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letter Issue No.3 | 2012

聖誕禮物
終極大召集

Complimentary Abalone Tasting
經典品質為家居添上永恆色彩



為甚麼聖誕節要送禮物?
說到聖誕節，自自然然就想到送贈禮物。不過，你又有否想
過「為甚麼聖誕節要送禮物」？究竟是種傳統習俗，還是近代
的產物？

在不同的文化圈裡，贈送聖誕禮物的原因很多時都各有不
同。例如在歐洲一些國家，送聖誕禮物的習慣是要紀念聖尼
古拉的善心，延續他贈送禮物的善行。或許你會問聖尼古拉
是誰，事實上他就是聖誕老人的藍本！他以仁心及善行見
稱，後來衍生出不少聖誕送禮的傳統。當中他最為人熟悉的
故事，是關於三袋金及三姊妹。從前有個貧窮的父親無法為
三個女兒準備嫁妝，聖尼古拉聽到這位可憐父親的困窘便決
定暗中幫助他們。他三次從窗外把一袋金拋進屋內，而每次
都投進一個掛在牆上的襪子裡。不久，這個故事便慢慢演變
成聖誕之源，蛻變成今天掛上聖誕襪收禮物的傳統。

從宗教的角度出發，聖誕贈送禮物的傳統源自耶穌誕生時東
方三博士為他帶來禮物。這三位人物為慶賀耶穌誕生，獻上
了黃金、乳香和沒藥，感謝並歌頌上帝把自己的兒子耶穌送
給我們。為了紀念東方三博士的無私慷慨，聖誕贈送禮物便
成為感恩關懷的象徵。

到了今天，大家送聖誕禮物都各有各原因。對於一些人來
說，這是種慶祝神聖的基督降生的方法。而對許多家庭來
說，這則是種表現關愛的方法，能夠告訴對方你有多著緊他
們。

聖誕禮物終極大召集
Club Wheelock為您精心搜羅一系列聖誕禮物，讓您輕輕鬆鬆選
購心水禮品，為家人摯愛呈獻難忘聖誕佳節!

且看city’super及連卡佛的一系列精選禮品…

購物小貼士
若果你仍然茫無頭緒急需靈感，這些建議便正好合用，助你開始好好規劃找出無懈可擊的選購禮物計劃。
編寫名單：確保每個你打算送贈禮物的人都在名單上，然後開始想想有甚麼心水禮品。

盡早行動：除非你喜歡挑戰壓力，毫不介意在人山人海的商店裡大排長龍購物，不然便不要留待最後一刻才選購禮物。

仔細考慮目標的性格：你揀選的禮物對他們來說有意義嗎？

創意無限：你在禮物上花得越多心思，人們便會越珍惜你送的禮物﹗
多買數份聖誕禮物：不妨準備多一兩份人人都合適的禮物，以防有額外的客人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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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我們為你預備這些小貼士，便可以輕鬆搜羅「終極聖誕禮物」﹗

聖誕禮物終極
大召集

聖 誕 佳 節 轉 眼 便 到 ， 今 年 的 聖 誕 禮 物 準 備 好 了 嗎 ? 
Club Wheelock已為您精心搜羅一系列非凡禮讚，讓您向摯

愛送上不一樣的動人時刻，與家人共渡愉快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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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s For HerGifts Fo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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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卡佛
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商場3樓

尖沙咀廣東道3號
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

Stella McCartney 
pembridge fauxvacchetta clutch

Alexander McQueen
skull chiffon/cashmere/wool scarf

Judith Leiber 
crystal embelished frog clutch

Love, Chloé
LOVE, Chloé eau florale 

Valentino     
stud-buckle detail pumps

Aishwarya 
gold and silver bangles with 
diamonds and rubies

Sisley 
festive sisleÿa global 
anti-age set 

Feature

SIR by MAWI 
spiked onyx signet pendant

Creed
aventus fragrance 

Paul Smith  
London 
paisley evening shirt, floral-print tie

Seventy Eight  
Percent
satchel

Acqua Di Parma
colonia essenza 
christmas set

Burberry 
Prorsum 
studded leather gloves

Alexander 
McQueen  
ribbed leather chain wallet

Alexander 
McQueen /
Burberry 
Prorsum 
skull handle umbrella/
studded handle umbrella



Gifts For Kids Gifts For Christmas Celebration

資料來源

city’super
時代廣場B1
海港城3樓

國際金融中心1樓
新城市廣場1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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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n Food 
Gingerbread
HK$45/pc

Grandma Wild’s 
Gingerbread Man 150g
HK$220

Fujiya Anpanman 
Face Case with 
Snacks
HK$170

Heart Thomas & 
Friends Can with 
Snacks
HK$140

Heart Hello Kitty Face Case 
with Snacks 
HK$140

Heart Hello Kitty Face Case 
Container with Snacks
HK$210

Christmas    
   Banquet
HK$4,800 

Forever   
   Favourites
HK$3,800

Christmas   
   Greetings
HK$980

Chocolate for  
   Everyone
HK$550

Happy   
   Holidays
HK$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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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大廚即場炮製六道鮑魚美饌及配以精選佳餚，鮑魚專家獲邀分享各地鮑魚知識及挑選心得，各Club Wheelock會員獲益良多。
地點 中環都爹利街13號(雪廠街22號)樂成行1樓Siemens Experienc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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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設有摩打的家電-
吸塵機

電動上置式洗衣機 西門子自動高溫清潔
程式焗爐

咖啡機
西門子“power 
washer”洗衣機

替代人手洗
碗，西門子推

出第一部 
洗碗碟機

165年的歷史
經典品質為家居添上永恆色彩

165年前，一位只有17歲的年輕人隻身遠赴德國柏林，心裡有
一個夢想：透過自身的發明和創業理想，去提升人類知識及
改善人類生活。他就是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
－西門子品牌的創辦人。

經過165多年，西門子家電在市場引領新標準，品牌代表與時
並進的概念，對品質的的追求，和能滿足現代生活各種需要
的時尚品味。西門子劃時和現代化的產品設計屢獲多個國際
設計大獎，包括iF和reddot設計獎項。

今天，西門子已經是德國家喻戶曉的品牌，活動橫跨整個電
器行業。

西門子TFT顯示屏焗爐系列
由外到內 完美配合
西門子在香港的嵌入式家電市場擔當領導的角色超過20年， 
產品省電功能卓越，完美地配合現代的綠色生活。作為嵌入
式廚房的專家和領導者，西門子擁有最優質的產品、技術支
援和客戶服務團隊，專家會隨時協助屋主和設計師由計劃階
段起，將概念及創意化身為現實。顧客亦會得到專業的售後
服務，令顧客可以無憂無慮享用產品。

最近，西門子宣佈推出一系列嶄新設計的TFT(薄膜電晶體)
顯示屏焗爐，四款型號當中包括焗爐、蒸焗爐、蒸爐及微波
焗爐。全新TFT顯示屏焗爐HB78G1590S集多功能於一身，
它不但配備了三層防回彈全展型伸縮層架，更有緩衝式門鉸
及activeClean®500度自動高溫清潔程式。只需輕輕一按該功
能鍵，就能迅速清潔焗爐，輕鬆快捷。配合榮獲設計大獎的
lightControl界面，令操作更簡單、方便，成就用戶完美的烹
調體驗。此外，該焗爐比其他歐洲能源效益A級焗爐節省多達
30%能源，在烹調同時也能讓你為環保出一分力。
 
西門子陳列室 中環都爹利街13 號(雪廠街22號)樂成行地下G1
西門子家電產品專線 2625 5577
西門子售後服務專線 2565 5151
網址 www.siemens-home.com.hk

始創里程

1976 1987 1994 2010

冷凝乾衣機

使用於嵌入式
廚房的45cm 
洗碗碟機

全球首創:
備有上層洗
滌籃的洗碗

碟機   

LiftMatic 電動升降焗
爐，焗爐的突破

備有 Zeolite ® 
烘乾技術的洗
碗碟, 進一步
保護環境及節

省能源

2003 2006

西門子首台嵌入式蒸爐

資料來源 Sie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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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2人份)
•法國白春雞2隻

醃料
•蒜粉1湯匙
•新鮮迷迭香1/2湯匙
•蒜頭1個，連皮搗碎
•洋蔥1/2個，略切
•無鹽牛油40克
•特純初榨橄欖油2湯匙

建議可配酒類
La Gibryotte Gevrey Chambertin 2006/2008 (法國)
充滿可口的成熟紅果子味，酸度及單寧均衡，與燒雞
十分配合。

製作方法
1.

法國燒春雞

將所有醃料於石磨中搗碎，倒入特純初榨橄欖油。  
將醃料塗抹於春雞上。焗爐預熱至180度，將春雞放入焗爐
烤25分鐘。
取出後，再淋上適量特純初榨橄欖油，再烤5分鐘。將春雞
放置5分鐘後即可享用。

2.

3.

Three on Canton

位於港威酒店3樓的型格概念餐廳Three on Canton誠意
呈獻「週末午後海鮮盛宴」自助餐，以海鮮美饌佳餚為
主題，其中包括一口極致刺身盛，滿載鮮濃的北海道元
貝、爽滑新鮮甜蝦、肉質細嫩的三文魚腩及鮮美的八爪
魚等，齒頰留香。其他海鮮美饌更包括「芝」味濃郁的
帕馬森芝士白汁焗生蠔，鋪滿大蝦、蜆肉及青口的著名
西班牙海鮮飯，從美國引入粟米飼牛肉及一系列的精緻
甜品，讓您盡情享受一個快樂週末。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成人      小童
下午3時15分至5時     $338      $198

*卓越會員用餐每4位付費顧客可獲第5位免費
*尊尚會員用餐每5位付費顧客可獲第6位免費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請參閱Club Wheelock網頁
以上價目須另加一服務費

資料來源

  sources from:

網址 www.threeoncanton.com
地址 尖沙咀海港城港威酒店3樓
訂座及查詢 2113 7828

「週末午後海鮮盛宴」自助餐

Member’s Privilege



會德豐地產一向推動環保及支持健康生活。因
此，今年10月28日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
先生，連同集團同事一同參與「港鐵競步賽
2012」邁向更健康生活。

港鐵公司與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攜手舉辦一年一
度的「港鐵競步賽」為社區健康教育籌款。今
屆賽事為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籌得超過一
百二十七萬港元善款。會德豐除出席支持「港
鐵競步賽2012」外，更獲大會頒發最高籌款公
司季軍獎項！

會德豐地產於10月18日安排參與「學校起動計
劃」的夥伴學校「五育中學」逾30名修讀視藝
科、設計及技術科的同學，參觀著名的梁黄顧
建築師事務所。梁黄顧建築師事務所的建築師
及設計師詳細介紹一幅土地由地盤發展至物業
完滿落成的建築流程。透過這次參觀活動，各
同學能夠更了解建築師的行業資訊及運作，對
未來事業規劃取得初步概念。

會德豐地產與匡智會連續四年攜手舉辦聖誕電子
賀卡設計比賽，為匡智會學生提供機會對外顯示
藝術才華，讓廣大市民更了解智障兒童的多元潛
能。今年的比賽主題為“關愛社區”，同學們都
踴躍參與，反應非常熱烈。頒獎禮將於Wheelock 
Gallery舉行，學校起動計劃的學生和會德豐義工
亦會應邀出席，分享得獎者的喜悅。此外，會德
豐地產更會採用得獎設計作為公司2012年電子聖
誕賀卡。

會德豐地產全力支持「港鐵
競步賽2012」

會德豐地產安排「五育中學」
參觀梁黄顧建築師事務所

會德豐地產與匡智會合辦電子
賀卡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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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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