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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燕
超模到時裝設計師

RICS香港年度大獎獲殊榮
「趁墟做老闆」年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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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燕
超模到時裝設計師
在急速發展及時刻改變的時裝界，從來都難以把人們的目光定睛，
亞洲模特兒在西方主導的時裝界中，更難以獲得注視。呂燕卻憑藉她
富個性及獨特的美態， 活現了“中國第一超模＂的傳奇美喻 。
或許呂燕也沒有預料到自己在年僅19歲時，便能走上人生的第一個
巴黎時裝秀，甚至打破了時裝界的新領域及固有規則。呂燕用上十多年
時間為中國模特兒在時裝界中闖出了一片天，至今她亦從未放慢腳步，
並且創立了個人時尚品牌COMME MOI，繼續在時裝界呈現她
獨一無二的風格。今天，呂燕並不只是一個專業模特兒，更成為時尚指標、
時裝設計師、個人品牌的創辦人，亦同時是一位妻子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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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Wheelock members met with the brandSuite與Club
Founder LuWheelock會員分享品牌理念，指導各種穿著配搭，讓會員
Yan in an intimate setting at Platinum Suite, Lane Crawford
品牌創辦人呂燕親臨廣東道連卡佛Platinum
Canton Road. Lu gave personal styling advices and let our members to discover pieces from the COMME MOI Spring
於COMME MOI 2016年春夏系列中發掘“自我風采＂。
Summer 2016 collection that reflect the “true you”.
The Legend of First Chinese Supermodel
中國超模的傳奇

Grew up in a small town of Jiang Xi, Lu was discovered by Dongtian Li, a China's Top Stylist today, and left for
pursuing her modeling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19, Lu decided to carry her dream to France without speaking simple
生涯。不諳英語的她毅然飛到了法國，追尋她超級模特兒之夢，其後她奪得2000年世界模特兒大賽亞軍更讓全球時裝
English, starting her extraordinary ride of being the next supermodel. When winning the runner-up at an
international modeling competition in 2000, Lu stunned the world by her unexpected talents and it had totally paid
界觸目。她的成名始於擁有一張不平凡、富個性的中國臉孔，因而登上各大國際時尚雜誌的封面，包括ELLE、Marie
off her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Her remarkable and distinct features of a Chinese face, took her to being on the
Claire、Cosmopolitan 和 i-D，以及踏足國際知名時裝秀如 Alexander McQueen和Lanvin等。
covers of international fashion magazines including Elle, Marie Claire, Cosmopolitan and i-D, also stepped out for
the world's luxury fashion runways like Alexander McQueen and Lanvin.
呂燕在江西一個小城市長大，於1999年被現今中國頂級造型師李東田先生發現她的潛質，年僅19歲開始了她的模特兒

即使呂燕已在模特兒界中躋身一位，但她並沒因此而滿足，憑著她勤奮和堅定的意志，追求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她的

Taking her own life story and experience as inspiration, Lu chose to fearlessly challenge herself to another level and

服裝品牌是以自己的生活故事和經驗作為靈感，希望透過物料和縫線詮譯她的信念
真我。
found her own clothing brand, translate her “Like Me” modern female philosophy —
- being
the real self in fabric and

stitches.

“像我一樣”的現代女性

“Like Me” Modern Female
Naming her own fashion brand as "COMME MOI", means "Like Me" in French, Lu has her persuasive reasons
己。在2013年推出個人品牌，呂燕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我希望人們都能透過
COMME
reminding the modern female to always stay true and appreciated the beauty of self.
"I hopeMOI
that反映最真實的自我
COMME MOI
reflects
the true you.", which the main message Lu has delivered in interviews
when launching her brand in 2013, she
。」
這個品牌的理念簡單而直接，她希望每位現代女性可在COMME
MOI 每個不同風格的設計中，都能呈現和釋放最
stated her clear vision of hoping every female can release their own true self within Lu’s style translation on every
真實的自我
以簡潔、優雅和精緻的風格，輕鬆表達自我風采。
designs ̶—simplicity,
elegance and sophistication, without any complicity and over-doing.
呂燕把自己的時裝品牌命名為“COMME MOI”
，原為法文，譯為“像我一樣”以提醒現代女性保持真我和懂得欣賞自

Reviewing every piece in the brand, from Crop Top, military jackets, versatile jumpsuits, to the bestselling
mermaid
回顧品牌中的每一件作品，不論裁剪上衣、軍褸、多功能連身服，以至最暢銷的魚尾裙等，COM
M E MOI
均能
dresses, COMME MOI embraces concise, casual and elegance in modern ladies. The brand has already been

靈活地展現出現代女性的簡潔、休閒和優雅態度。品牌自成立至今已受到許多名人好友支持，包括鞏俐穿著其品牌服
supported by many celebrities, including Gong Li wearing the brand to Cannes Film Festival, also Zhang Ziyi,

Li Bingbing, Zhang Jingchu, Gao Yuanyuan and Li Yuchun etc.
裝出席康城電影節，以及章子怡、李冰冰、張靜初、高圓圓和李宇春等。

From what everyone can tell by the distinct style and inspirational philosophy behind COMME MOI, the brand is

憑藉COMME
MOI獨特的風格和背後鼓舞人心的理念，相信呂燕的願望能於不久的將來實現
— 以中國設計師品牌的
believed to achieve
Lu’s aspiration soon with her enchanting style language - to represent Chinese
designer brands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let the brand make its own statement to stun the world.
名義展示於國際舞台上，讓品牌的理念影響著時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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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Event

Family Fun Make Your Own
Garden Cupcake
還有甚麼比與你的孩子一起下廚來得更有趣
及甜蜜？Club Wheelock為會員和子女帶來
田園杯子蛋糕製作班，由Cake Temptations
的執行總監Susan Lam 親自教授，讓會員
在充滿笑聲及親子互動的氛圍下，享受著
烘焙的樂趣。

Members' Event

Members' Event

Harbour, City, Sky
Exhibition at
Gallery by the Harbour
維多利亞港景色壯麗、多彩多姿，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地標。兩位著名
攝影師Rogan Coles 和Nicholas Kitto透過鏡頭展現維多利亞港的不同面貌
和美景，並在歷史遺珍攝影基金會創辦人艾思滔策劃下，在海港城・
美術館舉行「海港・城市・天空攝影展覽」，同時展出「會德豐攝影
比賽 — 極目維港」的得獎攝影作品。會員獲邀出席開幕酒會，一邊
享受美酒餐點，一邊欣賞璀璨動人的維港攝影作品。

Chinese
New Year Cake
Making Class
為慶祝農曆新年，Club Wheelock會員聚首
一堂，向經驗豐富的前半島酒店嘉麟樓
糕點主廚葉潤發師傅學習製作精美賀年
糕點，透過烹調藝術迎接猴年。經葉師傅
親身教授和分享專業技巧後，會員分別
製作了咖啡年糕、馬蹄糕和桂花糕，並把
親手製作的幸福成果與家人及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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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Event

Cocktail Mixing &
Styling Night
with Ted Baker
Club Wheelock會員獲邀參與Ted Baker造型指導
工作坊，與造型師Zoe Chan率先了解品牌SS16
系列及最新潮流趨勢。大膽鮮豔的色彩將在
今季大行其道，Zoe更分享如何混搭新舊衣著
配合不同節日場合的需要。當晚，調酒師為
英國海濱度假區的主題而調配3款特式雞尾酒，
各式造型設計與特調雞尾酒，讓會員同時享受
視覺及味蕾上之滿足，帶來最時尚的獨特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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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ock Link
Project WeCan

「趁墟做老闆」年宵會
「學校起動」計劃一年一度、專為中學生而設的大型室內

香港單親協會及東華三院旗下的愛烘焙麵包工房等亦參與

年宵 — 「趁墟做老闆」年宵會假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舉行，

攤位展銷，並與「學校起動」計劃的同學攜手為宣揚關愛

為超過一千名來自四十一間中學的學生提供學習創業的

共融精神出一分力。是次展銷會的參與學生於三個月前已

機會，在這個平台上取得實戰經驗及發揮創意。今年展銷會

開始籌備工作，從撰寫營商計劃書、進行市場分析、採購及

設有四十五個攤位，規模為歷年之冠。大會以社會共融為

設計產品以至現場銷售策略等均一手包辦。同學們透過今次

主題，學生於營商計劃或產品設計上加入共融元素。另外，

學習機會，累積營商心得，為日後投身職場甚至自行創業

四家非牟利機構，包括：基督教勵行會、長者安居協會、

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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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ock Link
Project WeCan

Awards

「學校起動」計劃新春行大運

榮獲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2016年度兩項大獎

為慶祝農曆新年的來臨，會德豐地產義工在新春期間與「學校起動」計劃夥伴學校五育中學的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

會德豐地產榮獲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香港分會頒授「RICS社區利益項目大獎」，是集團第三年榮獲此類別大獎。

「新春行大運」，暢遊有奇特岩石見稱的蒲台島和中西文化薈萃的南丫島。義工們與學生家長除了欣賞到各種自然生態

獎項透過會員於網上投票得出，旨在表彰我們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出色表現和貢獻。同時，集團觀塘商業項目One

美景和體驗恬靜的郊野生活外，更可透過是次活動，交換教育子女心得，大家都盡興而歸。

Bay East獲得「可持續發展成就團隊大獎」，在眾多優秀項目中脫穎而出，證明集團在可持續發展的努力獲得認同。

會德豐地產企業網站榮獲W3 Awards

參觀民航處航空教育徑

W3 Awards旨在表彰製作優秀的互聯網網站、流動網站與應用程式、網絡營銷方案的

為促進學生對不同行業認識，會德豐地產的義工與五育中學的老師和學生

機構、設計師和策劃者。在全球4,800項提交作品當中，會德豐地產網站於「房地產

參觀香港民航處的航空教育徑。民航處職員向學生介紹了展覽廳各主題，

— 網站」組別榮獲「銀獎」。

包括香港民航歷史、民航處及其職能及航空交通管制運作等，讓同學有
機會認識更多有關航空專業人員所面對的真實挑戰，擴闊同學於課本以外
的視野及知識。

Environment
支持「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成就綠色農曆新年
會德豐地產再度支持綠領行動的「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於辦公室
設置多個利是封收集箱，實踐農曆新年的環保理念。去年，綠領行動
回收逾660萬個利是封，經篩選、分類後，近320萬個「新生利是封」於
2016年供市民免費索取使用。

會德豐地產勇奪康文署「工商機構運動會」
長跑比賽女子公開組（乙組）亞軍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主辦的「工商機構運動會」長跑比賽
項目於大埔船灣淡水湖主壩舉行，全程約7公里，會德豐地產勇奪女子
公開組隊際（乙組）亞軍。工商機構運動會是康文署為公私營機構員
工舉辦的大型綜合運動會，旨在鼓勵在職人士恆常運動，鍛鍊體魄，
以應付工作上的挑戰，並希望他們透過參與比賽，培養團隊精神及對
機構的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