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布】
協成行何文田精品
協成行何文田精品住宅項目
精品住宅項目「
住宅項目「芳菲」
芳菲」
開放現樓示範單位並公布最新價單
最低可能之折實呎價由港幣
最低可能之折實呎價由港幣 22,457 元起 1 三種付款優惠 2 助買家輕鬆置業
買家輕鬆置業

(2022 年 8 月 29 日，香港) 由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協成行」) 匠心打造的何
文田勝利道 5 號全新住宅項目「芳菲」
芳菲」 (MADERA GARDEN) 於近日正式落成，
並已取得入伙紙，即將以現樓推售，預計業主最早可於 9 月底入伙。項目地理位
置優越，座落於九龍核心地段，更特別以「芳菲」命名，由來自西班牙的國際團
隊 Lagranja 以圍繞著花香園林，綠意盎然氣息的設計靈感，融合大自然的巴塞
隆拿生活概念，為住戶刻劃出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體驗。
「芳菲」合共提供 71 個單位，所有單位均可飼養寵物。標準單位佔 67 個，戶
型涵蓋一房及兩房間隔，實用面積 3 286 至 481 平方呎，將以現樓發售。
為了協助買家輕鬆置業，協成行今次推出三種付款優惠 2，包括「現金優惠付款
，買家可選其
計劃」
、
「換樓易 900 付款計劃」及「Madera 輕鬆一按付款計劃」
4
一。如買家認購一個單位最高可獲 15%折扣優惠 。
價單定價由港幣 755 萬元至港幣 1,505 萬元，實用面積 3 呎價由港幣 26,420 元
至港幣 32,376 元。扣除 15%最高折扣優惠 4 後，最低可能之折實售價由港幣 642
萬元至港幣 1,279 萬元 5, 最低可能之折實呎價由港幣 22,457 元至港幣 27,520
元 6（詳細折扣優惠見附表）
。值得留意，如買方及其家人同時分別購買一個或以
上，或買方獨自同時購買兩個或以上指明住宅物業更可額外獲 1%折扣優惠。另
備 4 個連平台或天台的特色單位，實用面積 3 377 至 742 平方呎，將於稍後以
公開招標形式發售。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物業銷售主管張詩敏
「傲立於九龍核心交通樞紐『
『芳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物業銷售主管張詩敏表示：
物業銷售主管張詩敏
菲』，享有港鐵兩站及三綫匯聚優勢，並位處 34 校網，名校林立，潛力優厚，
加上項目以現樓開售，買家可盡享即買即住優勢。為協助年輕家庭能夠盡早置業，
集團今次特別推出不同的付款計劃 2，折扣優惠可高達 15%4，為配合現樓銷售
優勢，以迎合本地市場需求，若買家選擇『換樓易 900 付款計劃』7 買家亦可選
擇先住後付 2；而選擇『Madera 輕鬆一按付款計劃』8 的買家若購買兩房單位更
可享高達 2 年免息免供。以 3 樓 A 室兩房梗廚單位為例，單位實用面積 3 465 平
方呎，價單售價為港幣 12,496,000 元，扣除最高 15%折扣優惠 4 後，最低可能
最低可能
9
之折實實用面積呎價為港幣 22,842 元 ，而 最低可能之折實售價為港幣
最低可能
10
10,621,6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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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盡地理優勢 生活配
生活配套一應俱全
「芳菲」位處九龍核心交通樞紐，享有港鐵兩站及三綫匯聚優勢 11，隨著東鐵線
過海段開通，由旺角東站前往港島會展站只有兩站之隔，方便住戶可短時間內往
返商業區，或前往各消閒熱點，甚至往返內地亦非常便利。與此同時，「芳菲」
更坐擁 34 小學校網及九龍城區中學校網，雲集多所百年學府及中英名校，如拔
萃男書院、培正中小學等；而公共文娛設施亦近在咫尺，包括九龍公共圖書館、
培正道遊樂場、文福道花園、麥花臣遊樂場及高山劇場。項目周邊社區配套設施
亦見完善，除了特色小店、超市、便利店、銀行及 24 小時健身中心外，
「芳菲」
毗鄰旺角繁華鬧市，住戶只需步行便能到達大型購物商場 (MOKO 新世紀廣場
及朗豪坊) 及電影院 (MOKO Cinema)，生活娛樂設備及特色食肆一應俱全，足
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
「以人為本」
」新體驗
以人為本」概念打造生活空間 獲獎設計演繹「
獲獎設計演繹「Urban Living」
「芳菲」有別於一般單幢式設計的住宅項目，協成行以「以人為本」概念打造生
活空間，在設計細節上用了不少心思，以舒適為主，而且更考慮住戶入住後的需
要，為住戶帶來「Urban Living」的體驗。由來自西班牙的國際團隊 Lagranja 匠
心設計，並榮獲 Better Future 頒發的「Silver in Hong Kong & Bay Area Design
Awards 2022」獎項。項目強調融入自然元素的巴塞隆拿生活概念，運用豐富的
色彩，以及源自大自然的取材，營造出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體驗。
「芳菲」在正門入口設置特色主題牆，用上近 8,800 支不同顏色的木條砌成，配
上波浪形設計，呈現出隨風飄揚、色彩奪目的圖畫，再配以花草牆佈局並以自然
採光，展現大自然的景象，活現庭園景觀。除此之外，設計團隊更認為大自然代
表安全、樂觀及綠色的生活態度，但不應只以綠色來呈現，激發了設計團隊選用
豐富彩色與柔和自然作取材，以溫暖色調貫穿整個項目不同空間，揉合繁華都市
與自然環境。
現樓發售設備配套齊全 實現買家即買即住需求
實現買家即買即住需求
即將以現樓發售的「芳菲」
，樓高 26 層（不包括天台）
，單位開則四正，每戶均
採用明廁設計，令室內空氣更流通。項目以一層三伙設計，住戶可享有極高私隱
度，並設有兩部住戶專蒧，省卻住戶等蒧時間，出入更方便。而且每一個單位的
設備非常齊全，讓買家實現即買即住的夢想。
項目夥拍本地科研公司 Raze Technology，為所有單位塗上 Raze 納米光觸媒自
潔乳膠漆，以最頂尖的用料為住戶打造最健康的居家空間，成為全港首個採用這
項技術的住宅項目。
「芳菲」每個單位均配備首次引入連接手機應用程式使用的 PUSHLL 五合一智
能電子門鎖，便利了住戶現代化的生活，讓住戶感受寫意簡約的生活格調。智能
電子門鎖支援指靜脈識別技術、感應匙卡、密碼及鎖匙，更可連接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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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透過鏡頭作即時通話兼遙控開門；而對於指紋淺或指紋受損人士，即使在
手濕、手上有油污或潤膚膏時，都可以輕鬆開鎖，擺脫傳統電子鎖限制。此外，
每個單位客廳及房間亦已配置 Panasonic 分體式冷氣機，為住戶締造舒適寧靜
的居住環境。
單位亦有設備齊全的廚房，配以精選歐洲名牌廚具和家電，包括 Siemens 拉趟
式抽油煙機及嵌入式電磁爐、De Dietrich 嵌入式雪櫃及嵌入式洗衣乾衣機、
Stiebel Eltron 即熱式電熱水器及 Hansgrohe 廚盆龍頭，讓住戶在整潔美觀的環
境下享受烹調樂趣。浴室設備方面亦一絲不苟，選取淺色水磨石及意大利特色瓷
磚鋪砌牆身和地板，配合流線型大鏡櫃，光潔明亮；配備 Duravit 面盆及座廁、
Hansgrohe 雨淋式花灑組合連手提花灑頭及面盆龍頭、Panasonic 天花式浴室寶
及 Stiebel Eltron 即熱式電熱水器，締造優質舒適的沐浴空間。
私人住客會所締造小社區 與親朋好友共聚天倫
項目亦設有住客私人會所，以簡約優雅的知性美為設計主調，配以大量木材裝飾
建構共享空間，大片玻璃設計巧妙打造內外通透的空間感，讓住戶無論在家工作
或假日亦可在此享受休閒時光，同時更添自然時尚。另外，會所亦設有大型開放
式廚房，讓住戶夥同鄰里於假日一同享受烘焙及烹調樂趣；而且露天位置亦設有
BBQ 燒烤爐、私人田園及兒童遊樂設施的平台休憩空間，讓住戶可於綠意盎然
的環境共聚天倫。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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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圖片說明：

為了協助買家輕鬆置業，協成行今次推出三種付款優惠 2，包括「現金優惠付款
，買家可選其
計劃」
、
「換樓易 900 付款計劃」及「Madera 輕鬆一按付款計劃」
4
一。如買家認購一個單位最高可獲 15%折扣優惠 。

圖像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於發展項目大堂拍攝，並經電腦修飾處理，僅供參考。於發展項目拍攝的影
片/相片/圖像所示的環境可能不時改變。且所示的設計、布局、間格、建築、位置、裝置、裝修物料、
設備、裝飾物、植物、園藝及其他物件等不一定在發展項目或其周邊地方出現，僅供參考。
來自西班牙的國際團隊 Lagranja 用上近 8,800 枝不同高低、不同顏色木條製作
的手匠藝術，高掛於芳菲大堂，充分展現芳菲高尚非凡、多姿多彩的生活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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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於發展項目大堂入口拍攝，並
經電腦修飾處理，僅供參考。於發展項目拍攝的影片/
相片/圖像所示的環境可能不時改變。且所示的設計、
布局、間格、建築、位置、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裝
飾物、植物、園藝及其他物件等不一定在發展項目或其
周邊地方出現，僅供參考。
大堂入口活現庭園景觀，引入大自然和藝術元素特色主題牆為住宅增添活力。

圖像於 2022 年 8 月 22 日於發展項目 28 樓 C 室單位拍攝，並經電腦修飾處理，僅供參考。於發展項目拍攝的影片/相片/圖像所示
的環境可能不時改變。且所示的設計、布局、間格、建築、位置、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裝飾物、植物、園藝及其他物件等不一
定在發展項目或其周邊地方出現，僅供參考。
單位所享有之景觀受其座向、樓層、高度、周邊建築物及環境所影響，並不適用於所有單位。本廣告並不構成任何賣方就發展項目
及其景觀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承諾、陳述或保證。賣方亦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
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選用綠色及柔和自然的取材，極具舒適與美感的傢具，配合整個空間陽光般的
溫暖，塑造休閒、時尚的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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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圖片，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或其附近拍攝。除另有指明外，本網站内載列的圖像、相片及繪圖並非於發展項目或其附近實景拍
攝，亦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任何部分最後完成之實際外觀、其景觀或其周邊環境，亦可能與發展項目無關。該些圖像、相片及繪
圖經電腦修飾處理，圖像、相片及繪圖內的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裝飾物、植物、園景及其他物件等及其展示之景觀不一定會在
發展項目或其附近環境出現，僅供參考，且不構成任何賣方就發展項目、其周邊環境、建築物及設施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承
諾、陳述或保證。發展項目的周邊環境、建築物及設施會不時改變，賣方亦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
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鄰近港鐵荃灣綫及觀塘綫旺角站和東鐵綫旺角東站，步行約 6 分鐘的距離，享
盡各式各樣的生活配套及娛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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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創立於 1948 年，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協成行」)扎根香港，多年來一直穩步
發展，由傳統的地產商蛻變成為一間富有時代感及充滿活力的企業。
協成行不僅在瞬息萬變及充滿挑戰的市場上馳騁，更成功構建成為一個業務多元
化的企業，物業遍佈港九，涵蓋住宅及工商廈發展項目、營運酒店及服務式公寓，
以及資產管理多個高級住宅、工商單位及逾 200 個零售商舖。集團不斷引進創新
科技，積極吸納年輕專業人才，務求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與時並進。同時，協
成行成功建立多個優質品牌，包括 Office Plus、The Collab、木的地．R、木的
地酒店、Madera Cafe、Madera Yoga、創協坊、萬有引力、遠晴及芳菲等。多
年來，集團亦與業界知名的合作夥伴攜手發展多個商業及住宅項目，如柏傲山、
H Code 及環匯廣場等。
協成行自 60 年代起已致力於慈善事業，積極回饋社會，集團透過方樹福堂基金
及方潤華基金，將集團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利潤用於公益，過去四十載，兩個基金
合共參與約 600 個項目，如興建學校，支援科技發展及醫學研究，資助醫療服
務，受惠機構遍及香港、內地及海外。
在經驗豐富的管理層團隊帶領下，協成行屢獲殊榮，其中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 - 15 年 Plus『商界展關懷標誌』」、「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 - 優秀家庭友
善僱主及特別嘉許金獎」；其他項目獎項包括「亞太地產大獎 - 香港最佳辦公室
建築項目及香港辦公室項目高度嘉許」；而旗下木的地酒店亦榮獲「環保促進會
香港綠色企業大獎 - 優越環保管理獎『服務供應商 （中小企） 金獎』」，以及
榮登《香港澳門米芝蓮指南 2021》酒店精選之一。如欲了解更多，請瀏覽：
www.hshd.com.hk。

發展項目名稱：芳菲 (「發展項目」) ∣ 發展項目所位於的區域：何文田 ∣ 發展
項目所位於的街道的名稱及由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為識別發展項目的目的而編
配的門牌號數：勝利道 5 號 ∣ 賣方就發展項目指定的互聯網網站的網址：
www.madera-garden.com.hk

本廣告/宣傳資料內載列的相片、圖像、繪圖或素描顯示純屬畫家對有關發展項目
之想像。有關相片、圖像、繪圖或素描並非按照比例繪畫及/或可能經過電腦修飾
處理。準買家如欲了解發展項目的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賣方亦建議準買家
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
施有較佳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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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佳運企業有限公司 ∣ 賣方之控權公司：不適用 ∣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
黎紹堅 ∣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以其專業身份擔任經營人、董事或僱員的商號或
法團：呂鄧黎建築師有限公司 ∣ 發展項目的承建商：正利工程有限公司 ∣ 就發
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出售而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胡關李羅律師行∣
已為發展項目的建造提供貸款或已承諾為該項建造提供融資的認可機構：不適用
∣ 已為發展項目的建造提供貸款的任何其他人：協成行有限公司

賣方建議準買方參閱有關售樓說明書，以了解發展項目的資料。 ∣ 詳情請參閱售
樓說明書。 ∣ 本廣告由賣家或在賣家的同意下發布。

發展項目及其周邊地區日後可能出現改變。 ∣ 本廣告及其任何內容僅供參考，並
不構成亦不得詮釋作構成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合約條款、要約、陳述或保證（不
論是否有關景觀）。 ∣ 住宅物業市場情況不時變化，準買方應衡量其財務情況及
負擔能力及所有相關因素方作出決定購買或於何時購買任何住宅物業，於任何情
況或時間，準買方絕不應以本廣告／宣傳資料之任何內容、資料或概念作依據或
受其影響決定購買或於何時購買任何住宅物業。

印製/製作日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
此新聞稿由縱橫傳訊顧問服務有限公司(SCC)在賣方的同意下發布。
傳媒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
縱橫傳訊顧問服務有限公司(SCC)
崔駿宏先生 (Andico Tsui)
電話：2114 4346 / 6902 3831
電郵：andico.tsui@sprg.com.hk

吳施予小姐 (Cara Ng)
電話：2114 4321 / 6222 5837
電郵：cara.ng@sprg.com.hk

協成行發展有限公司
蕭詠雯小姐 (Joey Siu)
電話：2978 3754
電郵：pr@hsh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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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芳菲」
芳菲」付款方式 2
付款方式
折扣
印花稅津貼折扣
Facebook/Instagram 讚好
優惠
Living Aesthetic 生活美學
優惠
兩鐵三線優惠
^ 名門望族優惠（自選）
總折扣(1)
^ 總折扣(2)

計劃 A
現金優惠付款
計劃
6%
其他折扣

#計劃 B
#換樓易
900
3%

*計劃 C
*Madera 輕鬆
一按
4%

4%
1%
2%
2%
1%
12%
13%

15%
13%
16%
14%
付款詳情
臨時買賣合約（PASP）
5%
5%
5%
買賣合約（ASP）
90 天
5%
5%
180 天
5%
5%
270 天
5%
120 天
900 天
360 天
成交（Completion）
95%
85%
80%
^如買方及其家人同時各別購買一個或以上，或買方獨自同時購買兩個或以上指
明住宅物業可享有名門望族折扣優惠
#換樓易 900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的日期後
360 天內
#提早成交回贈(扣減樓價尾數)
簽署臨時買賣合約的日期後
720 天內

*Madera 輕鬆一按
單位 A
單位 B
首年
免息免供
免息免供
第二年
免息免供
P-2.5%
第三年
P-2.5%
P-2.5%
第四年及後
P
P
P = 5%; 參考 HSBC 最優惠利率

2%
1%

單位 C
免息免供
免息免供
P-2.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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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幣

22,475 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2 樓 B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再除以單位的實用面積得出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
呎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
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2 所有價格，支付條款，折扣優惠等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及其不時經修改
之價單及招標文件，所有售價、支付條款、折扣、贈品、財務優惠及利益亦以
相關價單及交易文件條款作準。賣方有權亦可能不時更改不同住宅物業之售
價、支付條款、折扣、贈品、財務優惠或利益，且不同住宅物業可能會於不同
時間售出，相關買家亦可能並非選用或未能獲得本廣告/宣傳資料內提及之相關
支付條款、折扣、贈品、財務優惠或利益。市場情況不時變化，故本廣告/宣傳
資料內提及之任何價目、折扣、優惠等或其他內容可能與實際情況有異而不適
用。本廣告/宣傳資料提及之價目、金額、計算方法未必會涵蓋發展項目所有住
宅物業，且所述之優惠未必適用於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有，或享有何
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3 實用面積(包括在構成該住宅物業的一部分的範圍內的露台、工作平台及陽台

(如有)的樓面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 8 條計算得出的。實用
面積不包括《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附表 2 第 1 部所指明的每一項的面積。
上述以平方呎所列之面積，均以 1 平方米=10.764 平方呎換算，並以四捨五入
至整數平方呎，以平方呎與以平方米之數字可能有些微差異。

4 最高折扣優惠為

15%，包括「現金優惠付款計劃」優惠照售價減 6%折扣、印
花稅津貼 4%折扣、「Facebook/Instagram 讚好優惠」優惠 1%折扣、「Living
Aesthetic 生活美學優惠」優惠 2%折扣、「兩鐵三線優惠」優惠 2%折扣。上
述優惠未必適用於所有買家。詳情請參閱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有關現金
優惠付款計劃的支付條款請見 6。

5「港幣

642 萬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2 樓 B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售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
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港幣 1,279 萬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21 樓 A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售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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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
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6「港幣

22,457 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2 樓 B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再除以單位的實用面積得出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
呎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
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港幣 27,520 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21 樓 A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再除以單位的實用面積得出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
呎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
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7 換樓易

900 付款計劃 (照價減 3%)

(1) 成交金額 5%（臨時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繳付。
(2) 成交金額 5%（加付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90 天內繳付。
(3) 成交金額 5%（加付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180 天內繳付。
(4) 成交金額餘額(即成交金額 85%)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900 天內繳
付。

8 Madera

輕鬆一按付款計劃 (照價減 4%)

(1) 成交金額 5%（臨時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繳付。
(2) 成交金額 5%（加付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90 天內繳付。
(3) 成交金額 5%（加付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180 天內繳付。
(4) 成交金額 5%（加付訂金）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270 天內繳付。
(5) 成交金額餘額(即成交金額 80%)於買方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 360 天內繳
付。

9「港幣

22,842 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3 樓 A 單位之售價應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再除以單位的實用面積得出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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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
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享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10「港幣

10,621,600 元」為發展項目之價單第 1B 號所示 3 樓 A 單位之售價應
用 15%最高折扣優惠 (見 4) 後的價格，為最低可能之售價，詳情請參閱價單第
1B 號 (及其不時修改之價單)，所述之優惠不適用於所有買方，賣方對買方可否
享有或享有何種折扣或優惠保留最終決定權。

11「兩站」及「三綫」是指發港鐵荃灣綫及觀塘綫旺角站，以及東鐵綫旺角東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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