Tanya 表示，
包括她在內的舞蹈員，已逐漸接受自己雙腳並開始
感到自豪。畢竟，這些破損的指甲和腳上的老繭，印
證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我記得大約十年、十五年前，公司有一位從來
不穿露趾鞋的資深舞蹈員，真的是從未見她穿過！

而我，因為太喜歡綁帶高
跟涼鞋，所以我會努力克
服心理障礙。我跟我的孩
子說：「每個人都有一個奇
怪的腳趾。」她邊說，邊笑
著指指自己起繭的腳尖。
作為凡人，要學會愛自
己那雙為掌握一門技藝而
扭曲的雙腳，確實需要付出
一定努力。然而，可以無所
顧慮，讓雙腳解除束縛，盡
情享受當前美好天氣，是一
件多麼美好的事。
Emily 說道：「如果可
以令雙腳更好看，妳會更喜
歡它。」她提出大家應該給
予雙腳適當護理。「對於要
陪伴你走完人生道路的雙
腳，我們應該心存感激，確
保它能舒服地一直陪你走
下去。」
Emily 的腳部護理最
佳貼士？用銼或浮石輕輕
撫平老繭（避免使用打磨
式用具），塗上專為腳底厚
皮膚而設的潤膚液，並確保鞋子合身。若然以上措施
效果還不理想，那就塗上指甲油。「明亮的紅色能解
決所有問題。」Tanya 說道：「甚至可以使瘀傷的深
藍色鞋頭看起來會較為容易接受！

HERMÈS，$5,300，HERMES.COM

CAKE BEAUTY CAKE WALK FOOT
CREAM，$18，CAKEBEAUTY.
COM。SEPHORA COLLECTION
LAVENDER FOOT MASK，$6
，SEPHORA.CA
VALENTINO，$3,553，
NORDSTROM.COM

雲霧中相見

以日落晚霞為靈感的最新眼妝熱潮，借用夏日天空的色彩，幻化出無限魅力。

HARLEM’S FASHION ROW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DSQUARED2

文 KATHERINE LALANCETTE

攝影：PETER STIGTER (後台和天橋相);模特兒 (GETTY IMAGES)

BIENEN-DAVIS，$1,800，
INTERMIXONLINE.COM

桃色環繞為雙眼帶來溫暖
感。眼影向兩邊延伸，眼尾
成尖角，並強調眼頭淚溝，
輕鬆營造出T台妝感。

想大膽前衛？試試懸浮式幾
何眼妝。貼士：輔以白色線
條作對比，令紫紅色條紋更
為搶眼。

TOO FACED JUST
PEACHY VELVET
MATTE EYESHADOW
PALETTE，$55，
SEPHORA.CA。
LANCOME MATTE
SHAKER HIGH PIGMENT
LIQUID LIPSTICK IN
ENERGY PEACH，$32，
BEAUTYBOUTIQUE.CA

URBAN DECAY
GLIDE-ON EYE
PENCIL IN WOODSTOCK，$25，URBANDECAY.CA。M.A.C
CREMESHEEN
LIPSTICK IN JAPANESE MAPLE，$23，
MACCOSMETICS.CA

內眼角掃上猶如燦爛陽光的
金黃色眼影，再續以明亮珊
瑚色擴散蔓延到太陽穴。

HUDA BEAUTY
OBSESSIONS
EYESHADOW
PALETTE IN CORAL,
$35，SHOPHUDABEAUTY.COM。TOO
FACED NATURAL
NUDES LIPSTICK IN
BIRTHDAY SUIT，$26，
SEPHORA.CA

MARNI，$2,980，MARNI.COM

3.1 PHILLIP LIM，$730，
31PHILLIPL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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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夏日護膚指南

輕鬆愜意的夏天，是享受慵懶的後花園早午餐和黃昏庭院聚會的最好季節。我們為你準備好全方位
夏日皮膚護理資訊，讓你輕鬆掌握夏日防護和美黑知識，無憂無慮盡情享受陽光燦爛的日子。

如果只能選一個

如果你趕時間

為了找出市場最佳美黑產
品，本刊美容總 Katherine
Lalancette 將皮膚變成古
銅色

沒那麼多時間可以坐著來
成就古銅肌膚？能在睡夢
中幫你實現夢想膚色的無
色啫哩便是理想之選。配
方快速乾爽不黏乎，無需
擔心會沾到枕頭或床單。
JAMES READ GRADUAL
TAN SLEEP MASK，$58，
ESKINCARESTORE.COM

攝影 PAIGE FURTNEY

如果你想寵愛自己
華麗的身體護理油就像裝
在瓶子裡的五星級假期，
奢華配方能令肌膚變得如
絲般柔滑，散發出耀眼的
陽光氣息。清新香味更能
令人感覺猶如置身海邊
渡假。
BIOTHERM AUTOBRONZANT TONIQUE SELF-TANNING BI-PHASE，$40
，BIOTHERM.CA

事實：每季推出市場的美容新產品多不勝數。另一事
實：全世界沒有一人有時間將所有產品逐一試用。在
「如果只能選一個」專題系
列中，我們深入探究，親身測試，務求從中甄選出
最頂級產品。

如果你想天然環保
獲得環保生態認證，配
方不含任何轉基因改造成
份，原料採用自然界有益
天然成份（如摩洛哥堅果
油和維他命C），不含任
何有害物質（如對羥基苯
甲酸酯和硫酸鹽），這款
美肌產品不會為皮膚或地
球帶來任何負擔。

古銅膚色一度被認為是型格休閒的美學標誌
（例如九十年代的 Jennifer Aniston），亦會
令人不期然聯想起惹火吸睛的沙灘女郎（想
想二千年代的 Gisele Bündchen）。但我敢
說，不少人覺得古銅膚色有點庸俗，它是美
的刻意表現，與近年主張的「率性自然」背
道而馳。
我並不介意被人說庸俗。雖然，我的個人
品味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不斷在變，然而，
我始終相信，小麥膚色能給我帶來自信。古
銅膚色能帶給我度假幸福感，令鏡子中的自
己更精神飽滿，更顯放鬆，不再像過往那
樣，猶如一具疲憊不堪的殭屍。
跟其它大部分美容作家一樣，我對陽光的
態度向來是能逃則逃，跟小朋友偏食青菜沒
兩樣。多年採訪皮膚科醫生的經驗告訴我，
曬成 Gisele Bündchen 的古銅肌膚所承受不
可逆轉的傷害，代價太大不值得。因此，想
要小麥膚色，非陽光照射的人工美黑是唯一
出路。
曾經試過人工美黑的朋友都知道，努力過
後得到的結果，是令人驚艷還是令人驚嚇，
往往只是一線之差。作為美容探險的中堅分
子，我視之為使命，勢要挖掘出當今世上使
用最便捷、效果最自然的美黑產品。從摩絲
和手套，到面膜和噴霧，我對市面上林林總
總的美黑產品逐一進行嚴格測試和評估，以
下是我的研究發現。

COOLA SUNLESS TAN
DRY OIL BODY MIST，$70，
SEPHORA.COM

如果你要多種功效
既是面霜，又是身體潤膚
露，還可以令皮膚逐漸變
成古銅色，集多效能於一
身，一瓶就能滿足你多重
需要。值得一讚：蘊含特
殊技術的配方，沒有一般
太陽油的難聞氣味，保濕
滋潤長效可達72小時。
VITA LIBERATA SELF
TANNING GRADUAL
LOTION，$38，
VITALIBERATACANADA.
COM

如果你要去度假
如果只選一款人工美黑產品，那就選……
品牌最早推出的美黑慕絲在美容界贏得一席位。但我認
為後來推出的快速版本更值得推介。敷上一小時就有淺
棕色效果，兩小時加深到中等顏色，三小時便可達到深
棕色。如此快速便捷又能兼顧個人不同需要，任何人都
可以輕鬆實現自己的理想膚色。
ST. TROPEZ SELF TAN EXPRESS MOUSSE，$54，
BEAUTYBOUTIQUE.CA

夏日防護知識

這未必是最吸引的議題，但以下 SPF 知識在炎夏一定大
派用場
文 WING SZE TANG | 攝影 LUIS MORA

無論是皮膚科醫生，還是美容編輯，如果要問什麼面
霜的抗衰老功效最好，答案肯定是防曬霜。雖然，普
遍認為防曬霜並非直接發揮抗衰老作用，但在保護
皮膚免受紫外線傷害卻擔當重要角色。防曬霜會不
會過期？什麼是 SPF？它的安全性如何？我們請來
專業人士，為你解答所有疑問。

SPF 代表什麼？

SPF 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的簡寫，代表防
曬係數。太陽光中的 UVB 會導致皮膚曬傷發紅，
產品所標示的 SPF 數字，代表該產品對 UVB 的
防護水平。具體數值是由實驗室以標準方法測試
確定，實驗當中會使用待檢測防曬產品，塗抹特定
劑量觀察具體防護效果。
那麼 SPF 15 和 SPF 30 之間有什麼區別？如
果在無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皮膚暴露於陽光底
下20分鐘會曬紅。理論上，使用足夠份量的 SPF
15能延長皮膚曬紅時間15倍（即5小時）。而 SPF
30則延長30倍（即10小時）。
雖然如此，並不代表使用了 SPF 30防曬霜，就
能在海灘安全享受10小時日光浴。困惑了嗎？請注
意，產品的 SPF 數值，並不能告訴你它對 UVA 射
線的防護程度。UVA 雖不會導致皮膚灼傷，但會加
速皮膚老化（如皺紋、粗糙和失去彈性），對皮膚的
損害在你不知不覺中產生。也就是說，在你毫不知
情的情況下，皮膚經受莫大傷害。
必須注意，要達到產品宣稱的防曬效果，需要
使用足夠劑量的產品，而事實上，幾乎沒有人用夠
份量。大家無法如實驗條件一樣，於皮膚所有部位
均勻塗上相當厚度的產品，自然不能得到實驗測試
的保護程度，但卻誤以為自己得到同等保護。

我需要多少SPF的產品？

如果你總不能確定「SPF 15是否足夠？」可以參考
加拿大皮膚科協會（Canadian Dermatology
Association）的官方建議，最低使用度數是SPF
30。但正如前文所說，使用防曬霜的份量越少，所
得的防護就越弱，要注意使用份量。
「通常大家使用防曬霜的份量，是實驗測試條
件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溫哥華 Pacific Derm
皮膚科醫生及加拿大 皮膚病學協會防曬工作組
（Canadian Dermatology Association’s Sun

帽子戲法

從平實到華麗，不同風格的帽
子能突出個人時尚品味，同時
給皮膚提供一定的保護
從左起：JOE FRESH，$16，JOEFRESH.
COM。 CLYDE，$370，CLYDE.WORLD。
MARC CAIN，$150，MARCCAIN.COM。
HAT ATTACK，$85，HATATTACK.COM。
FEDERICA MORETTI，$290，MATCHESFASHION.COM。EUGENIA KIM，$620，
EUGENIAKIM.COM。 GIGI BURRIS，$565，
GIGIBURRIS.COM。 SENSI STUDIO, $250，
SENSISTUDIO.COM

Awareness Working Group）委員 Alexandra
Kuritzky 博士說道：「知道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推
斷，使用 SPF 30實際得到的防護大概是 SPF 8
到15之間。」
既然如此，是不是防曬系數越高的產品越好？
是的，SPF 高一些可以彌補使用量不足。但請注
意，SPF 系數並不是唯一考慮因素（具體請看下
文「如何選出最好的防曬霜」）。「事實上，我會建
議客人選用自己喜歡或可忍受的最高 SPF產品。」
Alexandra 說道：「如果自己對 SPF 30感到滿意
那就很不錯，如果能找到自己喜歡的 SPF 40或50
那就更好。」

皮膚專家建議臉部/
頭部/頸部防曬霜
的使用量應為一茶
匙。

使用成分，包括三甲環己酯（homosalate），依莰
舒（ecamsule，商品名為 Mexoryl SX）和阿伏苯
宗（avobenzone，商品名為 Parsol 1789）。儘管
近年來「化學」一詞已變得相當負面，「但所有這些『
成分』都經過審查並被認證為安全。」Alexandra
說道。那麼，防曬霜是怎樣起作用的呢？化學防曬
是通過吸收太陽輻射並將其轉化為熱能。通常，化
學防曬俱有在配方上能做得更輕盈透氣的優勢。
如果您偏好物理（也被稱為天然或礦物）防曬，
可選購成份含有二氧化鈦（titanium dioxide）或氧
化鋅（ zinc oxide）的產品。這些礦物質通常會被
微粉化或納米化（較小粒子能與皮膚更好溶合），通
過反射和折射紫外輻射達至防曬效果。由於二氧化
鈦和氧化鋅本身帶白色，對配方來說是個考驗，較差
的配方容易令皮膚出現泛白情況。

我應該塗多少防曬霜？

要達到產品宣傳的防曬指數，就要塗得夠厚夠
均勻，使用量必須達至每平方厘米2毫克。要達到
標準，皮膚科醫師一般建議整個身體防曬霜的使用
量為一盎司（大概是一 shot 酒杯的份量）。可是，
要將小酒杯防曬霜平均分配到身體各個部位，一點
也不容易。Alexandra 偏向「改良的茶匙規則」：
每手臂塗抹一茶匙防曬霜，每腿兩茶匙，身體前後
總共兩茶匙，臉/頭/脖子一茶匙。你現在明白，為何
不能單單依賴化妝品作為唯一防曬措施，因你絕不
可能於臉上塗如此厚粉底。

防曬霜能維持效用多久？

防曬霜附帶說明通常是至少每兩小時塗抹一次，在
游泳或出汗的情況下，縮短至每40到80分鐘，並在
使用毛巾擦乾後應立即重新塗抹。補塗不僅因為產
品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效能減弱，亦是為了確保覆蓋
更全面，使用量足夠。
「有人對縮短防曬霜補塗時間作出新研究。結
果表明，如果將補塗時間縮短在大約一小時，SPF
的防曬效能會更有效、更持久，維持長達數小時。」
Alexandra 解釋說：「大家在塗第一層的時候往往
不夠厚，所以在一小時內塗兩次，厚度比較接近實驗
室的測試水平。」

防曬產品會過期嗎？

如何選出最好的防曬霜？

當被問及防曬霜該如何選購，Alexandra 的答案最
終如一：只要你喜歡就行。如果你比較在意產品的使
用感，關心它的質地，觸感或氣味，那就去親身體驗
選購。她說：「你會堅持一直使用的防曬霜，就是最
好的防曬產品。」這裡所說的一直，意思是無論是晴
天或雨天，不論任何季節，每天都堅持使用。除此之
外，Alexandra 建議使用有特別標示「廣譜（broad
spectrum）」的 SPF 30或以上防曬霜。「廣譜」意
味著它可以同時防止 UVB 和 UVA。
加拿大有17種有機（又被稱為化學）防曬獲准

護膚品通常都有保質期，尤其是防曬產品。「防曬配
方非常複雜。」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
皮膚護理全球科學研發負責人 Menas Kizoulis 說
道：「我們的配方含有多種功能成分，需要互相協同
作用才能達至理想效果，並能兼顧美容的全面需求。
」每種成分都有自己的保質期，某些防曬成份會隨
著時間的推移而失去穩定性。因此，檢查防曬產品
的有效期非常重要（通常是一年或兩年），過期了
就要馬上扔掉。
即使防曬霜仍在有效範圍內，亦要留心觀察產
品有否有異常情況出現，如油水分離（即當你擠壓
瓶身，乳液流出之前先擠出油）。「這是配方變質的
跡象。」Menas 說道。如果防曬霜放於高溫車廂或
走廊數天，產品的完整性可能已經遭受破壞。也許你
會問，過期防曬產品可以用嗎？使用了過期防曬產品
最糟糕的情況是什麼？「風險就是：產品不能發揮其

不再需要手套輔助，擦拭
式人工美黑濕巾隨時隨地
方便使用，輕而易舉便能
收穫古銅肌。對於旅行
不喜歡帶太多瓶瓶罐罐的
你，獨立包裝更是渡假旅
行必備。
KATE SOMERVILLE
SOMERVILLE 360
TANNING TOWELETTES，
$60，SEPHOR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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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別色斑

本刊最新推出「親身體驗」專題系列，專欄作
家 Leah Rumack 率先上陣，親身測試當今最新
熱議美容療程。她的首要任務？擊退色斑
攝影 LUIS MORA
我的童年在焦慮中渡過，緣於臉上雀斑。它
令我覺得自己長得很難看。我還時常追問身
邊的大人，我臉上的雀斑什麼時候才會消
失。我一直很羨慕 Judy Garland 在《綠野
仙蹤》（The Wizard of Oz）中飾演的桃樂絲
（Dorothy）所擁有的完美皮膚。直到我看
見《紅髮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
的 Annie，臉上佈滿跟我一樣的星星點點，
我的內心才得到一點安慰。
在我記憶中，大約是在一九八幾年，在
我參加一個夏令營之後，臉上的雀斑就減
退了。我還記得那次夏令營我帶了印有查
理布朗圖案的午餐盒，那一天，或者說在
那之前，我白皙的皮膚從未塗過任何防曬
產品，那時候誰會這樣做？
如今，四十多歲的我雀斑再次出現。確
切地說，應該是一堆難看的黑色斑點於我
臉上蔓延，就像 Jackson Pollock 在我臉上
亂畫了一通。衰老加上長年不塗防曬霜（直
到三十多歲我才開始每天塗防曬。不用提醒
我，我知道自己犯了美容的致命錯誤），令
我的臉上留下了一系列並不可愛的褐色印
記。原來，幾十年前所受的傷害會一直在
皮膚中「存活」，只是等著皮膚老化和變薄
之後才顯現。曾經在十五
歲時皮膚曬到起泡？做好
心理準備吧，「傷痕」在
某一天會與你再次相見！
我花費不少金錢購買
藥妝美白霜，但似乎沒
有一款產品能真正擊退
色斑。藉著首次參與本專
欄之際，我全力以赴，對
臉上的頑固色斑來個大反
擊，DLK on Avenue 皮膚
科醫生 Lisa Kellett 便是我
的強力武器。
Lisa一邊幫我檢查皮
膚，一邊跟我說：「等
下我們再對付這些頑固黑
斑。」隨後，她幫我制定
了周詳的治療方案，包括
詳細的護膚程序：每隔兩
週對進行一次全臉的高強
度脈衝激光治療（IPL）
，一共六次，最後再針對
個別頑固色斑進行一到兩次皮秒激光（pico
laser）治療。治療色素沉著，醫生的診斷
是關鍵。例如，如果黃褐斑（也被稱為「懷
孕面具」，是由荷爾蒙引起的）使用激光治
療，色斑不單止祛除不了，顏色更會加深。
還有，膚色的深淺由黑色素的多寡來決定，
膚色很深的人決不能使用 IPL，因激光會瞄
準黑色素。更嚴重的情況是，如果你的美容

師把黑色素瘤當成普通色斑處理，你會
錯失治療皮膚癌的機會。Lisa 補充說：
「對於未經訓練的雙眼，所有色斑都只
是深色斑點。」
Lisa 讓我使用由她出品的 Clear Clinical 護膚系列，包括含有維他命C和阿魏
酸（Ferulic Acid）精華，以及一款日間
用防曬霜。晚上則使用一張浸泡了美白
和抗氧化精華的 Luminate Pads 化妝棉
擦拭全臉，成份包括熊果苷（arbutin）
、曲酸（kojic acid）、維生素C和綠
茶。除此之外，隔晚需要使用含有視
黃醇（維他命A）的保濕霜。我還購買
了自1986年以來的第一頂太陽帽（不用
提醒我，我知道自己犯了美容的致命錯
誤），為即將出發的墨西哥之旅添置了
一頂寬邊草帽。我堅持嚴格遵循 Lisa 的
囑咐，勢要黑斑全軍覆沒。
我的治療方案並無使用對苯二酚
（hydroquinone），雖然它作為有效
的祛斑美白成份應用歷史已久，但至今
仍然存在爭議。因其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包括赭色症（ochronosis），產生灰色
或黃色色斑的皮膚綜合症，Lisa 拒絕使
用。
指派給我的
美容治療師名
叫 Helena， 在
我接受療程之
前，她幫我拍攝
了一些列近鏡特
寫。而在每 IPL
治療前，她會先
幫我進行一項名
為「鑽石磨皮（
Diamond Peel）」的
溫和微晶換膚療程。
使用帶有鑽石頭的儀
器，將我臉部表層死
皮祛除。完成後，皮
膚感覺像嬰兒屁股般
光滑。接下來，重頭
戲正式開始。Helena
幫我帶上護目鏡，再
塗上薄薄一層導電凝
膠，然後跟我說：「
我倒數完畢後就要開始……噝噝噝啦！」
我感覺到小機頭觸碰我臉部皮膚，然後
是一縷閃光，感覺就像橡皮筋彈了一下。機
頭逐寸逐寸在我臉上移動，全臉完成大概需
要十五分鐘。療程完成後，她一再提醒我，
必須儘量避開陽光，而且一定要塗防曬霜（
療程後的皮膚對邪惡的太陽更加忌諱）。
在我接受第一次治療後的幾天，臉上浮

一堆難看的
黑色斑點
於我臉上蔓
延，就像
Jackson Pollock
在我臉上亂
畫了一通。

起一些摸起來像幼沙的粒子，我總是不小心
會觸碰它。「我們稱之為咖啡粉。」Helena
向我解釋。當太陽損傷浮到皮膚表層，色斑
通常會暫時變深並開始剝落。而後期針對殘
留的頑固色斑進行皮秒激光治療，全部都出
現結痂現象，但結痂一旦脫落，色斑就完全
消失。
經過三次療程，我的皮膚明顯變得更清
新亮澤，更細膩，臉上好像一直掛著天然濾
鏡，非常水潤，我甚至開始不用粉底。大家
開始留意到我的皮膚，尤其是那些羨慕嫉妒
我的女朋友們。
我最好的朋友，好像二十多年來從未誇
過我的皮膚，也不禁驚嘆「真不敢相信你的
皮膚這麼好！」
另一位朋友在某天跟我共進晚餐的時
候，邊吃飯邊瞇著眼睛仔細打量我的臉，並
跟我說：「你變漂亮了。」還很好奇地問：
「妳在做什麼測試，它真的很有效啊。」

應有功效，未能保護你的皮膚。」你卻誤以為自己得
到適當防護，皮膚無可避免遭受嚴重曬傷的厄運。

防曬霜會引起皮膚癌嗎？

如果上 Google 搜索「防曬 化學成份」關鍵字，你會
看到很多類似新聞標題：「防曬成分的害處」、「為什
麼（大多數）防曬霜有害」和「6種可怕的防曬成分。
」毫無疑問，不少人對防曬霜的安全性心存疑惑。
事 實 上，美 國 皮 膚 病 學 會（ A m e r i c a n
Academy of Dermatology）早已證實：「使用
防曬霜是安全的。並無任何公開研究表明防曬霜對
人體有毒或對人體健康有害。」
其實，大家對防曬霜的憂患大部分源自美國環境
工作組（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一個
非營利環保組織，對常用防曬化學成份進行的毒性
測試。在 EWG 工作組公佈的防曬霜有害成分清單
中，「最令人擔憂是羥基苯酮（oxybenzone）。」
組織認為該成份對荷爾蒙系統和過敏反應存在潛
在風險，建議消費者避免使用。工作組還反對於防
曬霜中使用視黃醇棕櫚酸酯（retinyl palmitate）
，一種維他命A，如塗在皮膚並暴露於陽光下，會引
致皮膚腫瘤和病變。（雖然它並無防曬功效，但在一
些防曬產品中能檢測出這種成份。）

請緊記，不管你照
太陽燈，還是直接
曬太陽，任何情況
下的皮膚變黑實際
上都是皮膚受損的
表現。
然而，EWG 工作組的擔憂並非與科學研究一
致。關於羥苯甲酮，並無人體科學實驗證實皮膚吸
收後會引致荷爾蒙系統失調或其它急性毒性反應。
加 拿 大 癌 症 協 會（C a n a d i a n C a n c e r
Society）則表示：「羥基苯酮、視黃醇棕櫚酸酯
和對羥基苯甲酸（parabens，EWG 關注的另一
化學物質），未有研究證實與癌症有關，目前世界
主流科學組織已證實的致癌物質名單並無列名在
內。根據加拿大癌症協會最近的研究結果，我們相
信這三種物質並不會增加癌症風險。
雖然防曬霜不會致癌，但陽光絕對會：大約90％
的皮膚癌與暴露於太陽紫外線輻射有關。如果你對
化學防曬成分依然持懷疑態度，市面上仍然有不少
物理防曬產品可供選擇。

在六次療程的中間，我去了一趟海灘度
假，徹底變成了一名防曬霜狂徒，每天重新
塗抹多達113次。即使是走去池畔酒吧的短
短兩分鐘路程，亦必定戴上我的寬邊草帽。
每當經過太陽低下炙烤的女士身邊，我差點
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恨不得衝上去將她搖
醒：「妳不知道妳這是在害自己嗎？妳不知
道這樣會加速衰老嗎？妳不是火雞，為什麼
要這樣烤！」
完成了第五次治療後，Helena 為我拍
攝了「治療後」的效果。雖然，我早已感
受到皮膚的明顯變化，但當這些照片擺在
我眼前，我依然感到驚訝，照片中的女人
明明就是一名少女。
療程還剩最後一次 IPL 和皮秒激光，我
知道臉上還在的幾顆最頑固色斑將要與我
永別告別。我會怎樣？不用說，我當然不
會想念它！

塗了防曬霜還會曬黑嗎？

雖然塗抹防曬霜能大大減少到達皮膚的太陽光線，
但皮膚仍然會曬黑。「即使是最強效的防曬霜，亦不
能100％完全阻擋所有陽光射線。」Menas 說道。因
應防曬霜的塗抹程度，以及於陽光底下停留的時間，
皮膚會不同程度地變黑（或曬傷）。請緊記，不管你
是照太陽燈，還是直接曬太陽（包括度假前預先曬黑
皮膚以預防曬傷的方法），任何情況下的皮膚變黑實
際上都是皮膚受損的表現。皮膚顏色變深其實是人
體一種自然保護機制，Menas 說道。如果你依然渴
望一身古銅健康膚色，非太陽照射的人工美黑方法
是最安全的選擇。

防曬霜會引發痘痘嗎？

如果你選擇了不適合自己膚質的錯誤防曬產品，例
如質地厚重粘稠的乳霜，確實會惡化痘痘，Kizoulis
說道：「防曬霜可能含有油份，配方中的成分本身也
可能是油性的。」建議選用清爽透薄的乳液（如水
性防曬啫哩，由亞洲興起，目前流行到北美洲）或
有明確標明「無油」、「不會堵塞毛孔」或「不會引
致粉刺」類似字眼的產品。對於油性，易長粉刺的
皮膚，要選出合適的產品一點也不簡單，不是研究
一下產品成份表就可以。一款防曬霜也許別人用沒
任何問題，到你臉上卻引致痘痘爆發，Alexandra
說道，因此，要有心理準備要有足夠的耐心做測試，
有失敗的情況出現也不足為奇。

什麼防曬霜最適合深色皮
膚？

沒錯，即使是膚色很深的人，也必須要防曬：美國
皮膚病學會指出，從未曬傷的有色人種（包括棕色
或黑色皮膚）得皮膚癌的風險依然存在。如果你覺
得某些防曬霜會令你皮膚變灰，可考慮轉用化學防
曬。一般而言，化學防曬比較容易做到透薄親膚的
效果。相比之下，「物理防曬產品對於膚色較深的人
來說，由於深色皮膚會令白色物質顯露，一直以來
使用效果都不太理想。」Menas 說道。不過，隨著
科技發展，防曬霜的配方也一直在進化，在購買前
儘管試試不同配方（並親身塗上試用品看看否適合
自己的膚色）。

什麼防曬霜最適合敏感肌
膚？

如果你的皮膚非常敏感，容易受到刺激，或者你曾
經試過因塗防曬霜而過敏，則建議使用新產品前先
於手臂進行測試，塗上產品等待48小時，觀察有否
有任何不良反應。一般而言，純物理防曬（使用二氧
化鈦和/或氧化鋅作為唯一活性有效成分）引致過敏
的機率比化學防曬低很多。「但一個產品的配方往
往含有多種成份，防曬的活性有效成分也許只佔一
小部分，其它成份很有可能含有會引致你過敏的物
質。」Kuritzky 博士說道。事實上，產品所添加的
防腐劑或香精，與防曬成份相比，引致過敏的情況
發生機率更高。為了減低過敏風險，選擇成份較為
單一或無香味低敏配方更為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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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魅力

超模何穗於巴黎一
場時裝秀表演完畢
後套上的大衣便是
Canada Goose。

加拿大本土品牌 Canada Goose 以時尚新姿態進軍東方市
場，Renée Tse 分析其備受追捧的魅力所在。
我記得我第一件 Canada Goose 外套是在大學時期
購買，那時正值開學用品採購之際，我想添置一件
既實用又漂亮的外套，不敢再挑戰 Kingston 的極度
寒冷天氣。在此之前一年的冬天，我遇見一位很酷
的小孩，被她外套手臂上的徽章所吸引，當時我還
在想，她是不是參加了什麼特殊組織或者俱樂部？
我怎樣才能加入並能擁有一件如此酷的外套。當時
的我穿了兩件羊毛衫外加一件風衣，但依然覺得很
冷。後來才知道，這件超酷的外套原來是 Canada
Goose，一個多倫多本土品牌，以為冒險家提供能
抵抗極地氣候的禦寒服裝而聞名。
儘管我生活在安大略省南部，仍誓
要為自己添置一件能穿去北極的外
套。
Canada Goose 品牌創立於1957
年，從多倫多一個小型零售貨倉開
始，發展至今已成為世界領先高性
能奢侈服裝品牌之一，於加拿大共
設立六間工廠（兩間位於溫尼伯，
三間位於多倫多，一間位于魁北
克）。一般而言，戶外運動冒險家
和時尚追求者對服裝的要求有天淵
之別，前者對功能要求極高以應對
大自然挑戰，而後者則講求設計和
風格以凸顯個人品味，品牌卻能成
功跨越兩大人群的鴻溝，同時贏得
兩者的贊賞。明星粉絲 Drake 及與
OVO 和 Vetements 的聯乘合作功勞
不少。除此以外，品牌還特別受中
國人歡迎。
2016年 Canada Goose 於多倫
多 Yorkdale Shopping Centre 開設
第一家旗艦店，市場反響熱烈，
店舖不時出現排隊人龍，主要是
中國粉絲。「四年前，我穿了一
件 Canada Goose 去上海，當時在當地幾乎看不見
有人穿著這個品牌的服裝。」一位從多倫多搬到上
海的獨立研究公司高級合夥人 Caleb Chung 說道：
「但品牌的熱度近兩年開始上升。我曾在街上被陌
生人詢問我的外套，甚至有人提出讓我脫下來賣

給他。」在中國，Canada Goose 已成為「網
紅」。「一樣東西在中國流行起來，真的會很
瘋狂。」Caleb 說道：「我覺得這是一個難以
獲得的奢侈品增加了吸引力……例如『街頭品
牌』 Supreme。」
時尚博主 Cher Bai（@chermycloset）認
為，這個加拿大品牌於中國市場迅速冒起，
跟中國和韓星的明星效應有莫大關係。「在
亞洲名人的帶動下，品牌在中國受到高度關
注。」Cher 說道。從楊冪到周冬雨，再到超模
何穗，還有韓國演員李敏鎬，
不少明星被發現穿著 Canada
Goose。「只要是中國明星或
者韓星穿過，中國消費者便會
一窩蜂地跟風模仿。」
中國以追求奢侈品和高消
費聞名，但同時對品質也有
很高要求，品牌能否在中國
市場站穩陣腳，質量至關重
要。Canada Goose 以優越的
品質贏得中國消費者的青睞。
「中國消費者認為品質是價值
所在，願意為更好的品質付出
更高的價錢。他們購買貴價產
品時，往往會以可以用上十年
作為說服自己支付更昂貴費用
的理由。」中國消費市場獨立
分析師 Colin Shek 表示：「此
外，品牌外套的風格也很鮮明
突出。在街上它很容易引起途
人的注意，令人很想知道它是
哪個品牌。」
Canada Goose 以冬裝外套
打響名堂。如今，品牌的發展
擴張到時尚春裝，推出適合溫
哥華等氣候較溫和地區穿著的服飾，例如毛
衣和輕便夾克。最新春裝系列的營銷策略，
以獲得探險專家和冒險家的認可為核心，由
他們親身測試並出任代言。「消費者想要值
得信賴的產品。 」 Canada Goose 銷售和產
品策略高級副總裁 Spencer Orr 解釋說：「這正是
Canada Goose 品牌的核心所在，亦成為品牌發展
的最大優勢。Laurie Skreslet 是第一個登頂珠穆朗
瑪峰的加拿大人，而 Lance Mackey 則是雪橇犬大
賽冠軍，也許他們並非家喻戶曉，但他們的實力毋
庸置疑，我們的產品亦是如此。Canada Goose 的秋
冬服飾已贏得廣大消費者的信任，我們的出品已成
為品質的保證，因此，消費者對我們的新嘗試亦一
如既往的信任。 」
今年秋季，品牌將於加拿大和美國增加三間旗艦
店，分別於溫哥華，蒙特利爾和新澤西州的肖特山
（Short Hills）。除此之外，即將於北京和香港開業

「我曾在
上海的街
頭被陌生
人詢問我
的外套，
甚至有人
提出讓我
脫下來賣
給他。」

屢獲獎項的女演員周冬雨
在她的 Instagram 帳戶上
展示她的 Canada Goose
外套。

的兩家精品店，更是令人期待。根據品牌官方發佈
的新聞稿，Canada Goos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Dani
Reiss 證實了品牌擴張的消息：「作為全球最大的奢
侈品消費市場，Canada Goose 抓緊了中國的巨大機
遇。我們看到，中國消費者無論是對本土品牌還是
國際品牌，近幾年的消費意欲令人驚訝，我們很高
興能將 Canada Goose 的實體零售和電子商務體驗
帶到中國粉絲面前。」
品牌去到遙遠的東方會否「水土不服」？會否因
大眾化而失去吸引力？Caleb 認為，加拿大背景對
品牌的成功有莫大幫助。「品牌來自加拿大，對中
國消費者來說，這點就能增加不少吸引力。」Caleb
說道：「一個以極端寒冷天氣聞名的國家出品的冬
裝外套，便能為品質加分不少。我認為，這也是我
們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亦是深受歡迎的原因。」

春季精選

CANADA GOOSE CAP，$95,
CANADA GOOSE專門店

Renée Tse 的交通和住宿由 Canada Goose 提供。Canada
Goose 並無參與文章的審查或批准。
CANADA GOOSE HYBRIDGE KNIT
SWEATER， $695，CANADA GOOSE 專門店
和 CANADAGOOSE.COM

著名演員胡歌和賈靜雯的合照，身上穿的均
是 Canada Goose

CANADA GOOSE ROSWELL JACKET，$395，
CANADA GOOSE 專門店和 CANADAGOOSE.COM

針對不同膚質的最佳面膜之選

取消今晚的約會吧，我知道看完本文後妳只想在家敷面膜
文 KATHERINE LALANCETTE

痘痘肌

年輕肌
這款得獎產品准確來說並
不能算為面膜，實際上是
圓形小貼片，無需預先擠
破痘痘，直接粘在痘痘上
便能起效！能有效殺滅引
發痘痘的細菌，祛除黑頭
和粉刺，更能避免手指觸
碰患處導致痘痘惡化。
COS RX ACNE PIMPLE
MASTER PATCH，$8，URBANOUTFITTERS.CA

以綠茶成分為主打的天然
纖維面膜，控油同時淨
化肌膚，雙倍效能，一
次過解決皮膚出油和爆
痘問題。
SEPHORA COLLECTION
GREEN TEA FACE MASK，
$8，SEPHORA.CA

面膜採用超細微纖維，是
你擊退痘痘和減淡痘痕的
秘密武器。含有谷胱甘
肽，水楊酸和茶樹油，祛
痘同時能均勻膚色。
DR JART+ MICRO JET
CLEARING SOLUTION，$11
，SEPHORA.CA

以特強無水 techstile 專利技
術，結合強效活肌、美白和
保濕成分，刺激皮膚膠原蛋白
和彈性蛋白再生。能亮白肌膚
同時均勻膚色兼減淡細紋與皺
紋，為皮膚打好基礎。
NANNETTE DE GASPE YOUTH
REVEALED FACE MASK，$125，
NANNETTEDEGASPE.COM

面膜含有豐富膠原蛋白，
能令肌膚更顯年輕有生
氣。此外，杏仁、葡萄柚
和青瓜等天然水果萃取精
華，為肌膚源源不絕注入
養份，皮膚更飽滿，更顯
神采。
OUIGLO RICH COLLAGEN
FACE MASK，$5，URBANOUTFITTERS.COM

敏感肌
這款消炎抗敏紙面膜功效
顯著，成分當中含有由積
雪草提煉的特殊羥基積雪
草苷分子，幫你解決敏感
肌膚的煩惱。
HOLIKA HOLIKA SKIN
RESCUER MASK SHEET
MADECASSOSIDE，$20，
HOLIKAHOLIKA.CA

面膜能完美貼合面部輪
廓，蘊含金縷梅、桃花
和茶樹精油，強效補水
及強力鎮靜，快速安撫
受刺激的肌膚。
NUCA BIO-CELLULOSKIN
FACE MASK，$24，URBANOUTFITTERS.COM

與一般面膜不同，此乃專為
時常被忽視的頸部和胸前區
域而設。多達十九種皮膚滋
養成分和天然營養素，緊緻
亮澤並淨化肌膚，從而改善
膚質和皮膚彈性。

注入了蘆薈凝膠和洋甘菊
提取物的獨特配方，面膜
中這些消炎明星成分起了
關鍵作用，緩解受刺激皮
膚，舒緩皮膚紅腫。

SKIN LAUNDRY WRINKLE
RELEASE NECK & CHEST
SHEET MASK，$15，
SEPHORA.CA

JOANNA VARGAS
EUPHORIA FACE
MASK，$99，FREEPEOPL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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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知名珠寶品牌的最新動向

Creative Director
Jessica Hotson
(on leave)

文 RENÉE TSE

Chinese Editor
Renée Tse
Art Director
Celia Di Minno

Tiffany & Co. 最近為紐約城市粉飾一番，無需多說，當
然是 Tiffany 藍。
紐約街頭的地鐵站、咖啡餐車、甚至是城市特色的黃
色的士，均被染上了經典的夢幻綠松色。此番盛況成為
Instagram 打卡熱點。如此隆重的宣傳攻勢，是為慶祝
上任一年的新任首席藝術總監 Reed Krakoff 出任後的
首個珠寶系列 Paper Flower 的正式推出。
現年54歲的 Reed，過去曾效力於 Ralph
Lauren，Tommy Hilfiger 和 Coach 等國際知名品牌，
其中於 Coach 任職期間，其手袋的出色設計，更帶領
品牌晉升為市值五十億美元的超級品牌。如今，Tiffany
& Co 邀請他加入，為年輕女性提供更富個性的設計。他
為品牌設計的首個系列，注入了一份自然流露的優雅氣
質。系列產品包括高級珠寶及定製珠寶，價錢從$2,500
至$800,000不等。
我在品牌於第五大道（Fifth Avenue ）的旗艦店採
訪了 Reed，大談他如何實現為這個經典的珠寶品牌帶
來新鮮現代感。

Executive Editor
Kathryn Hudson
(on leave)
Beauty Director
Rani Sheen (on leave)
Katherine Lalancette
Fashion Director
Jillian Vieira
Digital Director
Caitlin Kenny
Managing Editor
Eden Boileau
Digital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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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Art Director
Kristy Wright
Assistant Art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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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列的設計意念
「現代人跟過去相比，有很大的轉變。大家不再喜
歡把東西鎖在櫃子裡，只在特殊場合才拿出來佩戴。
在穿著搭配上，也不喜歡墨守陳規：高貴的手袋配襯平
民牛仔褲，而休閒的平底鞋卻搭配隆重的定製禮服。沒
有框框的束縛，穿出自己的個性。而我們的最新設計系
列，便是這種自由主義在珠寶上的表現。在本系列中，
既包括一些頂級非凡的設計，也能找到用來配襯 T恤牛
仔褲的款式。大家可以隨心挑選，自由配搭，我很喜歡
這種感覺。」
新系列的設計靈感
「Tiffany 曾經推出不少花卉主題的設計。我們覺得花
卉主題是一個不錯的方向，而且還很經典。我們想以更
現代、更簡潔、線條化的手法給它帶來全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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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 Tse 於紐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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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Collab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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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火鑽

Collab Designer
Oana Cazan

Paper Flowers 的設計概念
「我們開始玩剪紙，剪出各式各樣的紙花朵。手上擺
弄著紙花的花瓣，腦裡面開始思考如何能突出手製和手
工感。而用圖釘將花瓣釘在一起的設計，便能完全表達
出自然界和手工藝融合的概念。」
Renée Tse 的交通和住宿由 Tiffany and Co. 提供。Tiffany and
Co. 並無參與文章的審查或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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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ANY RING，$7,450，EARRINGS，$7,600，BRACELET，$47,400

相映生輝

看看本季哪些夏日色彩，能俘獲本刊總編輯 Eden Boileau 的心

DVF 這款漂亮的裙子
集合我所有的喜好於
一身：七十年代復古風
格，挂頸設計，休閒又
性感。
DVF DRESS，$831，
NORDSTROM.COM

新郵件
有
：
您
THE KIT 中文版
即將免費送到您信箱

苦中帶甜的
chinotto，融合浪漫
的茉莉花及充滿大自
然氣息的麝香，感覺
自己就像去了意大利
度假。
ACQUA DI PARMA
CHINOTTO DI
LIGURA EAU DE
TOILETTE，$175（150
ML）， SEPHORA.COM

我相當肯定，只要穿
上這款豔橙色的泳
衣，我就充滿陽光
氣息。
MARYSIA BATHING
SUIT，$350
，MARYSIA.COM

The Kit 中文版官方電子簡報即將推出，最新流行時尚趨勢與美容美妝生活資訊，將

穿上如此艷麗的櫻桃
色高跟涼鞋，雙腳必
須塗上同樣出色的指
甲油。橘紅色就最適合
不過了。
STUART WEITZMAN
SHOES， $495
，STUARTWITZMAN.CA

妳的杯子必須要跟妳的夏日服
飾配襯，對吧？在這些彩色杯子
映照下的玫瑰紅酒，才是我想要
的粉紅色。

直接送達您的電子郵箱！由本刊中文編輯Renée Tse精心策劃，每週為您送上精彩
內容，與您一起尋找生活樂趣，提升個人魅力。我們更聯同Holt Renfrew推出慶祝
活動，成功訂閱便有機會贏取Holt Renfrew 價值$500禮物卡。

DURACLEAR GLASSES，$135（一套
六款）， WILLIAMS-SONOMA.CA

於7月19至25日瀏覽
thekit.ca/kit-chinese-signup
便有機會贏取現金禮物卡
本 推 廣 活動 無需購買任 何 產 品 即 可參加。參 與 者需回答指 定 問 題。參加 者 須年滿十八 歲 或 以 上 的魁 北克省以 外加 拿 大 居民。活動
於2 01 8 年7月1 9日上午1 2 : 01 開始，並 於2 01 8 年7月2 5日晚上1 1 : 59 結束。獲獎 機會取 決 於 合資格參與人次總數。獎品為一張H O LT
R E N F R E W 禮品卡（大 約 零 售價值：5 0 0 加 幣）。參 與 推 廣 活動及 瞭 解推 廣 活動 細 則，請 瀏 覽W W W.T H E K I T. C A / B O N U S

選用Dove
皮膚保持嬌嫩，
柔順，充滿光澤。

成份 ¼ 為保濕乳霜
它不是一块普通香皂﹐它是一塊美容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