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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興起不少共居項目，大多標榜讓住客能享有私人空間，

但諷刺的是，這類項目通常把更多的空間放在共用空間上，真正住客

的私人空間卻少得可憐。不過，今期《置業安居》拜訪的旺角毓成樓

共居項目，每個單位自成一格，擁有廚房、洗手間等設施，感覺更像

一班朋友分租單位，而房間及床位的空間分配合理，不會有侷促感，

床位月租水平由3,700元至6,300元，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來說尚可負

擔。項目最近進行翻新，以復古工業風打造懷舊電影及懷舊音樂主

題，為單位注入全新形象外，更添文青氣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按揭熱線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

曹德明

「大叔之齡」買樓要留神樓市八卦陣

呂法傳
七月收樓點解救

重視私人空間 床位月租3700元起

毓成樓部分住宿規則
1.同一單位內只能容許相同性別的住客入住
2.住客不可邀請訪客逗留在物業內過夜(晚上
11時至早上7時)

3.住客需負責賠償房間和單位及天台內公用地
方的損壞（自然損耗除外）

4.不可在單位內吸煙及賭博
5.不可於晚上11時至早上7時於單位內發出
不合理的噪音

6.不得擅自與其他特許佔用人交換房間
7.不能向其他人透露大門及房間密碼，或在
未有同意下擅自更改房間或單位大門的電子
鎖密碼

8.不能把指定危險物品帶進單位及大樓內
9.住客每天須於早上11時之前把單位內的垃
圾收集好並放在收集點

10.清潔公司每星期會清理一次單位內的公用
地方（包括浴室及廚房）

註：住客=特許佔用人，上述僅為部分規則，

仍有其他規則未有列出。 製表：記者 顏倫樂

毓成樓小檔案
地址：上海街657-661A號

共居樓層：11層

每層戶型：4種

房型：單人間、雙人間

房間面積：60至100方呎

每月租金：3,700至6,300元

備註：

1.租金已包差餉、地租、管理費及每周清潔費

2.所有單位設共用客廳、洗手間及廚房

3.會盡量按住客背景及要求分配室友

4.翻新裝修包括兩種主題，分別為懷舊電影
及懷舊音樂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近期剛完結的熱播劇集掀起不少
話題，主角之一的大叔上司情場失
意，更被公司降職，甚為可憐。
「大叔」泛指中年男性，但每個

人對大叔年齡的定義都不一致，在
一個日本訪談節目上，亦透過街
訪，得出「大叔」定義橫跨40至60
歲。而男人四十為不惑之年，心態
開始成熟穩定，亦有一定經濟實
力，部分人或早已生兒育女，為家
庭拚搏。此外男人四十亦是置業年
齡，根據經絡按揭研究部的內部數
據顯示，有多達四成客戶年齡介乎
於41至60歲，成為當中最大群組。

按揭申請有年齡限制
雖然大叔沒有一個正統的年齡界

定，但在按揭申請中卻有明確的年
齡限制。根據金管局指引，銀行可

提供的按揭還款年期最長為30年，
而銀行審批還款年期時，一般以
「70或75減人齡」計算，而各間銀
行取態略有不同。試舉一例，大叔A
及大叔B各自申請按揭，而該銀行
用「75減人齡」計算，大叔A現時
45 歲，申請按揭時，最盡可借
75-45 = 30 年。而大叔 B現時 55
歲 ， 申 請 按 揭 時 ， 最 盡 可 借
75-55 = 20年，兩者最長按揭年期
的差距多達10年。
雖然銀行一般會以「70或75減人

齡」計算，但事實上，仍有個別銀行
或會因應申請人自身狀況作出調整，
如借款人的職業為老闆級以上、公務
員或某部分專業人士，收入更為穩
定，銀行或有機會以「80減人齡」計
算最長還款年期。因此，雖然申請人
的年紀是一項重要考慮因素，不過銀

行亦有機會因申請人的收入及工種穩
定性而調節還款期。
香港寸金尺土，要上車很多時都

要借到盡，包括借盡按揭成數或還
款年期，根據金管局住宅按揭統計
調查結果顯示，今年5月份的按揭平
均還款年期為329月，即27.4年，近
乎借到盡。而大叔申請按揭，有機
會面對年期不足而導致每月供款額及
供款與入息比率的門檻有所上升。如
「一支公」申請按揭，或有機會未能
通過入息門檻。有需要時，可找近親
作擔保人，或銀行計算還款期的方法
是以「75減借款人或擔保人之中較年
輕的一位」，即如大叔B找弟弟作擔
保人，弟弟為35歲且收入可觀，計
算方法可以75-35計算，按揭貸款年
期最長可借30年，最終批核情況以
相關銀行為準。

農曆七月將至，正是華人既驚又愁的鬼月，
近來收到不少朋友查詢，在農曆七月內是否不
可以搬遷、開業或者結婚，如果剛好要收樓又
怎辦？大家都擔心在鬼月或接近鬼月的時間內
進行喜事，擔心會招惹靈界，或發生不如意事
件。
其實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別從「宗教習
俗」及「玄學學術」兩個層面去分析，到底在
七月進行喜事是否可行。在宗教習俗上，農曆
七月分別是道教的中元節及佛教盂蘭盆節，即
坊間所謂的「鬼節」，相傳由農曆七月一日鬼
門大開，延續整整一個月，七月內大家會祭拜
祖先或遊魂野鬼，所以當月大家會特別避忌靈
界及夜間活動，若有任何喜事亦會盡量避免在
農曆七月內進行。但如果以玄學學術角度而
論，七月內一樣會有合適的好日子或黃道吉
日，與鬼月無關。
由於現代社會生活緊迫，若真的必須要在七
月內進行喜事或收樓，可以看看以下的化解方

法：

鬼月辦喜事 4招化解
1）盡量選用上午或中午時段內的吉時進行喜
慶活動，避免在晚上進行有關活動或飲宴。
2）找師傅為當事人配合八字選出吉日吉時，

進行喜慶活動，扶補當事人之氣運，運勢強
大，諸邪自然迴避。
3）若七月內收樓，忌自己亂拜鬼神或四角，
盡可能請專業師傅來淨宅化煞，可待過了七月
後再行入伙。如果沒有請到師傅處理，可自己
用海鹽灑淨全屋各大小門口位置，避免靈界進
入屋內。
4）雖然在喜事上，我們華人特別慣穿着大紅
色衣服，但在七月的喜慶活動或收樓情況下，
應避免穿着大紅色衣服，因為這種顏色光譜特
別招惹靈界。
無論如何，筆者相信只要平生多做善事，諸
惡莫作，自然眾神護佑，鬼邪不侵。

掃描二維碼
即可觀看單位
的相關影片。

訪問期間，記者隨口問Venny聽過的共居小故事，Venny想了
想，笑着向記者說，由於「朝見口晚見面」，而住客又年紀相仿，
所以共居的住客不時都傳出愛情故事，但由於他們規定每個單位的
房客都是同一性別，而晚上又禁止帶朋友過夜，所以曾聽說有男女
在入住後變成情侶，為了能一起生活，在完約後就出去租其他單
位，「係一件好開心的事」。
此外，因為共居的住客來自不同地方，單單食物文化上的融合就
可以製造好多笑料，像最近有個單位住了來自摩洛哥、印度、內
地、韓國和香港的年輕人。韓國人喜歡吃泡菜，但摩洛哥人不太喜
歡，而摩洛哥做飯用許多香料，其他人就覺得味道很怪等等，都在
生活裏有過磨擦，不過一群男生很快就在打遊戲的過程中相處更了
解彼此，這種文化交流也挺有趣的。

疫情下，共居生活令人多了一重衞生考慮。Venny表示，公司因應
疫情亦提高了衞生意識，好像要求公共地方戴口罩，同時亦加強了清
潔服務，例如U型渠要加水，用漂白水殺菌等。而剛來港的租客需要
隔離，會特別為他們準備食物、教他們叫外賣，也會提供床品給住
客，讓他們隔離時能更容易料理生活所需。Venny預期疫情緩和後，
香港與其他地區的旅遊往來會恢復，對往後行業發展有信心。

毓成樓位於旺角的「邊陲地帶」，
雖然走幾步便到旺角港鐵站，但

卻可稱為旺中帶靜，因為遠離最熱鬧
的西洋菜南街，附近相對安靜。記者
當日走進這個剛翻新後的共居項目，
第一個感覺竟然是「大」，這在一個
市區共居項目中屬於相當罕見。

房間最細60平呎
環顧目前市場上大部分共居項目，

營運者都會投入大量資金去把裝修弄
得很高級，會有一個得體的公用空
間，甚至有各種遊樂設施。但細心一
看，會發現真正給使用者的私人空間
卻相當壓縮，目的只想取得更多單位
或床位，賺取更高租金。而毓成樓卻
顯得更實事求是，樓高11層，每層4
個不同戶型，設不同類型的單人間或
雙人間，房間面積60至100方呎，可
供148人入住。
記者向營運者安怡居了解過，項目

並沒有一層是全幢共用的空間，也沒
有其他共居項目常作招徠的遊戲室、
運動室，取而代之的是每個單位都有
共用的廚房、洗手間、客廳等生活設
施，而房間空間盡量簡潔寬敞，裏面
有簡單配備，像衣櫃、書桌等，感覺
更像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在
分租一個單位。
這樣的房間月租要多少呢？據了解

介乎3,700元至6,300元，對於大多數
年輕人或一般在職人士來說，都是一
個可以負擔的水平。讀者可能會好奇
最平的月租3,700元是怎樣，根據資
料，項目有一種標準雙人間，裏面有
兩個床位，上述3,700元的月租，就是
其中一個床位的價格。毓成樓目前全
部床位都已租出，大部分為學生，預

計從7月底開始入住。

翻新成復古工業風
而最近毓成樓迎來全新外貌，項目

至今已運營了6年，由於不少設施已
有耗損，營運者安怡居逐步為項目進
行簡單翻新，其中6個單位剛翻新成
復古工業風，並設計了兩個特色主
題，分別是懷舊音樂和電影，仿古傢
具及燈飾，一幅以卡式帶為特色牆、
一張仿黑膠唱碟、一個復古電話、一
幅舊電影海報，一盞油燈，為住客構
築一個充滿文化氣息的共居空間。
安怡居創辦人曾慧莉(Venny)表示，

公司在2012年創立，一開始是學生宿
舍，後來慢慢形成共
居模式，也為短期訪
港人士提供住宿服
務。現在是香港6間
大學的認可供應商與
私人機構的合作夥
伴，主要為來港留學
生提供住宿服務，佔
了住客比例的七成。
公司目前於港島、九

龍及新界均有受業主委託管理之物業
出租，來自7至8幢物業，服務約500
個住客。

租管或是擴張商機
最近政府落實劏房租務管制措施，

包括保障租客可獲「2+2」、共4年的
優先續租權，規定租金加幅以15%
「封頂」。Venny表示，新措施對部
分劏房業主會有影響，但對於他們則
影響輕微，因為他們的租金加幅一直
克制，而租客大多是學生，一般都不
想簽約太久。她笑說，這次租管反而
可能是商機，讓她有更多機會與那些
劏房業主接洽，合作改裝共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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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因應疫情加強了清潔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共居裏的小故事

疫情下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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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毓成樓共
居項目最近進行翻
新，以復古工業風打
造懷舊電影及懷舊音
樂主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毓成樓樓高11層，每層4個不同戶型，房間面積60
至100方呎，可供148人入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曾慧莉曾慧莉

●每個單位都有客廳等生活設施，令租客可像來
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一起分租一個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