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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去处 Weekend Hotspot
在 LOL 的圣诞

《 》SHOW SNAPS秀场
03

POP PATTERN

旋转的圆圈，绚烂的条纹，真实的美丽就应该是如此恣意而热烈。螺旋漫开的波普印花敲开开了
秋冬的色彩大门，穿梭不断的涂鸦和线条，碰撞而出的火花让人沦陷在一场波普迷宫中，营造出了
一种「意外的优雅」。

恣意的波普印花

LADY IN LEATHER

作为时尚界永恒的主角，皮革以柔韧的姿态和低调奢华的质感再次让人眼前一亮。穿皮革的女人永远是性感而强势
的，既有坚毅的态度，又有柔软的曲线，刚柔并济的皮革隐藏着时尚的秘密，释放出无穷想象。

神秘的皮革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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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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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AR FUR
皮草驾到

皮草天生就是为冬日而生，能完美地让柔美以优雅奢
华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次皮草摆脱了传统的色彩和
形态，把鲜明的高贵与点到为止的诱惑风情相结合，
强大气场此时一触即发，让人无法抗拒。

COZY knit

Céline 的潇洒针织长衫、Viktor&Rolf 的经典麻花针法，不遗余力地带领 2014

针织暖流

的冬天回归舒适和温暖。柔软的针织配合着柔和的色彩，
带来了淌入心间的柔美，
让人卸下身上的繁复与厚重，体会属于 2014 的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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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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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WBACK 60's
复古风大行其道，最具叛逆与改革精神的 60 年代风格重新回潮，冲破传统的禁忌和限制成为
六十年代的服装特征。迷你裙、未来主义太空装、标新立异的波普印花、酷酷男孩风格等都
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准备好做个 60 年代复古酷女孩了吗？

60'S 复古风潮

glam ROCK

每一季的秋冬和早春，不能不提的就是机车风。机车夹克是明星出街、模特街拍凹造型的绝杀单品。在廓型和面料
设计上的创新点层出不穷，总有一款适合你。

机车酷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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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SNAPS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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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eg pants
气质阔腿裤

阔腿裤是职场丽人的必备单品，厚重的羊毛呢料
让阔腿裤充满优雅又强势的特有人格。早春时节，
套装的搭配也令人感受到职场中的强势氛围。

boyish STYLE

刚强与柔美，传统与现代之间，充满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彰显现代
女性自由不拘的穿衣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强势，不是把男朋友的衣
服穿身上，而是为女性而生的雕塑感造型。

廓型感外套

10

《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ele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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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廓美
形

rs

在 这个「寒 春」里，
如何穿得显瘦又保
暖，是每个女孩都
希望学会的搭配技
能。视觉瘦身成了
变 美 的 第 一 要 务。
一些独特的服装廓
型，可以从视觉上
把人们的注意力吸
引到其独特的线条
感、 曲线 感上， 从
而忽视了身材上的
不完美。升级版瘦
身秘笈马上揭。
編辑 & 造 型 / 刘拓 摄 影 / 高进
模特 / 杨凯琳 化妆 / 雪松 助理 /
月月 服装提供 / 北京新世界彩旋
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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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马海毛毛衣 TR/BECA ¥ 539
蓝色半身裙 EIFINI ¥789
黑白点丝巾 PRICH ¥188
红色墨镜 S·DEER ¥169
红色单间背包 E·LAND ¥ 689
红色亮皮高跟鞋 kisscat 未定价
白色镶钻手表 SWAROVSKI ¥ 5,300

《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A

LINE
摩登派优雅

经典的 A-line 造型是复古风席卷
期间的最热门 style，硕大的伞裙
有效掩盖了小腹、臀部赘肉以及
粗壮的大腿，优雅又实用的搭配
方案非她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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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INE
强势大女人

强调腰线和宽阔肩膀的 X 廓形带
着与生俱来的强势感觉，一件挺
括的西服就能帮你完成的简约装
束不但可以藏住赘肉，更能提升
气场，是今年春天的不二选择。
白色连体裤 COCOON ¥1,888
黑色西服外套 ONLY ¥ 899
黑色腰带 私物
银色手拿包 Forever NEW ¥ 359
黑色金属块颈链 S·DEER ¥ 99
手链 SWAROVSKI ¥ 3,000

连衣裙 COCOON ¥9,888
镶钻手拿包 FOEVER NEW ¥ 559
银白相间高跟鞋 St&SAT 未定价
耳环 SWAROVSKI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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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Blockbuster时装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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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INE
时装精的私藏品
H 廓形是大师们给予平胸时装精
们的宝贵财富，只有胸部不那么
丰满的女孩才能驾驭如此流畅的
线条，如果恰好你属于此列，这
个春天不妨一试。

I

LINE
摇滚名媛
I line 是所有廓形中最显瘦的一种，

尤其选择全身黑色的搭配时，瘦
身功效尤为明显。注入些许摇滚
元素，不拘一格的装扮更令人眼
前一亮。

红色方格衬衣 E·LAND ¥ 698
黑色流苏短裙 BASIC HOUSE ¥ 538
假字假字假字 ¥xxx
黑色手拿包 pieces ¥ 299
红色尖头高跟鞋 kisscat ¥ 699
手环 SWAROVSKI ¥980

假字假字假字 ¥xxx
假字假字假字 ¥xxx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 ¥xxx
假字假字假字假字 ¥xxxx
假字假字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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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调红唇
打造步骤

Max Factor 蜜丝佛陀 双效盈润修护粉底液 新品未定价

《 》Trendy SECRET风尚揭秘

清透雪肌打造步骤

1

选择贴近肌肤本身色
彩的粉底，用粉底刷
均匀涂抹。

1

美宝莲星云溢彩眼影
新品未定价

用大刷子在下颌骨
位置大面积涂抹暗

17

影，提升脸部的轮廓感。

Ｌ
‘OREAL PARIS 唇膏
新品未定价

2

18

用淡淡的金棕色
眼影强调眼部
轮廓。

雅诗兰黛花漾琉光三色眼影

清透雪肌

AUPRES 欧珀莱唇蜜
新品未定价

冬季是最适合化裸妆的季节，冰天雪地正好展示
你的冰雪美肌。健康而散发着清透光泽的肌肤，
就是裸妆成功的决胜因素。

偏向酒红色的暗调红色大行
其道，搭配大波浪卷发别有
一番韵味。

Max Factor 蜜丝佛陀 持久粉底液

打造冬季美妆

3

用有立体光泽的腮红打造苹果肌。
Max Factor 蜜丝佛陀
魅惑润泽修护唇膏 新品未定价

2014-15 winter look

红唇诱惑

2

编辑 & 造型∕刘拓 摄影∕高进 模特∕王晓欧（英模 esee） 化妆∕雪松 助理∕张春月 产品提供∕北京新世界彩旋百货

寒冷的冬季来临，肌肤更需要你的精心呵护。教你两招冬季美妆的潮流秘笈，
在保护肌肤的同时，轻松致胜。

3

细细勾画眼尾部
分的眼线，拉长
双眼。

Max Factor Flipstick 双彩随心配润泽唇膏 萨尔萨珊瑚 新品未定价

用小唇刷蘸取饱满的暗红色唇膏，仔细涂实每一道唇纹。

《 》brand Story品牌故事
“我发现人体的重量垂直作用于足
弓。因此我制作了革命性的鞋楦，
它能支撑足弓，使足部如同倒挂的
钟摆一样行进”。创始人 Salvatore
Ferragamo 在自传《织梦的鞋匠》
中这样说。Salvatore Ferragamo 在
多年的学习和观察中关注到足弓处
的支撑，创造性的将铁片插入鞋的
拱弯，甚至将鞋跟也用金属材质制
作，让双脚稳稳被承托。在女鞋方
面，Salvatore Ferragamo 从不以牺
牲舒适度为代价增高鞋跟高度，10
厘米以上高度的鞋子很难在店铺中
发现，玛丽莲 . 梦露当时也对金属
加固钻孔鞋根的高跟鞋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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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鞋履制造者
SALVATORE FERRAGAMO

“我发现人体的重量
垂直作用于足弓。因
此我制作了革命性的
鞋楦，它能支撑足弓，
使足部如同倒挂的钟
摆一样行进”。
-- Salvatore

Ferragamo

被收购后的 Salvatore Ferragamo
会生产大量的机械作业的产
品，如果想要一双真正意义上的
Salvatore Ferragamo，“特别定
制系列 Special Edition”也许让
你花费不菲。全部选用天然手染
鞣革处理的鳄鱼皮及粒面小牛皮
制成，每双鞋履的制作都包含了
260 多道精细手工工序，耗时三
个多星期。鞋的制作都在一间特
殊的小型工作室进行，这里的工
匠为保证 Salvatore Ferragamo 质
量，使用品牌代代相传制鞋技艺，
每天只能生产十双完美鞋履。给
予双脚最精准的承托与呵护，这
样的美好感受也只有亲身体会后
才能知道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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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百
变
辣
妞

白色丝质无袖上衣 COCOON ￥2388
黑色皮质短裙 La go go ￥269
黄色针织大衣 AZONA ￥999
黑色大沿帽 ONLY. ￥199
十字架毛衣链 S·DEER ￥99
耳环 SWAROVSKI 未定价

邓家佳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清
新、活泼，有点四川女孩特
有的「麻辣」气质。清瘦、五
官精致，漂亮女孩的一切都
在她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几张片子拍下来，四川妹子
的「辣味」见见冒头，性感、

21

家

甜美、 摇 滚等等风 格掌 握
得恰到好处。新婚燕尔
的小辣妞更是多了一层
耐人寻味的气质。这
样的邓家佳，你准备
好了解她了吗？
化编
妆辑
∕ &
毛
鲲造
型
助∕
理刘
∕拓
张
春摄
月影
∕
高
服进
装
提艺
供人
∕∕
北邓
京家
新佳
世
界
彩
旋
百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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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黑白条纹长袖 T 恤 La Chapelle ￥269
黑色欧根纱半身裙 ONLY ￥349
红色尖头高跟鞋 kisscat ￥699
粉色亮片腰带 FOEVER NEW ￥99
手环 SWAROVSKI ￥980
耳环 SWAROVSKI ￥1250

关于
Q1 因为“唐悠悠”这个角色，几乎一夜成名。再经历了几年的磨练，你现在怎
样在演技上摆脱唐悠悠的影子，或者有没有想过要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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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过去摆脱，作为一名演员，塑造与驾驭不同的角色，能够得到大众的
喜欢与肯定，自己感到很欣慰，也希望在今后的演艺道路上，多尝试不同的
表演风格，让自己的演技更加淬炼。
Q2 在你饰演的角色中多为喜剧角色，生活中性格是怎样的？与角色差距大吗？
生活中，我的性格就是乐观直爽，不拘小节，不过也有点大大咧咧（笑）
。作
为演员，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是最基本的职责，如果要说跟角色性格相论的
话，那我觉得可能《爱情公寓》中“唐悠悠”这个人物性格和我几年前性格有
点像，现在我的性格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增长，也稍微不一样。
Q3 这两年你一直处于高产的状态，也尝试了新的表演模式，比如话剧。这种
节奏的生活为你带来了什么？
话剧是一个没有 NG 的舞台，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懈怠，一旦错误就无
法修正，十分考究演员的能力。通过话剧的舞台，让我学会了沉淀，能够静
下心去想一些平时没有功夫钻研的东西，比如能够琢磨表演方面的技巧与细
节，让自己在表演上有更高的提升。
Q4 现在想在你的演艺事业上有什么样的突破？
其实我很想去尝试不同风格的角色，比如杀手啊，侠女啊，哑女啊，或者外
星人也可以（笑）
。
Q5 拍《爱情公寓》你和几位演员一演就是几年，你如何看待友情，尤其是娱乐
圈的友情？
《爱情公寓》就像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囊，让我们几个人一起欢笑，一起成长，
久而久之，我们演员之间也收获了一份深厚的友谊。在我看来，友谊能带给
我快乐，有朋友的人，生活才有乐趣，就像吃火锅，多个人气氛就活跃，增
加你的食欲，快乐多多。作为一名演员，身处演艺圈，在我看来友情是无价
的，不分高低贵贱、不分年长与否、不分同性异性，只要彼此在一起能够开
开心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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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 Story封面故事

关于

Q1 家佳眼中的时尚是什么？
在我眼中时尚就是一种态度，拥有健康的心志，乐观的心态，适合自己，就是一种时尚。
Q2 平时更偏爱那种风格的着装？有没有非常欣赏的时尚人物？
之前喜欢甜美风格，现在的我更偏好简单的穿衣风格，就是偏向欧美那边的 feel。
Q3 对这次拍摄中打造的轻摇滚风格感觉如何？
乐观派的我，非常喜欢日本电影《娜娜》的画面与 feel, 想象扮起轻摇滚风来一定很酷很帅气（笑）
，非常期待这次
拍摄。
Q4 保持身材的秘诀是什么？
我酷爱运动，比如高温瑜珈、踢球、跑马拉松等，也注重食补，有空的时候会煲汤喝，
把食物的营养炖进汤水里，既不发胖，又美容养颜。我的秘诀就是
“不偷懒，管住嘴”
（笑）。
Q5 平时喜欢去哪里购物？有怎样的心得与我们分享？
女孩儿嘛，平时到哪儿都喜欢买东西（笑）
，
不过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
也有机会去国外，
在国外会淘一些好玩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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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ing News大事件

明星义工赴港交流 体现
中港一心团结精神
新世界百货一向鼓励员工参与义务工作，为
表扬热心公益的优秀义工，公司早前举办了首届的
经过分
「2013-2014 年度优秀义工及明星义工评选」。
店、区域及总部等多重筛选后，首届明星义工终于
诞生，他们分别为大连新世界百货义工于晓日、武
汉新世界时尚广场义工何艺，以及宁波新世界百货
义工张宁。
他们的总义工服务时数高达 150 小时，平
均每月奉献最少四小时参与义务工作。
三位明星义
工认为「赠人玫瑰、留有余香」
，担任义工不但可以
帮助他人，亦能提升个人修养，更表示不少年轻义
工在参与照顾老人的活动后，更懂珍惜挚亲，让他
们更觉得义务工作别具意义。
公司特意安排三位明
星义工于 2014 年 11 月初前往香港与香港办事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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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下全情投入
新世界百货苗圃挑战12小时
慈善越野马拉松2014

工队参与公司首度冠名赞助的「新世界百货苗圃
挑战 12 小时慈善越野马拉松 2014」
，一起于比赛终
点处担任义工工作，
借此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第四届
月光宝盒回收行动暨创意制作大赛
成功转废为宝
新世界百货于 2014 年 9 月 5 日至 18 日期间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全线环保活动

首次由新 世界百货冠名赞助 的

择以义工的方式去支持马拉松比赛，于

「环保中秋─月光宝盒回收行动」经已圆满结束，全线分店成功收集月饼盒近

「新世界百货苗圃挑战 12 小时慈善越

终点为健儿们拍照留念及派发物资。为

3,600 个，并已把月饼盒交予回收商，所得之款项全部捐赠予各区的慈善团体，

野马拉松 2014」于 2014 年 11 月 2 日圆

了让国内未能参与马拉松比赛的顾客

如黑龙江义工联盟、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及上海兰高敬老院等，在推动环保的同

满结束。
踏入第 16 届，逾 2,220 名参赛

亦能感受到赛事的炽热气氛，在比赛当

时向社会传达爱心。今年更首次举办「月光宝盒创意制作大赛」，目的为了鼓

者挑战卫奕信径及麦理浩径，为内地贫

日，全线分店当日化身为野外山岭，同步

励大众利用闲置月饼盒造出创意手工艺品，进一步宣导资源再生的讯息。活动

困高中生筹募超过 270 万港元的助学

举行「亲子寻『圃』挑战半小时有奖游

成功得到顾客积极的参与，全线分店共收集到约 420 份作品，包括首饰盒、收

善款，打破去年纪录。
新世界百货身体

戏」
，邀请顾客于分店内进行寻「圃」挑

纳盒及小摆设等创意工艺，均各具特色，尽见参赛者心思及创意。活动吸引逾

力行，多位同事组队参赛及担任义工，

战，一同为香港的健儿打气。
活动大受

成功为比赛筹得共 45 万港元善款。

顾客欢迎，吸引逾 450 个家庭队伍、约

的延续─绿色生活」以 542 票高票夺得，实至名归。活动期间，各分店均围绕

1,000 人参加。

环保主题展开了多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在唤起顾客对回收活动的关注之余，亦

2,600 位顾客及「新百公益」微博粉丝参与投票，金奖由来自哈尔滨的赵红「爱

务求在

新世界百货一直鼓励员工积极参
与社区活动，董事总经理张辉热先生更

同时新世界百货利用线上及线下

中秋佳

以身作则，亲自带领一众同事参与 12

两种的宣传渠道，店内设有展览及单

节与众

公里的比赛。
虽然山路迂回曲折，但新

张、并播放视频，介绍马拉松赛事及苗

同乐。

世界百货参赛队员各人怀著助人的决

圃行动的助学活动，并于 10 月 20 日至

心，更发挥守望相助的团队精神，迎难

24 日举行「齐来寻『圃』
」微活动，鼓励

而上，
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岭，
深刻体会

「新百公益」40 多万粉丝及广大的网友

到山区学生坚毅的求学精神。最终，团

转发活动微博至一位好友，宣扬此有意

队只花了三个多小时便完成赛事，成功

义活动。

完成挑战。
除了参加赛事，部分员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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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企业表现
屡获国际殊荣

新世界百货发表
首份独立
可持续发展报告

公司于过去数月于企业管治、企业传讯及可持续发
展等领域屡获多个奖项，包括于「2014 年度第十
届亚洲企业管治大奖」中获得「最具前景企业 – 企
业管治」殊荣。该奖的得奖者均于企业管治范畴享

新 世 界 百 货 于 2014 年 12 月 发 表 首 份 独 立 的 可

有广获赞誉的良好纪录，并于过去 12 个月曾参与

持续发展报告 —「新世界百货可持续发展报告

直接关系到改善或提升企业管治水平之特定活动，

2014」，令公司成为国内率先发表有关报告的百货

以及实施显著和具体的企业管治相关改革等。公司

连锁之一。报告涵盖公司于 2014 财年 (2013 年 7

同时首次获得「《财资》最佳公司治理奖 2014」金奖，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在社会公益、环境保护、

赞扬公司整体的杰出表现。

员工福利及发展及营运惯例等四个主要可持续发
展范畴所实施的措施及活动，包括启动「@Dream

凭借以 20 周年为主题的 2013 财年年报，公司首次

爱梦想可持续发展计划」、首次冠名赞助「新世界

于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举办的「二零一四年最佳年报

百货苗圃挑战 12 小时慈善越野马拉松 2014」、连

奖」中荣获「优秀设计奖」，以及于「2014 Galaxy

续三年举办「环保中秋 — 新百月光宝盒回收行动」 为了提升公司的透明度，报告特别采用了最新国际标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及引进供应商守则等。
G4 指引》编写，公司亦在 GRI 内容索引列表中列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环境、

类别金奖。另外，公司的网页则获得 2014 iNova

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的指标作为参考，印证公司于可持续发展讯息的披露已达至国

29

际水平，并通过第三认证机构香港品质保证局进行独立审核认证。

Awards」 获 得「 年 报 — 整 体 表 现 : 零 售 — 百 货」
Awards「重新设计 / 重新推出：零售业」组别优异奖，

进一步证明公司出色的企业传讯已广获本地及国际
业界的认同。
此外，公司积极推动环保的努力再次赢得世界绿色
组织认同，连续第二年于其主办的「绿色办公室奖
励计划」中，获授予计划标志及联合国千禧发展目
标的「环球爱心企业」标志，突显公司有效实践节
能减排、积极打造绿色办公室的决心。

「圣诞欢乐扭扭扭」
义工活动
温暖儿童心灵
刚过去的圣诞节很特别，新世界百货全线分店及办事处与多间学校及非牟利机构携手合办「圣诞欢乐扭扭扭」义工活动，旨在通过趣
味运动游戏提高基层儿童的身体素质及意志力，共同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活动期间，新世界百货的义工哥哥及姐姐扮演成圣诞老人，
与孩子们分享圣诞节的来历及节日有关的小故事，并指导小朋友分组展开「呼啦圈」比赛和各种趣味的集体游戏。
「呼啦圈」比赛设置「扭
得最快奖」、「扭得最久奖」、「扭得最美奖」等多个奖项，整体表现最佳的小朋友更可获颁「呼啦圈小能手」称号。赛后，义工哥
哥及姐姐还大派圣诞礼物，为孩子们送上无限的欢笑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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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世界百货—
上海巴黎春天 118 店正式试业

新世界百货首次启动代言计划
知名韩星全智贤 引领快乐购物

新世界百货于上海的第 12 家自有店—香港新世界百货—上海巴黎春天 118 店已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正式试业。新店设于 118 广场的二、三期，

新世界百货於 2014 年 12 月宣布将全面启用知名韩星全智贤作为其形象大使。目前，全国 43 家门店内已陆续开始运用全智贤

经营百货店及购物中心业务，概约总楼面面积分别为 40,000 平方米及 22,600 平方米，合共概约总楼面面积达 62,600 平方米，为集购物、生活、

的各种形象和设计项目作为今年耶诞节的平面宣传。此次请全智贤代言，新世界百货打造了四款不同的优质限量赠品，为广大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零售项目。率先试业的百货业务以「生活馆」为定位，楼高五层，针对家庭、年轻白领及商务人士等消费群，引

消费者的购物带来更多的快乐。

进了 200 多个国内外知名的时尚及流行品牌，涵盖服饰、化妆品、珠宝、钟表、运动、家居用品等各种商品类别。配合公司「新世界乐园」的
新形象，店内设有面积约 2,000 平方米的大型室内儿童乐园，同层设有售卖母婴用品及童装专柜，为家庭客户带来多元消费体验。按目前规划，
购物中心业务预计于明年上旬开业，届时将引进各式各样的餐饮及生活配套设施，以满足男女老幼青「衣、食、住、行、乐」的各项需求。上
海 118 店内设有 VIP 贵宾服务中心，提供礼品包装、童车、应急医药箱等专属服务，VIP 会员更可享有免费上网、手机充电、LED 电视等服务，
提升会员的体验。为了庆祝试业，上海 118 店已于 11 月 28 日至 30 日联同其他上海分店举办「第六度不打烊」标志性联动活动，以强劲的折扣、
豪送 iPhone 6 及 iPad 3 等大礼，与顾客同庆开业之喜。

第一波「快乐我全包」活动，消费者可以在店内消费满额后获赠限量款包袋。另外，为了延续新世界百货乐园的概念，为了延
续新世界百货的风格，女神全智贤也将亲自访问新世界百货店参与到店活动。
今次为新世界百货首次采用明星为其品牌代言。除了各种平面广告之外，接下来还会有电视广告陆续发布。新世界百货市场与
品牌部总监古兆知先生表示公司除看中目前来势汹涌的韩流和韩剧粉丝的号召力外，全智贤是独立、优雅、自信、不刻意追求
流行却可以掌握潮流风尚的年轻女性代表，这和公司要传达的品牌形象是一致的。

《 》Weekend Hotspot周末好去处

在 LOL 的圣诞
LOV E OR IGI NA L L I FE

LOL 原创生活概念店近两年逐渐成为了

可抽圣诞魔幻大礼包，抽中礼券消费立减。

大家圣诞期间精心挑选礼物的首选去处。

另外还有 LOL 携手香港航空合作开启的

虽然网络购物的便捷烘托了消费文化成为

特惠机票换购，让这个年底的假期又多了

流行，但是比起动动手指的购物，如同

一个旅游目的地。

LOL 这样更主打潮品新品、精美橱窗文

化、客户体验、节庆营销等一系列吸睛策
略的实体店，则将购物体验提升了一个

卖店门口小小破破的扭蛋机无限放
大，定制成足有 2.8 米高的中

档次。LOL 本身是以时下最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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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圣诞 LOL 还将大家印象中学校小

的买手制为经营方式，着重

国第一巨型扭蛋，主要连

开拓全球同步、全国独家、

动系统全部以机械传动，

国际首发、限量、设计款等，

以最传统的环保制作工艺

未来也将开发自有 OEM 系

打造，用最当年的真实记

列。一直以来新、潮、优商

忆「诱惑」着大家的童心

品都是 LOL 的第一核心竞

溜出来。2014 年 12 月 24

争力。精美的商品配以出彩的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VIP 单笔现金消费满 388 元 /

陈列，以及季度性的大型 VMD

非 VIP 满 588 元凭当日购物现沽

更新展示，每个节庆特色活动都在
顾客眼中烙下一抹亮丽。

单即可参与「圣诞扭扭乐」活动。幸运
由自己掌控，扭动它的那一刻，你就不再

LOL 店铺总是缤纷多姿地让人产生忍不

是成年人，只是个大小孩！扭蛋机一环扣

住逛一逛的冲动，如果今年圣诞你走进店

一环，直到变大了的胶囊球应声滚落。你

铺首先就能看到身穿圣诞老人衣服的店

不知道它会送给你什么，如同拆开礼物前

员，骑着改造成圣诞驯鹿模样的平衡车，

的欣喜与好奇，但不管它的礼物是什么，

在全场派送糖果，一派童真无限。精挑细

LOL 或许只想在这一刻送你童真无限！

选一番后结账时，只要单笔消费满额度即

M e r r y

C h r i s t m a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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