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房選色功效
淡綠色： 紓緩緊張情緒，讓眼睛放鬆，情

緒不穩定及急躁者宜用。

粉紅色： 可令人腎上腺素分泌減少，穩定

情緒，自閉症或精神壓抑者適

宜；切忌過量，不然會令人感覺

煩躁。

藍色： 有鎮靜作用，一般上班族適用；

患有高血壓或心臟病者，可用淺

藍色，以利於血壓下降、脈搏恢

復正常。

紫色： 有安神作用，但對運動神經同心

臟系統有壓抑作用，所以心臟病

患者應慎用紫色。

中立色： 包括黑色、白色、灰色和棕色

等，靈活度高，可給予空間生命

力，又可讓感覺寧靜下來。

淺橙黃色： 可誘發食慾及有助鈣質吸收，長

者居室宜用淺橙黃色。

紅色： 可增添喜慶氣氛，新婚者居室可

用；過量會令人產生焦慮情緒，

失眠、神經衰弱、心血管病者忌

用。

金黃色： 易導致情緒不穩定，抑鬱症或狂

躁症者大忌。

20172017年年44月月282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置  業  安  居B4 ■責任編輯：楊偉聰

樓市八卦陣 按揭熱線

供樓負擔仍屬健康水平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劉圓圓

今年首季樓市表現造好，土地註冊處記錄顯示，
一手私人住宅註冊量達3,583宗，較去年同期的
1,323宗有明顯增長。政府修例收緊「一約多伙」，
打擊投資買賣，新措施生效後，未有對市場造成衝
擊。一手新盤及二手市場依然有價有市，歸根究底
與樓宇供求失衡有關。
在新措施實施前以「一約多伙」形式購入多個

單位的買家，要留意物業轉售問題，由於若干單
位屬於同一張契約，日後轉售時需要請律師做拆
契的動作，以便售出相關單位。至於相連單位可
以獲得豁免15%的從價印花稅，但需注意相連單
位必須向屋宇署入則，如被發現未入則，業主日
後會被追稅。
目前樓價已經連升11個月，發展商見市場反應熱

烈，屢屢提價加推；二手業主見市場類似的單位成
交價屢屢破頂，亦變得惜售，有需求的買家惟有追
價入市。同時銀行估價亦會跟貼市價，究竟現時的
供樓負擔是否超出正常水平呢？

銀行間借貸成本低
美國對上一次加息已經是第三年第三次加息。本

港的銀行體系盈餘仍達2,595億元水平，最新的一個
月期銀行同業拆息報0.38%，是今年拆息水平的低
位，反映銀行之間的借貸成本低。銀行亦力爭按揭
業務份額，H按的「H加部分」稍稍回落，由去年
初的1.7%，減至最新的1.28%，累計已經有42點子
的跌幅。
同時銀行亦增加現金回贈，最新增加至1.65%。

要計算供樓負擔比率，需要參考幾個因素，包括按
揭利率、樓價及收入水平。一般銀行對於五成以下
的供樓負擔水平視為健康，四成的供樓負擔更受銀
行歡迎，反映買家的財政狀況穩健。

目前並無大幅飆升
根據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的數字，今年首3個

月的供樓負擔比率分別為44%、44.2%及44.5%。
因為樓價上升的關係，明顯較去年同期平均約
40.9%的負擔比率稍高，但仍屬於健康水平，反
映雖然樓價有所上升，但在按息下降的此消彼長
下（最新拆息報 0.38% ， H 按實際按息為
1.66%），供樓負擔並無因此大幅飆升，仍然維
持在合理的健康水平。

在玄空風水氣場中，「龍」代表
權威，亦代表富貴吉祥。若能置放
得宜，當可催財添貴；反之，錯誤
擺放一些「龍」形狀物，則會招致
小人纏身，財運漸退。
在家宅風水氣場中，屋宅可分為
五個方位，所謂：「左青龍、右白
虎、前朱雀、後玄武、中勺陳。」
青龍位及白虎位在風水氣場學裡是
極度相反的，蓋因青龍位「貴人」
地也，主朋友及同僚之助力，屬吉
祥位，是在宅的左邊位置。
白虎位「小人」位也，主是非、

敵人及同僚之阻撓。屬凶煞位，是
在宅的右邊位置。故此，在家宅風
水氣場中，只許「龍欺虎」，不許
「虎欺龍」。若宅之青龍左方有
力，居住者便容易得到貴人助力。
反之，白虎右方有力為「白虎欺青
龍」，易招小人纏繞、妒忌，是非
必多。

「龍」是四靈之首（四靈是指：
龍、鳳、龜、麟四獸），故在歷代
王朝中，皇帝以金龍來代表自己的
至高無上地位，「龍」是代表權威
及富貴吉祥之意。故此，現代人喜
歡在廳內置放此類物品以添瑞祥之
氣。

四大類龍飾 擺放位不同
龍的擺設飾物有以下數種，第一

種「龍牌」，為小型飾物，凡生肖
屬鼠、虎、兔、猴、雞年出生人
士，均宜佩戴此類飾物，有催財及
解煞作用。第二種「金龍」則指金
屬銅造之飾物，龍水配合，家宅中
「龍」形飾物置放最宜近水，更宜
放在魚缸的頂部或兩旁位置，可收
催旺之效。
第三種石龍，最宜擺放在枱之左

邊位置，為權力和貴人助力，事業
及財運定可轉順，色澤宜採用灰色

或黑色最佳。第四種木龍：此類木
製的「龍」狀物，大多數是安裝在
牆上以作吉祥或制煞作用，亦可放
在枱上左方的青龍位置，但效應不
及石龍之快速。
須留意金龍龍口不宜向山，否則

財運不增反退；也不宜放在宅之文
昌位內，否則功名受阻礙及學業難
成；龍口不宜向溝渠口，否則招致
財運反覆。
石龍則不宜擺放在枱之右方或宅

之右方，易招小人纏繞及樹敵，
引致事業阻礙重重。「龍」形狀
物不宜放置在房內或將「龍」口
對着床頭，易令人心驚膽戰，疾
病叢生。
另外，「龍」的數目最宜一條、

二條或七條。若然放在「動財位」
內可擺放二條、七條或八條。九條
龍的佈局不宜放在「動財位內」，
蓋有刑剋之故也。

龍飾擺放得宜催財添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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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住的是平房抑或獨立屋，屋企每日逗留得最長時間的一定是睡房──最個人的私密空間。睡房是最能放鬆

和休息的地方，如果一間屋只可以選擇一個地方重點裝修，舒適的睡房無疑較精緻的客廳更為重要。那麼在設計睡

房的時候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今期《置業安居》請來知名設計師湯兆榮（Andy），為大家從睡房的顏色和燈

光，講到寢具及窗簾等，分析怎樣的睡房佈置最能讓人安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靜儀／圖：曾慶威

除了顏色之外，睡房的燈光亦是關鍵。
Andy指，燈的光暗及數量安排視乎不同人
的喜好：「像我這樣，沙發旁會放一座地
燈，因為喜歡看電視時只剩它亮着。」一般
以房間來說，盡量會避免用明顯的燈泡或燈
源，多改用壁燈、燈槽或多採用自然燈光。
至於光暗及燈光顏色，以現時較常用的
LED燈泡而言，房間至少用3000K偏黃的
暖白燈，3500K至4000K會偏白；傳統省電
燈泡則用25W黃白燈。不過Andy提醒，在
同一空間下：「不要光管加LED燈泡，一
定是錯的，燈的種類必須用同類型的。」

光管燈泡忌混裝
Andy特別強調，燈光顏色會影響整個空
間的色調，因此在選取地板、傢俬及牆身顏
色時，要與燈光顏色一併考慮。舉例用帶琥
珀色或暖色調的燈光，物料的顏色就不建議
用太深或太黃，因為燈光打上去後，物料就
會自然變暗或變得更黃；如果燈光偏白，物
料則可能需要用深一度的顏色。
不少人喜歡做假天花，在上面裝燈槽打
光。Andy稱，若用白色的假天花，回光就
會是米黃色；若假天花塗的是橙色或深色
系，打出來的燈光則會變啡或變黃。因此買
燈的時候，最好先開一次看看燈光顏色及亮
度。
另外，Andy指窗簾就像照相機的濾色
片，房間內的顏色配合好後，不要忽略窗簾
布的顏色，因為太陽光照射在窗簾布時，會
令整個房間的顏色變得不一樣。例如窗簾布
是粉藍色的話，房間就會變得偏青白色，但
假如房間整體物料的顏色是暖色系，感覺就
會好奇怪。在這個時候，可以加紗簾或者較
深色的布補救，以緩和顏色。

■

湯
兆
榮
為
活
動
提
供
的
睡
房
設
計
。

參加睡眠展 贏設計服務

燈光
買前測亮度 牆色要配合

■湯兆榮指，燈光顏色會影響整個空間的色
調。

「在我而言，睡房就像森林一樣，感覺非
常放鬆，因此設計也應該是優游舒服為
主。」Andy先從顏色說起：一般房間多用
暖色，香港的住宅和房間，六七成人要求
Earth-tone等自然色系，較少人喜歡房間黑
沉沉。除非客人有特別要求或主題，才會特
別用上希臘或西班牙風格等色彩。
不過採訪當日身穿綠色上衣的Andy笑

言：「今年『超興』綠色，你看我就知道
了，屋企今年都可以用綠色，不過要配搭得
宜，例如加少許藍色。」睡房則較多選用淡
雅色彩，如淡綠色及粉綠色。
小記翻查資料，原來在色彩心理學角度來

說，淡綠色有紓緩緊張情緒的作用。對於情
緒不穩容易急躁的人來說，可在房間用上淡
綠色；粉紅色可以減少腎上腺素分泌，讓情
緒變得穩定，自閉症或精神壓抑者不妨在房
間加少許粉紅色，但切忌過量，否則會令人
感覺煩躁。
Andy又說，如果容易失眠或情緒不穩定

的話，房內同時可以放香薰或有效改善情緒
的音樂，令精神放鬆起來。

顏色
適量用淡綠 助穩定情緒

■湯兆榮指今年潮流興綠色，家居設計可用，但要配搭得宜。

話說主要以設計商業和公共空
間聞名的Andy，說起床褥卻能
滔滔不絕，原來是因為早前他為
高級床褥品牌DPM設計其「點
．睡眠」活動場地，因此對寢具
有了深一層的了解。他笑言：
「功能性的床之前都聽過見過，
但原來真挺有特色的，組合式度
身訂做的產品，讓人睡覺時能夠
更放鬆舒服。」
DPM為期4星期的「點．睡
眠 」 活 動 ， 於 沙 田 Home
Square 舉辦，至 5 月 11 日結

束。任何人士到任何DPM銷售
點或HomeSquare活動現場，就
可進行電腦測量選配床褥服
務，並參與其床褥比拚活動，
參加者更有機會獲得5,000元的
現金劵。現場還有大抽獎，幸
運兒可獲得DPM每星期送出十
張價值高達20,000元的點對點
床褥。另外，於展覽期內在
HomeSquare DPM分店消費滿
10,000元，即有機會贏取由An-
dy操刀的「寢室設計服務（總
值超過5萬元）」。

睡房設計一般講究簡潔和淡雅，那麼睡房是
否愈少擺設愈好呢？Andy直言：「香港的房
屋太小了，很難的。」一般港人的睡房除了放
衣櫃外，還有睡床和書櫃等，時下流行升高地
台，多數在床的位置升高一級，方便收納雜
物。不過，升高地台有優點亦有缺點：「個人
就不太建議用升高地台，因為地台裡面很容易
累積灰塵。」
Andy補充，睡房設計需按照客人性格和要

求而定，但大多數他會視乎要求作中性處理。

床褥枕頭承托力要好
寢具方面，Andy指床褥及枕頭是最貼身的

東西，必須為自己覺得最舒服的。床褥最重要
並非選擇厚度，在於其物料。時下有床褥品牌
提供電腦測量選配床褥服務，為人度身訂做最
適合的床褥。「功能性的床褥由不同顏色的組
件組成，因應背部不同部分的需要，提供最好
的承托力。」Andy特別推薦有背疼或脊椎問
題等的人嘗試採用。至於枕頭，不宜過低、過
硬或過軟，最重要是能承托頸部，以防止扭
傷。
Andy最後提醒，需留意房間電掣的位置，

畢竟電壓有機會影響睡眠，在設計的時候，床
頭的位置或床頭櫃最好能離電掣遠一點。

設計
地台易積塵 不建議升高

■時下有品牌提供電腦測量選配床褥服務。

■湯兆榮不建議睡房採用升高地台設計。

風水命理開運師
區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