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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Wheelock 與會員互動交流寫意和品味，提供以客為尊的服務和活動，並推廣生活藝術。

延展會德豐物業簡約精緻與一絲不苟的風尚，Club Wheelock期望將雅意與喜悅帶給每位會員。

誠邀您加入與我們一起品味室內設計、文化藝術、獨家預覽時尚設計的家居，參與社區義務工作及其他多姿多

采的活動。

親愛的Club Wheelock會員：

今期我們為您帶來精彩內容包括自由花藝創作、仲夏食事以及充滿異

國情懷的宿霧旅遊。

Wheelock Link展示了我們對青少年、環境、藝術和文化活動的支持，

我們同時誠邀有興趣的會員加入義工行列，與我們並肩貢獻社會。

會德豐地產榮獲BCI Asia十大地產發展商獎項，肯定了我們的發展項目

獲業界肯定。BCI Asia在亞洲主要地區，選出業內最具影響力及有優秀

表現的發展商及建築事務所以作表揚。

我們衷心希望您享受這個愉快的夏日，如對本會有任何建議，歡迎電

郵致ambassador@clubwheelock.com。

Club Wheelock 大使

www.clubwheel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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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花語細說花語
近來非常流行Floral Jamming(自由花藝創
作)，鼓勵隨心所欲創作花藝，有人為
了親手製作浪漫花束討情人歡心，有
人志在與親友輕鬆享受插花過程。Club 

Wheelock請來Floral Jamming始創人Lowdi 

Kwan分享關於這新興藝術活動的點滴。

Floral Jamming的真諦

Floral Jamming被稱為藝術治療的一種，能夠讓參加者放鬆心

情、有效舒緩壓力。在創作過程中，理論與規矩也是無形的

壓力，減少一點規矩，加添一點隨心，以內心作導航，就是 

Floral Jamming的真諦。

追求完美  壓力不勝負荷

兩年多前，Lowdi不時以香港代表的身份參與各種國際性花

藝盛事，又要兼顧各種大大小小商業項目，常常工作至廢枕

忘餐，但她仍堅持：「每一件設計都是藝術品！」基於這種

執着，為她帶來沉重的壓力，久而久之，連健康都出現警

號，遂決定放下工作一陣子，讓身體好好休息。

重新、從心出發 

小休期間，她重新審視對生活、對工作的方向。喜歡花藝，

本是基於對美麗事物的喜愛，也為了陶冶性情，眼見藝術發

展趨向輕鬆享受，頓然想到，花藝回到基本步，從心出發去

插花，不就是一種很好的藝術活動嗎？Floral Jamming由是誕

生。

首次舉行的Floral Jamming相當難忘，當中有一位參加者雖

然發燒，仍堅持出席。Lowdi準備好材料，簡單講解如何選

材及分類，然後就鼓勵參加者順着自己的心意創作。Floral 

Jamming就有這種魅力，使人渾然忘我，只專注於利用花的

色彩、形態去表達自己。完成作品後，大家互相觀摩、欣

賞其他人的作品。活動結束，那位帶病的參加者感覺不藥而

癒。所以說，懂得卸下煩憂壓力，就是一道良藥。

Floral Jamming開花結果

兩年多來，參加者都全情投入，然後滿心歡喜地離開。透過

口耳相傳，Floral Jamming逐漸為人認識。很多朋友參加了

一次，再帶其他朋友來參與，有些人學懂了基本的技巧，會

自己在家做。這項活動已漸漸融入大家的生活中。

剛過去的西班牙之行使Lowdi獲益良多，除參與了西班牙的

年度花藝盛事外，她更在當地舉辦了一次Floral Jamming，

藉此向其他國家推廣Floral Jamming，來自西班牙、美國等

朋友都樂在其中，可見花是無國界的。

看花如看人

有說Floral Jamming可看出人的個性，由選花，鋪排，到

完成的速度，是個人性格的投映。譬如一件精雕細琢的作

品，定必出自一個深思熟慮的人之手；鋪排比較隨意的作

品，創作人多數比較不拘小節。

花有百態，與人一樣，都有自己的性格，問Lowdi選一種植

物代表自己時，她伸手一指一株吊掛在窗前，形如八爪魚

的淺綠色植物，正詫異她選這其貌不揚的植物時，她說：

「這是空氣草。它不需要泥土，不需要特別照料，單靠吸

收空氣中水份就可以生存。」多麼獨立、頑強的植物。對

它、對她，肅然起敬。

Lowdi在剛過去的西班牙之行認識了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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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Wheelock的尊貴會員共同歡度一個花藝創作派對，並享用精美的下午茶點。Tallensia Floral Art設計師Lowdi Kwan於活動中

分享了花藝創作的概念並親身示範各樣插花技巧。在導師悉心指導下，會員發掘了花藝創作的天份，並親手創作出獨一無二

的花藝品，為家中添置別具一格的花藝擺設。

地點︰金鐘道93號金鐘廊2樓Wheelock Gallery



Newsletter Issue No.2 | 2013Fine Dining

仲夏食事
踏入炎夏，灼熱天氣使人胃口驟減。以新鮮水果、海產為主角的菜

式味道清新輕盈，成為夏日寵兒。以下介紹幾款精彩夏日菜式，融

匯多國食材及烹調風格。 消暑，先從味覺開始。

來到LARIS Modern Australian Cuisine，裝潢雅致，一列大窗

戶引進了一室和煦陽光，同樣映入眼簾的，有舊中區警署

和蜿蜒的雲咸街。餐廳由澳洲名廚David Laris (陸唯)主理，

他擅於融合多國菜式風格，創作獨特的摩登菜式。

以水果入饌
西班牙黑毛豬火腿配哈密瓜 

夏天水果特別多，榴槤、荔枝、菠蘿、芒果等等多得令人

眼花撩亂，當中哈密瓜清甜多汁，是其中一種最能消暑解

渴的水果。咸香的西班牙黑毛豬火腿素來與哈密瓜是絕

配，在LARIS，這個組合被賦予與別不同的演繹。哈密瓜要

先放進真空袋壓縮，吸收砵酒的精華後，顏色變成酒紅，

質感亦變得幼細綿密，然後切小長方條，配上黑毛豬火腿

及醃酸小蘿蔔同吃，是一道非常開胃的前菜。

塔斯曼尼亞海洋的呼喚
火炙鱒魚配慢煮蛋黃及XO醬
海鮮是夏天的代名詞，味鮮且輕盈，沒有肉類的滯膩感。

來自塔斯曼尼亞的海鱒魚，輕輕以火槍燒熟表面，中心保

持鮮嫩呈橙紅色，焦香與軟嫩兼而有之，咬破三文魚子後

湧出如海洋的氣息，圍繞在鱒魚四周的是滑溜半凝的蛋

黃。為這個精緻菜式點睛的，是灑在上面的少許香港地道

XO醬，咸香微辣。融匯多國食材，正正是David Laris的拿手

好戲。

1. 鴿肉釀鵝肝
2. 西班牙黑毛豬火腿配哈密瓜
3. 火炙鱒魚配慢煮蛋黃及XO醬
4. 熱情果檸檬撻
5. LARIS的室內環境
6. 餐廳由澳洲名廚David Laris(陸唯)主理

中環雲咸街77號
嘉兆商業大廈2樓
電話: 2530 1600 
Club Wheelock 會員可享主
餐牌九折優惠。

仲夏熱情
熱情果檸檬撻
夏天怎能沒有熱情果。愛煞那甜中帶酸的清香，不論用以入

浴、入饌，那果香皆令人精神一振，縈繞不斷。熱情果果肉

酸，徒然放入口會酸得令人打冷震，把熱情果做成醬汁，配

襯甜品剛好得到完美平衡。檸檬撻中心是酸酸甜甜的檸檬蛋

白，批底焗得鬆化，放進口中，脆的軟的、酸的甜的，層次

豐富。

飽餐後，齒頰尚留有一抹熱情果清香，腦海中回味着火炙鱒

魚的焦香，夏日卻已仿似離我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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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u Veterans Drive, Nivel Hills, Apas, 
Cebu City, 6000 Philippines   
電話: (6332) 253 1111  
傳真: (6332) 234 8170
電郵: mpplaza@marcopolohotels.com
網址: www.marcopolo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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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霧，又被稱為南方皇后城，是一個集吃喝玩樂於一身的
旅遊勝地。在這個城市，處處可見水清沙幼的海灘、巍峨
壯觀的山丘等優美景色，無疑是一個落於人間享樂和休憩

的度假天堂。 

 城市天堂

人間天堂 

來到宿霧，你一定不能錯過那白沙細幼如粉的海灘和海底豐

富的生態。由北直至南方，水清景美的沙灘無處不在，如馬

拉帕斯加島、班塔延島等等。

是時候把腳尖踮在幼軟的白沙，在清幽的岸邊躺著，讓陽光

洗淨生活的煩擾和壓力。

蔚藍的天空和一望無際的海洋就是遊人所指的天堂。

潛下去吧！在專業潛水員的指導下，觀賞獨特的海洋生物，

好好享受刺激的水世界之旅。

做個探險家
宿霧擁有峻峭的樹林和山峰，你可以找到濃密的叢林、自然

瀑布、和島嶼中豐富珍貴的野生動植物。獨特的環境為當地

建立了許多戶外休閒的活動，如遠足、攀石等攀登活動、爬

山單車、洞穴探察。以上都是萬萬不能錯過的大冒險！

登上居高臨下的山峰，你會立刻被迷人宏偉的景色吸引。再

深深的吸一口新鮮的空氣，讓微微的涼風洗滌你的心靈。

時光倒流
宿霧市裡，有華麗而傳統的教堂和寶殿，它們都是當地虔誠

信徒的聖地。教堂和寶殿等建築宏偉壯麗、裝飾閃閃生輝，

還有以金和寶石塑造的珍貴雕像和神龕等聖物。這些獨有的

歷史象徵正正為繁忙急速的現代城市保留了一份高尚的藝術

和文化氣息。

聖嬰大教堂是市內歷史最悠久的教堂，據說教堂為宿霧的靈

魂所在、內保存著一個耶穌基督像。記得細心觀賞石牆上的

精緻的建築構造和美麗雕刻。

麥哲倫十字架象徵著天主教在宿霧市的盛行，不少旅客來到

都會慕名前來為家人朋友祈求平安好運。

美食之旅
嚐嚐著名的菲律賓食品，相信那集甜酸苦辣的佳餚一定讓你

回味無窮。

當你問別人，宿霧有甚麼好吃的，大部份都會回答： 

“Chicharon!”一定要試試脆皮可口的炸豬皮。加點醋更滋味

喔！

對於愛夜生活的你，宿霧正是最完美的夜蒲地方。四處遍佈

的士高、酒吧和咖啡廳都會讓你沉醉於美妙音樂和瘋狂跳舞

的輕鬆氣氛當中。

獨特的私人空間
菲律賓宿霧馬哥孛羅酒店座落於宿霧市海拔600呎的高尚區

尼芙山(Nivel Hills)，將宿霧熱帶風景盡收眼底。

菲律賓宿霧馬哥孛羅酒店提供最理想和優質的住宿和設施。

酒店擁有329間寬敞舒適的客房和套房，是宿霧市唯一的五

星級酒店。房間陳設精緻高雅，並配備上網及其他各項設

備。

酒店還配備多元化的設施，如游泳池、健身中心、商務中心

和水療中心，為住客均能悠然自得。餐廳方面，酒店內的 

“BLU Bar & Grill”及“Café Marco”都是首屈一指的選擇。

後者更是以最頂級自助餐著名，提供地中海、東南亞、西式

及菲律賓等各國特色菜式。

1. 
2.

3. 
4.

5. 

6. 

宿霧以幼細的白沙著名
處於離地面1,000尺高的呎高的BLU  
Bar & Grill，不但提供優質燒烤特色主 
菜，甜品等食物，而且飽覽整個城市 
的景色，攝人心魄
宿霧馬可孛羅酒店
從馬可孛羅酒店豪華客房眺望，可以  
感受到城市五光十色的繁華和華麗海景
在繁華生活中，抽一點點時間在泳池 
享受一下，當然要點一杯夏日飲品！
潛入宿霧的奇幻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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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 
跨界協作提升學校質素

「學校起動」計劃是一個嶄新的360度全方位學校改善計

劃，目的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發揮潛能以改變人生。

這計劃為期6年，讓超過10,000位缺乏機會但具有潛力的

學生受惠，參與學校數目更由2011年的10間增至今年的

13間。

「學校起動」計劃建立了完善架構以提升學校質素，更

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善計劃」於教與學層

支持學生關心環境：
「ACQUA」可持續發展時裝表演

會德豐地產向來致力培育學生關心環境，於5月3日，我們協

助漢基國際學校的學生舉辦「ACQUA」可持續發展時裝表

演。我們不單提供金鐘廊Wheelock Gallery作活動場地，更邀

請Club Wheelock會員一同參與這別具意義的活動。

學生當日展示一眾於產品生命週期符合可持續發展條件的服

裝，除喚醒對環境的關注外，他們更將活動收入捐贈予柬埔

寨的慈善機構「RainWater Cambodia」，為當地村民提供潔

淨及可靠食水。

一翅都唔食

護鯊行動致力透過教育及不同活動以宣揚保育鯊魚的重要

性。他們以注目的方法將這重要訊息帶給公眾，鼓勵人們停

止食用鯊魚及魚翅。

香港為魚翅貿易量及消耗量最大的城市之一，護鯊行動正於

香港展開「一翅都唔食」行動。承諾「一翅都唔食」有助減

少全世界的魚翅消耗量，希望你加入承諾，一起向著為香港

取得十萬個承諾的目標而努力。

網址：www.finishedwithfins.org

會德豐地產連續兩年榮獲
BCI Asia「十大地產發展商」獎項

會德豐地產連續第二年榮獲BCI Asia「十大地產發展商」獎

項，證明集團發展的項目獲業界肯定。

BCI Asia每年在亞洲七個主要地區審核多個建築設計項目，

並在每個地區選出十家在業內最具影響力及於可持續發展有

優秀表現的公司以作表揚，是建築及設計業界最具殊榮的獎

項之一。我們將堅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市場提供最優質

的產品及服務。

Project WeCan Award

Environment

面提供專業指導。除財政資助外，我們的義工更積極參

與我們為學生安排的公司參觀、管理人員分享及名人講

座。計劃更連繫各參與學校，讓他們分享心得，帶來協

同效應。

會得豐地產將繼續與我們的伙伴學校五育中學緊密合

作，攜手為下一代建立更美好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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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最新優惠、條款及細則的詳情，可瀏覽 www.clubwheelock.com

馬哥孛羅限量閃爍水晶月餅禮盒

中秋將至，香港馬哥孛羅酒店本年首度推出「馬哥孛羅限量閃爍水晶月餅禮盒」，呈獻尊貴

璀璨品味。閃爍的水晶月餅禮盒採用施華洛世奇®元素匠心打造，以小巧別致的切割水晶鑲

嵌於亮澤迷人的銀色禮盒上，將精巧設計與現代風格完美結合，外型雅緻，亦能作珠寶盒使

用，限量發售。

馬哥孛羅限量閃爍水晶月餅禮盒 (採用施華洛世奇®元素) (6件裝)

  迷你蛋黃奶皇月(3件) 

  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3件) 

每盒港幣$488

Club Wheelock會員更可享九折優惠，優惠期至2013年9月15日。

如欲查詢及訂購，請致電 (852) 2118 7223 或
電郵至compublic@marcopolohotels.com

會員尊享city’super月餅禮遇

Club Wheelock會員只需於city’super香港分店出示卓越會員證，即可享有city’super月餅優惠。

卓越會員於8月6日至8月29日預早訂購期內，訂購city’super月餅禮劵可享8折優惠；於8月30
日至9月19日期間，選購city’super月餅則可享9折優惠。

如欲查詢及訂購，請致電2429 8588或電郵至order@citysuper.com.hk

Jasons   Food & Living購物優惠延長至2013年12月31日

逢星期一至五，憑Club Wheelock會員證於Jasons   Food & Living 購物即享95折優惠。優惠

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地址：銅鑼灣希慎廣場地庫2樓

此優惠不可與店內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查詢，請致電(852) 2776 1090

馬可孛羅香港酒店 港威酒店 太子酒店

佳士得於Wheelock Gallery展出「亞洲二十
世紀及當代藝術 」春季拍賣會珍品

佳士得在4月3日至4月9日期間於會德豐大廈Wheelock 

Gallery舉辦「亞洲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春季拍賣會珍

品，展出多件世界著名的亞洲當代及紐約印象派及現代藝

術珍品。佳士得的專家更為Club Wheelock會員作特別導

賞，介紹每件珍品及藝術家。

Wheelock Gallery為「香港藝術獎2013」提
供展覽平台

會德豐地產樂於為本地藝術團體提供展覽場地，以推動

藝術及文化發展。5月17至6月2日期間，我們為「香港藝

術獎2013」於金鐘廊Wheelock Gallery展出一系列本地藝

術家得獎及入圍作品，讓公眾欣賞到他們的藝術才華。

藝術講座培育本地學生藝術細胞

為推廣本地藝術，會德豐地產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及

「香港藝術大獎2013」於5月24日為10名九龍倉全港中學

生繪畫比賽的得獎同學舉辦藝術講座，以擴闊他們的藝

術視野。我們希望透過與更多藝術家及藝術教育工作者

合作，讓進一步開創學生的藝術天地。

Art & Culture

非預早訂購期
 

30/8/2013 - 19/9/2013
(月餅禮盒)

 

建議價

city’super 
傳統月餅

HK$304.2HK$338

8折 9折

city’super 
特級酥皮月餅

HK$268.2

HK$270.4

HK$238.4HK$298

Wheelock Link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5樓

電話: (852) 2118 2668 傳真: (852) 2118 2068
enquiry@wheelockpropertieshk.com

www.wheelockpropertieshk.com

Club Wheelock Limited
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9樓

電話: (852) 2118 3288 傳真: (852) 2118 2618
ambassador@clubwheelock.com

www.clubwheelock.com

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9樓

香港金鐘道93號
金鐘廊2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