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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化妝
化妝是很重要的一環，想青春佻皮

還是帶點成熟韻味，化妝在整體的成
效絕不能忽視。由於經顏色分析後，
Vivian比較適合淺色系列，這種顏色也
較適合她的風格，所以無論粉底、眉
筆、遮暇膏、唇膏等顏色也要符合這
個色調。此外，長者化妝時也須要注
意特別的技巧。（見另文）

新
推
介

潮得起
高跟鞋殺手

為了別人
委託的事情
而辛苦奔走
，但卻是有
苦難言。無
法對別人訴

說的煩惱在心中堆積。不過可試
着在書本中找答案，似乎裏面有
着提示你解決方案的可能。情人
也是你最好的諮詢者，不要悶在
心裏自己發愁，有人分擔心情會
輕鬆多了。

金錢上的
糾紛較多的
一日，因貪
心不足而有
失敗的可能
。金錢上對

具誘惑性的高利勸誘特別要留意
了。對金錢似乎頭腦就沒那麼靈
光了。而身邊出現的一些流言幾
乎都是毫無根據，有人正打算利
用你的弱點設下陷阱，對刻意討
好接近你的人要加強警戒。

強勢的作
風讓人感到
特別刺眼，
人際關係還
是不得不顧
慮的重點。

所幸今天的直覺靈驗，憑藉着
直覺判斷行事即使遇到危機也能
成功脫出。嗅出周圍的氣息有什
麼不對時、別人的眼光有異時，
這就是提醒你該收斂態度的警訊
了。

今天的運
勢偏向自省
，是將之前
走偏的運勢
導回正軌的
日子，之前

決策錯誤的人今天可藉機轉換方
向。只不過情緒上有些神經質的
傾向，對別人的話特別敏感在意
，所以對平常平常跟你合不來的
人，今天還是不要靠近他們比較
好。

初次見面
的人或第一
次做的事最
好在事前先
做個調查以
策安全。小

心身邊出現以甜言蜜語誘拐你的
人。尤其對重大事件不宜一個人
驟下決斷，集眾人的意見後再行
判斷。而今天在私生活的行為上
也最好多一份謹慎，約會的地點
最好是離住家遠一點較安全。

對身邊一
些正想丟棄
或長期擱在
角落的東西
再看一眼。
說不定經過

你的手又翻身成為寶物。創造力
很不錯的樣子，花些小功夫就能
使原本感覺已經沒用途的舊東西
又起死回生。正在追求新戀情的
人，今天是以頭腦取勝的日子，
先由對方的嗜好興趣調查起吧。

愛情運有
些小衝突的
象，原因
大多在於你
自己。對方
說的話在你

聽來都像片面之詞，好像說什麼
你都想反駁的感覺。除此之外身
邊也是多誘惑的一天，可別因此
對真正重要的人做出背叛的行為
。將情人的東西帶在身上，提醒
自己別一時受不了誘惑才好。

受到意外
的人對你提
出告白，心
中小鹿亂撞
的感覺。不
過先保留一

下，盡量不要當場回答對方，多
給自己一些時間觀察吧。而今天
與上司、前輩的想法都頗能一致
沒有衝突，在工作上應該是順利
愉快。如果能再稍為加上一些緊
張感，還能激發出超常的實力。

只要謹守
本分，淡泊
不與人爭奪
的工作態度
就能平安過
一天。不該

說的不說、不該聽的不聽，是今
天的平安之道。就算不小心聽到
別人的流言、中傷言詞，今天最
好假裝什麼都沒聽到。今天心靈
上的疲倦將會反應在體能上，多
做點自己嗜好的事，調整身心。

人多聚集
的地方將是
你的幸運場
所。積極的
出席各種公
開場合，有

開發有利人脈的好機會。而今天
還頗具有說服力的樣子，需要交
涉的事情大多能往你預期的結果
進行。戀愛運也不錯，就在你身
邊平常沒特別意識到的人卻開始
產生戀情的預感。

就算聽起
來稍微無理
的要求今天
也有被接納
的可能。情
勢似乎是站

在你這邊的，看來要與人討價還
價你會比對方有利。今天也是克
服自己不拿手的事物的最佳時機
，不論是不擅長的工作項目或是
你覺得難以對付的人，都可以再
試着超越看看。

從別人的
話裏挑骨頭
，讓周圍的
人感到有些
反感而敬而
遠之。今天

的你似乎在小事上太過拘泥了，
在一些小事上囉囉唆唆的惹人煩
。而且身邊隔牆有耳，今天說出
口的秘密很難保得住，即使不是
秘密，像是批評某人、某件事等
等也都最好避免。

D1
文：黃天寶

圖：由品牌提供涼快郊遊必備

高跟鞋向來都是女士們的最愛，但很多時候它都會讓雙足受
苦，不是磨得腳踭起了水泡，就是夾得腳趾疼痛起來。Dr
Scholl's 腳 部 護 理 品 牌 最 近 就 推 出 專 為 女 士 而 設 的
「Ready-To-Wear」系列，包括專為高跟鞋而設的鞋墊、保護

腳 踭 專 用 的 「Rub
Shield」，後者如同
漿糊筆一樣，塗在腳
踭部分，避免鞋邊摩
擦，使用方便；亦有
保護膠貼，撕下來想
貼在腳上任何地方都
可以，全面保護雙腳
，各大藥房有售。

文：柏斯
圖：品牌提供

夏日炎炎，最好的活動當然是約定一班朋友
去郊遊或野外燒烤了；但站在烈日當空之下曝
曬，往往令人汗流浹背，興致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時只有一罐冰涼的飲料才能紓緩一下升溫
的身體了，但一般膠質的手提冰箱，只有能容
納十多罐的空間，而且冰塊在高溫之下一就溶

掉了，微溫的飲
料讓人喝不下去
。 有 見 及 此 ，
Thermos推出了

一系列的保溫袋，特設強力保溫物料，無需冰
塊，能抵擋高溫的環境；其中Cayman 系列更有
48 罐空間的手拉式設計，讓你整個下午都維持
涼快。而 Urban Elements 系列更採用了全新的
IsoTec 隔 離 保
低溫的 PEVA 物
料，既環保而且
實用，當中亦有
手袋形的設計，
更是攜帶方便。

雙層冰袋。

（$69.99）

斜孭冰袋，可放
108 罐 飲 品 。
（$59.99）

迷彩冰袋，可
放 24罐飲品。
（$24.99）

變身後新潮祖母

示範者檔案
姓名：Vivian Anderson
年齡：六十一歲
職業：退休家務助理員
風格：喜愛自然、舒服的打扮

村姑變潮嬸村姑變潮嬸 長者扮靚手冊長者扮靚手冊
變身過程

本地形象指導 Kimberly Law 在溫哥華為個
人和公司團體做形象指導已有十年，為了講
解長者扮靚竅門，她就以六十一歲的 Vivian
做一次變身示範。

未開始變身前，Kimberly 除了觀察 Vivian
的身形、容貌、皮膚等外表因素外，還要了
解她的性格、喜好和風格，然後才開始變身
。Kimberly 解釋： 「雖然是變身，但也有兩
個原則，一．必須與個別的風格搭調；二．
盡量使用衣櫃裏原有的衣裝和飾物重新配搭
，不須大破慳囊但仍可變出一個新模樣。」
以 Vivian 的例子，她退休後弄孫為樂，有時
也會整理家裏的花園，生活優哉悠哉，所以
就算變身，她也想以舒服自然為主，但希望
可以潮一點，看上來多一點光采。

①顏色分析
Kimberly 先為 Vivian 做一次顏色分

析，所謂的顏色分析，不是驟眼看看
皮膚的顏色便下判斷。Kimberly 說：
「自己適合什麼顏色不只是看皮膚的

顏色，還要看其眼睛和頭髮，所以每
次做顏色分析先要準備一系列的顏色
布塊（下圖），把不同的顏色布放在
她身上襯襯才會知道答案。」經顏色
分析後，
Vivian 最
適合的色
系，應以
淺淡色為
主。

③重新襯衫
淡素蛾眉後，Kimberly 為 Vivian 重新襯衫

。白色屬淺色系列適合 Vivian，而且又容易
襯托其他顏色，所以 Kimberly 建議 Vivian 仍
然穿之前的白色牛仔褲，但就把上身的啡
黃色 T 恤換成白色 T 恤，再加以淺藍色的外
套襯托。選取這件外套除了屬淺色系列外，
其實還有原因。Kimberly解釋： 「Vivian的身
形較矮小，把外套的領翻高（右下圖），會
使人感覺高佻一點；Vivian 的腰部和腎部從
正面看成一直線，好像看不到她的腰，而外
套背後的橡筋（左下圖）可以把她的腰部外
形再塑造出來。所以適當選擇襯衫是很重要
的，可以把身材的缺點修補，再突出原本的
優點。」而原本穿著波鞋的 Vivian，變身後

卻穿了高跟涼鞋，所
以感覺高了一點。

變身後感言
變身後的Vivian感到很開

心，她興奮地說： 「雖然真
正的年歲沒有減少，但照鏡
看看，覺得自己後生了幾年
，精神飽滿，自信心也增加
了。我很滿意這次變身，少
少改變，感覺就大不同，但
也不失我自然、舒服的風格
，可以適合大部分的社交場

合。」

其他扮靚貼士可參閱：www.personalimpact.ca

長者化妝貼士
隨歲月的增長，黑眼圈、眼袋、皺紋

等問題也隨之出現，所以長者化妝時，更
須注意特別技巧來掩飾這些歲月的見證。
1）長者的皮膚通常都會比較乾燥，搽粉底
前，可以先搽點潤膚膏，使皮膚看得更亮
麗健康
2）選擇與自己皮膚顏色相近的淺色粉底，
但不要發光的顏色，給人青春的感覺
3）定期修飾眼眉，所用的眉筆顏色避免太
深，最好與頭髮顏色相近
4）年紀愈大，頭髮、皮膚、眼部的顏色也
會漸漸褪色，如果在這情況還襯以深色化
妝，只會突出蒼老的感覺，所以必須切忌
選擇深色系列化妝品
5）選擇中性眼影顏色
6）如果有雙下巴，可以在顎骨以下搽一點
不閃光的啡色粉底，使人的眼光集中於顎
骨而不是不
巴
7）嘴唇有
皺紋，切忌
塗上啞色或
發光顏色的
唇膏

後生十年從「頭」 開始
想外表比真實年齡後生﹗﹖

不一定要花錢拉皮或打肉毒

桿菌，從頭到腳，只要細心

整理一下，也一樣可以後生

十年。

頭 短頭髮一向都比長頭髮

感覺後生，頭髮長度大

約在下巴位置就最適合

，而削薄或剪碎頭髮更

會使人顯得青春。另外

，年紀增長，白頭髮也

隨之出現，染髮同時也

可選幾組頭髮加點其他

顏色

牙 人老牙黃是難以避免的

問題，可到葯房買漂牙

貼或考慮漂牙

胸 人老了，胸部也開始下

垂，要小心選擇適合自

己的胸形的胸圍

背 很容易不自覺駝了背，

使人覺得沒精打采，記

住在任何年紀也應保持

良好的坐、站和走路的

姿勢

腳 雖然三吋高跟鞋未必適

合長者，但鞋跟保持少

許高度，會感覺有活力

形象指導Kimberly（左）為

Vivian 變身之餘，也教了她

很多扮靚秘訣。

④飾物配襯
每襯一套衫除了要好睇

外，還要強調一個焦點，
使人集中看你的優點而忽
略了其他的不足。以Vivian

的例子，她的輪廓深刻，Kimberly選擇了以她面部
為集中的焦點，適當的飾物可以令人的眼光投射
於不同的位置。Kimberly選擇了一個花形吊飾（上
圖），除了襯托Vivian的襯衫外，也有引導目光轉

移到頸部和以上位置的作用。

年紀大了，想扮靚就更難
，但如果懂得避重就輕、隱
惡揚善地打扮，還是可以令
人 眼 前 一 亮 的 。 看 看
《Britain's Got Talent》的
Susan Boyle，其 「娘爆」
造型一度被大眾以譏為 「村
姑」 ，但被 「執一執」 後，
馬上容光煥發起來。
想後生十年變靚，不一

定要大灑金錢去抽脂拉皮打
Botox，只要學懂扮靚的技
巧，也一樣可以青春常駐，
不如就讓專業形象指導講解
一課長者扮靚的竅門。

文、圖：梁寶茵

變身前平凡阿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