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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八卦陣 按揭熱線
曾破產申樓按要注意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劉圓圓

隨着樓市持續造好，負資產個案亦應聲下跌。
在2003年「沙士」爆發的時候，金管局公佈的
負資產個案高達10.5萬宗，引發失業數字上升，
業主無能力供樓，甚至破產。14年過去，樓價
今非昔比，在樓價回暖的同時，負資產個案亦大
幅減少。去年第四季負資產僅錄得零星個案，今
年首兩季負資產更是絕跡市場。曾破產人士在申
請按揭的時候，是否較難獲得貸款批核？是否不
能承造較低息的按揭計劃？以下為大家拆解。

剛解除破產 成功機會低
無論是負資產破產或因信用卡撇賬引發的破

產，不論原因為何，均會對新造的按揭申請造成
一定的影響。曾破產人士可在向銀行申請按揭
時，主動交代曾經破產一事，因為銀行會就每宗
按揭申請查閱信貸報告，以便清楚了解買家的財
務背景及狀況。銀行參考的信貸報告均由一家名
為「環聯TransUnion」的信貸資料機構提供。
一般而言，信貸報告中的負面資料會在繳清賬戶

5年後刪除，破產記錄則會保存8年；解除破產
令後立即申請按揭的成功機會較低，建議市民在
解除破產令後應盡快到「環聯信貸資料庫」，更
新在銀行「撇賬」的記錄，否則難以向銀行申請
按揭。

不能買按保 首期要充足
要成功申請按揭貸款，曾破產人士應盡量避免

向曾拖欠款項之銀行申請按揭。至於在申請按揭
時候的按揭息率及按揭成數，曾經破產人士當然
未能享有市面上的最低按息及高成數按揭，例如
可承造的按揭成數約為六成，亦不能購買按揭保
險。按息則視乎申請銀行的批核詳情，部分曾破
產人士亦可享有坊間的最優惠按息。假如買家曾
經破產，但每月均有固定的入息（公務員），銀
行可能因而批出較好的優惠。建議曾破產人士最
好透過按揭轉介服務，尋找專替曾破產人士承造
按揭的銀行或財務機構，令該按揭申請較易獲得
批核。

上期分享了家中放什麼瑞獸會有利
風水，今期會再分享其他擺設的作
用。首先來說一下植物的分類，植物
本身已有綠化環境的作用，植物分生
旺和化煞兩種，凡闊葉和常綠的有生
旺作用；凡有尖刺如仙人掌類是化煞
作用。竹的話亦有風水意義，將文竹
種植在花瓶內，則有「竹報平安」之
含意。

桃樹柳樹能制百鬼
視為吉祥的植物，有椿樹、桃樹

和柳樹。椿樹易長而長壽；桃樹為
五行之精，能制百鬼，故而過年以
桃符懸門上；柳樹亦可制百鬼，以
柳條插於門戶以驅邪。其他擺設方
面，不說不知，燈原來於風水上亦
有作用，因為燈有生旺作用，光線
可以引財，要引財入屋，首先是門

口的玄關位，裝上一盞燈可收旺財
之效。
一些名人字畫，如藝術家名畫、

字畫、藝術品和山水畫等，均可令
人充滿活力，讓人生有希望以及有
好的啓示，蘊藏着無數的吉凶禍
福。亦有一些招財進寶、吉祥畫、
五方運財和五路福星圖，以金黃色
佳。水晶球能夠將能量擴大，在家
中或公司的吉祥位置內擺放水晶
球，便有催吉納財的力量。葫蘆是
用作除病之用，一般掛在病者的睡
床前或擺放在病者的睡側。

掛五帝古錢增財運
有些家庭會在家中放古錢，五帝指

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慶，將
五帝古錢幣懸掛在室內或佩戴在自己
身上，有助於增加財運。

鐘是動的，有轉動之意，有去舊迎
新之功用。宅內的鐘宜用方形，盡量
避免用圓形、三角形，六角形或八角
形等，因圓形的鐘會使宅內的人不安
於室，其餘形狀的鐘則會使宅內牽起
是非爭拗，唯獨方形鐘最顯安祥。藝
術品是龍騰之類，這是吉星，龍本是
人之佛性的表徵。
最後再介紹一些飾物的風水作用。

水晶手鏈可積聚及吸納財氣，水晶吊
咀則可改善人緣事業及財運。正財神
吊牌能提升事業及財運，橫財神吊牌
可提升投資及橫財運。五路財吊牌有
助提升正財、偏財及橫財運。和合神
咒牌喻意穩定愛情及夫妻和順。姻緣
神咒牌能夠令感情增進及增添愛情。
文昌神咒牌可增進學業及工作運。太
歲神咒牌可化太歲及改善命運。護身
神咒牌可護身及保平安。

放對擺設 生旺化煞風水命理開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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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費用一覽
項目 支出（元）

清拆 10.61萬

水電 21萬

傢俬 35萬

油漆 14萬

現場木工 15.35萬

總數 95.96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Ado設計師陳兆德（Alick）說：「香港好多人其實
唔知裝修要使幾多錢，家樓價咁
貴，買完樓之後有時真係無咩預算
再做裝修，但又唔想買咗間屋後裝
修得太差。出去搵裝修，佢哋又擔
心中招，唔明點解有啲公司咁平、
有啲咁貴。」

提升格調不用改間隔
其實許多單位本身買入時已有一

些基本裝修，不一定要全屋大翻
新，只要進行「輕裝修」，單位已
經可以提升格調，「唔係下下話大

執先係最靚的」。Alick指，美國和
內地現時相當流行輕裝修，內地稱
之為「軟裝」。不過香港就較不流
行，因為單位面積空間太小，要將
許多不同的用途放置入單位內，就
會變相變成大裝修。
位於何文田半山壹號的一個單位

剛剛輕裝修完畢，雖然不少地方保
留了原裝設計，但屋內一些細節經
調整及配搭裝飾後，風格完全改變
成日系自然感覺。因為不牽涉間隔
改動工程，單位裝修時間緊兩三個
月。

傢俬裝飾搭出新感覺
單位面積約 1,137 方

呎，3房間隔，屋主為一
對年輕夫婦，育有兩名
分別一歲半及三歲的女

兒。Alick表示，戶主一家於裝修設
計上並未有太多要求，只是希望感
覺舒適，朋友到家中會覺得空間感
大，亦有地方讓小朋友玩樂。設計
師於是由實用方面出發，原裝間隔
沒有變動，廚房廁所、工人房和地
板等的原來裝修亦不變，但以各種
裝飾及傢俬配搭出新的感覺。
單位設計選用不少木材，營造自

然簡單的氣氛，好像原木餐桌和木
質置物櫃等，入房門的走廊前增設
一道暗門，令整幅牆身有一種連貫
的感覺。大廳的巨型貴妃梳化為白
色布質材料，梳化背後的牆身亦為
白色，並掛上幾個木製框架，襯以
綠色植物標本。簡單的裝修陳設，
正可讓小配飾的效果顯得突出，例
如大廳的掛牆畫、小花瓶及木材茶
几等。

香港樓價貴，許多人一想到買樓後還要再花一大筆錢去裝修就感到頭痛，但其實懂得利

用配飾的搭配，進行簡單的「輕裝修」（亦稱軟裝），單位亦可以煥然一新。今期《置業

安居》參觀了一間位於何文田半山壹號的單位，設計師於單位原有的基本裝修下，巧妙利

用裝飾及傢俬等細節的配搭，營造出一種日系的簡約自然風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圖：曾慶威

其他配飾細節亦非常講究，Alick舉例：「我哋
喺飯廳嗰邊放咗啲透明容器，因為知道戶主鍾意乾
花。你諗下如果你唔幫佢襯埋，佢自己買個唔靚的
花瓶返嚟，就會破壞咗（整體設計）。佢哋之後會
自己不斷更新乾花的種類，變咗每次重新裝滿就會
有另一種顏色或分別，又會加少少自己的味道入
去，碰撞出其他感覺出嚟，於是長期有一種新的設
計感。」

小孩房兔子燈飾顯童趣
小朋友房間的設計上亦花上不少工夫，由於是兩名女

兒，單位走粉色系，兩張睡床設置於一個大地台上，方
便小朋友日後長大時可以擺放雜物。天花特別加入兔子
形狀燈飾，入門處的天花另有一朵雲狀燈飾，讓房間更
顯童趣。最特別是房間內一面特地訂做的牆身，原來嵌
入牆上的木棍是能夠靈活移動，除可以掛一些輕便物件
或擺設飾物，小朋友亦能發揮創意，將棍子互相調動來
增加玩味。

瓶裝乾花增戶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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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主人房，因為房間面積不算大，睡床後的牆
身用了條子橫紋的效果，令空間感擴大。房間天花
配上一盞樹木狀的吊燈，床頭梳妝枱亦全部用上木
材，與大廳的自然風統一風格。值得一提的是，進
入房間的一面牆身上，特別掛上了一幅以石頭為主
題的圖畫，顏色與牆身相互配襯，令原本單調的牆
身變得不再沉悶。

設計元素忌大雜燴
「家好多人設計時會加好多東西，好似會想幅牆變

成各式各樣，又要最潮的3D磚，又要射晒燈變出陰影
等，最好係有埋啲紋理的材料；其實有時太多元素聚埋
一齊，愈多反而容易愈睇愈厭，睇多兩眼就悶，你簡簡
單單咁，只得小小重點帶出嚟，簡潔啲反而耐看好
多。」
設計師Alick指，基於簡約的設計原則，主人房有一
個大窗台，但未有任何擺設，日後亦最多鋪上軟墊方便
戶主在上面休憩，因為不想令整體感覺太擁擠。「有啲
人可能會用埋個窗台，做書枱呀或梳妝枱等，但我覺得
做咗書枱，成張床的擺位就會好唔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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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畫勾出房間重點

盡吹簡約風
小細節

由於單位樓底夠
高，設計師於大廳及
飯廳的天花均加設了
大型吊飾，令單位感
覺較有大戶氣派。大
廳天花設有燈槽提升
設計感，一些燈光的
折射效果亦有顧及，

好像大廳的牆身配合白色
的布質梳化和木材茶几
等。「呢度成個空間最重
要係製造一種漸變的效
果，啲燈光射落去會有少
少啡啡哋，想做到成個空
間好柔和。」
戶主喜好自然風，加上
屋內已有相當多的收納空間，所以今次大廳的電視櫃設
計有別於其他單位，沒有大型的電視櫃，反而選用一種
好矮身的白色地櫃，減少壓迫感。此舉亦可統一單位的
設計風格，再配搭上不同的小配飾，更顯戶主生活品
味。木製茶几本身高度亦與矮電視櫃睇齊，與白色毛絨
地毯相輝映。

天花加設吊飾顯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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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壹號裝修設計單位圖則

■設計師陳兆德指，屋內一些
細節經調整及配搭裝飾後，風
格完全改變成日系自然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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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加設大型吊飾較天花加設大型吊飾較
有大戶氣派有大戶氣派。。

■■房間天花配上一盞樹木狀的吊燈房間天花配上一盞樹木狀的吊燈，，床頭梳妝枱床頭梳妝枱
亦全部用上木材亦全部用上木材，，與大廳的自然風統一風格與大廳的自然風統一風格。。

■小朋友房間走粉色系，兩張睡床設置於一個大
地台上，方便小朋友日後長大時可以擺放雜物。

■矮身白色地櫃減少壓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