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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橋會組織青年義教香港心橋會組織青年義教 家長贊譽家長贊譽「「善行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善行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青委會
辦賀回歸25周年系列活動

踏入2022年，香港特區迎來成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
碑。香港東莞社團總會青委會（下稱 「該會」）舉辦一
系列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以 「砥礪奮進廿五載，攜手
再上新征程」為主題，回顧香港在過去四分一世紀努力
的成果。

該會青委會與內聯會青年部合辦 「慶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系列活動之青年領袖訓練營活動暨抗疫故事分享
會」已於日前圓滿舉行，是次分享會利用線上線下直播
形式，線上近250位青年參加會議，線下約50位青年參
加會議及領袖訓練營。由青委主席梁毓雄主持，特邀莞
籍立法會議員梁毓偉發表講話，分享抗疫統籌工作和大
灣區年青人領導能力如何在未來發揮作用，並邀請了四
位青年進行抗疫故事分享；當中亦播放了 「莞港兩地抗
疫影片分享」，在此過程中互相學習、互相了解，亦嘉
許在疫情期間青委無私奉獻自身力量、幫助他人、回饋
社會。

該會青委副主席梁志聰、青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莫錦
輝亦開展領袖訓練簡介及研討會。在直播分享會及研究
會後，約50位青年們在訓練營內開展增進友誼的團建活
動。是次活動，讓他們從中學習到團體協作的重要性、提
高自信心、培養獨立自主性及培養社會責任感。在結束訓
練營後，一行青年亦到訪歷史悠久的長洲東莞會所，交流
座談參觀。少年強則國強，該會希望青年朋友通過此次活
動，能夠提高自我，不斷努力，為香港、為祖國創造更多
價值。同時，由青委副主席陳煥倫代表出席抗疫表彰嘉許
禮青年專場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青年系列活動啟動
禮，該會青委會入選 「抗疫表彰嘉許禮青年專場」團體
表彰名單。以表揚在抗疫期間帶頭實踐守望相助、救急
扶危、積極發放正能量的好團體，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傳遞中央對香港的關心關愛和支持。

心橋會會長林斌介紹，特別觀察到跨境學童面臨
的獨特困難，他們長時間滯留內地，無法與香港教育
進程接軌，未來可能在考試中處於劣勢，而心橋會作
為關注新香港人福祉的社團，對此格外用心。

心橋會特地聯繫一眾在香港及海外的導師，籌
備包括英文、數學、體適能、創意發展及藝術歷史
等多元化網上義補課程，惠及超過160名基層及滯
留在內地的學童。

義教助基層學生拉近「起跑線」
岑芷蕊（Chloe）正是其中之一，90後Chloe負

笈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主修藝術歷史，畢業後回
港創業，開辦教育中心，主要教導小學生。在創業
前，Chloe多以上門補習形式授課，見證貧富學生
的 「起跑線」，她表示： 「我教過一些學生，家中
甚至沒有穩定的上網設備，家長曾經深夜致電，表
示自己的上網線被老鼠咬爛，明早未能上網課」。

種種經歷，讓Chloe再次思考教育的真締。她
的理想與心橋會不謀而合，包括Chloe在內的多位
香港青年，在心橋會牽線搭橋下，為學童進行三
星期的義補，鞏固學習知識，為迎接復課做好準

備。

與星級導師組隊義教
義補課程除了涵蓋英文與數學等主科外，更加

入創意發展，藝術歷史及體適能課程。Chloe希望
讓基層學生可以學習主科以外的不同知識，因此邀
請 「星級導師」加入。她形容每位導師具相當的資
歷，如曾任Facebook華埠小商業支援計劃製作總監
及於電視台和新媒體工作數年的導師任教創意發展
課；奧運級游泳教練任教體適能；亦有矽谷IT人及
美國持牌言語治療師任教其他科目。

家長們原本以為義教主要是在校大學生，他們
原本期待並不高。沒想到迎來明星團隊，有的家長
特地發短訊感謝，說 「老師們的善行本身就是最好
的教育」。

冀籌備青年機構再行動
是次的義補計劃歷時三星期，經香港心橋會

協助招募，共有來自18區及因疫情滯留內地的逾
160名學生參與。Chloe指同學參與課堂反應十分
踴躍，如在她教導的藝術鑒賞課堂，同學對抽象畫

的理解令她印象深刻，課程希望以藝術作品作切入
點，提升同學的觀察力同想象力。Chole認為同學
的認真上課與家長的一句 「多謝」，已經足夠成
為她繼續堅持的動力。在疫後重開後，他們亦繼
續替這群學生義務解答功課，讓善心延續下去。
未來她希望籌辦一個青少年發展服務機構，真正
在社區中接觸更多基層學生，繼續為拉近貧苦學
生 「起跑線」而努力。

林斌也表示，這次活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幫助學
童趕上進度，而且拉近了香港青年和內地的距離，
讓他們互增了解，在特殊時候的互動，讓彼此情誼
更深重， 「這也是我們心橋會一直以來的願景」。

第五波疫情期間，政府宣布學童 「提早放暑假」 ，令一眾家長及學童無所適從。不少
學童通過各種方式補習，然而基層家庭缺乏資源，香港慈善組織心橋會有感於此，組織
香港青年為基層學童義務教學，希望疫情之下依然能實現 「教育不分貧富」 的社會理想。

培力農本方潛心發展中醫藥國際化及現代化
培力農本方集團（下稱 「培力」）自1998年成

立至今，一直致力發展中醫藥的國際化及現代化，
在產品研發、生產技術設備及市場營銷策劃、品質
控制及基礎科學研究等方面已被譽為領先同業。
培力創辦人、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陳宇齡表
示，該集團自2004年起，一直從事濃縮中藥配方
顆粒的研發、生產、市場推廣及銷售，受到消費
者及醫藥界的廣泛認同，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總局批准生產濃縮中藥配方顆粒產品的五家生
產商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香港公司。

科研實力獲國家充分肯定
陳宇齡介紹指，培力作為一間領導濃縮中藥

配方顆粒市場的香港中藥制造商，強大的科研實
力一直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年來積
極與全球多間頂尖學府，就濃縮中藥配方顆粒產
品的標準化進行深入研究，包括獲香港中文大學
邀請共同合作研究一系列超過500種中藥材提取物
的特性，以提升生產及提取技術，並與政府及非政

府機構、生物製藥企業及世界頂尖醫學專家進行科
研合作和開發。目前，培力在廣西省南寧市自設國
際現代化中藥生產及研究基地，生產設施不僅符合
國家生產質量管理規範標准，更達到國際最嚴格標
准認證之一的澳洲藥物管理局標准。

陳宇齡表示： 「我們已穩佔香港濃縮中藥配方
顆粒產品市場的領導地位，為最大供貨商，佔市場
份額達83%，憑借先進的開發理念與生產技術，自
家研發的一系列中藥保健零售產品，在香港及海外
市場廣受歡迎。」

聚焦灣區開拓私營中醫市場
作為新晉貴州省政協委員的陳宇齡，依託培力

在香港濃縮中藥配方顆粒產品市場的領導地位，在
當地創建中藥種植基地，帶動貧困戶參與中藥材種
植實現增收，並將貴州豐富的中藥材資源和良好的
生態環境，通過香港推廣向國際市場。

他表示， 「貴州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條
件，豐富的中藥資源基礎，還有大資料產業中心，

可謂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未來還應發揮區位優
勢，進一步挖掘特色中草藥潛力，加大對高產值
中草藥的推廣種植力度，提高農民收入，藉此推
進中藥現代化的發展。」

培力亦建立旗下農本方品牌的中醫診所，由
註冊中醫師經營，並處方濃縮中藥配方顆粒，揉
合傳統的中醫藥理念、專業中醫師精湛之醫術、
先進的設備，並配以安全有效、服用方便的即沖
濃縮中藥配方顆粒及現代化診所管理系統，為病
人提供優質、安全及可靠的現代化中醫門診服務。
陳宇齡透露，未來集團將加強開拓診所業務，於中
環開設的大型綜合中醫診療中心快將開幕，以區內
上班族及專業女性為客群。還將聚焦大灣區，開拓
廣州與深圳的私營中醫市場。

▲在結束訓練營後，一行青年亦到訪歷史悠久的長
洲東莞會所，交流座談參觀。

▲疫情下，心橋會組織香港青年為基層學童網上
義教。

◀培力在南寧
市自設國際現
代化中藥生產
及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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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地址

紅磡紅鸞道7號維港．星岸第1座10字樓
Ｃ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01

香港薄扶林道96號裕仁大廈Ｃ座2字樓1
號單位連低層停車場14號車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2
將軍澳唐明路1號富康花園第8座40字樓
Ｈ單位。（已補地價）物業編號：22061503
銅鑼灣駱克道275號金樂大廈地下及閣樓。
（銀主命,租期至31-5-2023 租金$190000）
物業編號：22061504

九龍灣臨興街21號美羅中心第2期18字樓
26及27號單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5

大埔圍下100號江庫花園15座1字樓。
（銀主命, S.N of Lot No.214 in D.D.23）
物業編號：22061506
太子大南街135號7樓連天台、（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7

旺角通菜街39號地下Ａ1及Ｂ舖位。（銀
主命）物業編號：22061508

鰂 魚 涌 西 灣 臺 1 號 Mount Parker
Residences11字樓Ｃ單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9
何文田迦密村街9號君逸山17字樓Ｂ單位。
物業編號：22061510
屯門鳴琴路1號山景邨（第3座）景榮樓8字
樓25號單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物業編號：22061511
屯門景峰徑4／8號怡樂花園第3座26樓Ｅ
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12
元朗公園南路23號柏麗豪園第3座2字樓
Ｂ單位連地庫1樓124號車位。
物業編號：22061513
元朗錦綉花園荔枝東路51號。
物業編號：22061514
西貢南圍村35號 1字樓。（Lot No.299
in DD214）物業編號：22061515
旺角東安街17、19及21號東安閣13字樓Ｂ
單位。物業編號：22061516
九龍灣啓業道28號啟泰苑Ｄ座啟勳閣19字
樓4號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17

平方呎

實用846

實用1112

實用592
建築692
實用1275
（未核實）
閣樓450
（未核實）

建築
26室：980
（未核實）
27室：575
（未核實）

建築700

實用564
建築705

建築361
（未核實）

實用1353
建築1745

實用478

實用277

實用414
建築537

實用944

實用962

建築700

實用242

實用545
建築672

開價
（萬）

1550

1200

700

6900

890

335

320

5300

2650

700

綠表75
自由220

390

888

1200

410

298

550

聯絡人

93744386任洽
91386079劉洽
92276625謝洽
94307655周洽
98331884鄭洽
51778750李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51778750李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0920099吳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2913917馬洽
90920099吳洽

93744386任洽

92276625謝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90920099吳洽

98331884鄭洽
93744386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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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田灣街12號南津．迎岸22字樓Ｆ單
位連露台。物業編號：22062201
睇樓日期：16/6（5-6）18/6（3-4）
香港山道60號適安大廈2字樓Ｄ單位。
物業編號：22062202
睇樓日期：18/6（12-1）20/6（5-6）
大埔林村丈量約份8號地段1539號。（近白
石崗,新塘121號旁,部份綠化地,部份V Zone
地）物業編號：22062203
沙田樂景街2－18號銀禧花園第2座23字
樓C單位。物業編號：22062204
長沙灣元州街155—163號翠雲大廈5字樓
5號單位。物業編號：22062205
九龍沐寧街9號龍譽第2Ｂ座9字樓Ｄ單位。
（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6
睇樓日期：18/6（5-6）21/6（5-6）
深水埗欽州街19號建新大樓8字樓。
（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7
睇樓日期：18/6（3-4）21/6（5-6）
西貢蠔涌七巷23號地下。（Lot No.1481
in DD244）（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8
睇樓日期:18/6（3-4）
屯門福亨村路8號豫豐花園第10座17字樓Ｅ
單位連露台。（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9
睇樓日期：18/6（3-4）19/6（1-2）21/6（5-6）
牛池灣豐盛街83號曉暉花園第3座25字樓Ｄ
單位連第3層40號車位。物業編號：22062210
沙田小瀝源路68號廣源邨（第7座）廣橡樓
22字樓05號單位。（法院令）
物業編號：22062211
睇樓日期：17/6（5-6）18/6（3-4）

平方呎

實用194

實用473

地盤面積
約7840.8

實用510

實用388

實用306

實用583

建築283

實用568
建築767

實用709

實用385

開價
（萬）

415

580

590

延期
拍賣

378

650

400

195

448

930

綠表
148

聯絡人

98666104陳洽

98666104陳洽

51778750李洽

51778750李洽

93744386任洽

90920099吳洽
94307655周洽

91386079劉洽

98331884鄭洽

92913917馬洽
98666104陳洽

90920099吳洽

92276625謝洽

18

19

20

21
a&b

22

物業（4）及（19）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黃竹坑業勤街33號金來工業大廈第2座
1字樓Ｅ單位連平台。物業編號：22061518

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園商場地下Ａ104
號舖位。（租期至31-5-2023 租金$4880）
物業編號：22061519

大嶼山澄碧邨第19座3字樓Ｂ單位連天台。
物業編號：22061520

大埔塘面村304號1字樓及2字樓連天台。
物業編號：22061521
深井青山公路深井段38號海韻花園第5座
12字樓Ｆ單位。物業編號：22061522

建築337
（未核實）
平台180
（未核實）
實用79

（未核實）
建築158
（未核實）
實用814
建築1050
天台1050

建築1400

實用681
建築832

248

拍賣前
售出

280

延期
拍賣

540

93744386任洽

98331884鄭洽

92276625謝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承業主、銀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鰂魚涌太古城道39號

出售 萬$9,500

匯豪峰停車場

歡迎查詢：

M：9046 8806 / T：3521 1552
忠誠拍賣行
物業編號：220208
牌照號碼：C-012527

租金回報高
三層樓

樓底高
車位闊
24小時服務

梁小姐
Teresa Leung ARICS /MSC

鰂魚涌太古城道39號

出售 萬$9,500

匯豪峰停車場

歡迎查詢：

M：9046 8806 / T：3521 1552
忠誠拍賣行
物業編號：220208
牌照號碼：C-012527

租金回報高
三層樓

樓底高
車位闊
24小時服務

梁小姐
Teresa Leung ARICS /MSC

12

13

14

15

16

17

物業（2）及（16）以連約出售，物業（15）以不交吉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坪洲永隆街29Ａ號2字樓連天台。（2份
之1業權,有樓契,近涌仔村）
物業編號：22062212 睇樓日期：18/6（3-4）
藍田連德道8號興田邨（第3座）彩田樓11字
樓04單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物業編號：22062213
睇樓日期：18/6（1-2）20/6（5-6）
九龍穎竹街8號竹園北邨（第9座）柏園樓20
字樓02號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14
長沙灣青山道468號One New York18字
樓Ｅ單位。（2份之1業權）物業編號：22062215
觀塘嘉樂街8號宏業大樓8字樓Ａ單位連
天台。（唐樓）物業編號：22062216
8A：租期至19-10-2023 租金$8500
天台：租期至31-12-2022 租金$6500
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第4座19字樓4Ａ
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17
睇樓日期：18/6（2-3）20/6（5-6）

建築310
天台310

實用489

實用443

實用242
建築332

實用346
天台313

實用532

120

綠表
178
自由
258
綠表
198

100

265

760

93744386任洽

92276625謝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93744386任洽

90920099吳洽
91386079劉洽

注意
事項

忠誠拍賣行：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忠誠測量行：中環皇后大道中142-146號金利商業大廈1樓 上海悅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521 6600

承銀主、業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22年6月15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查詢及委託拍賣熱線：2581 9366 牌照號碼：C-012527網址：www.chungsen.com.hk 內有更多拍賣推介及影片C S GROUP
銀主及法院令筍盤

無需經驗‧專業培訓
放銀行假‧薪高佣厚

賣樓點只一個方法
不再守株待兔
主動出擊/獨立宣傳
吸納更多區外買家

賣得更快更好
查詢：2581 9366

招 聘
物業拍賣代理

9092 0099吳洽 / 9833 1884鄭洽

所有競投者應委託其代表律師在拍賣前對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查察。競投者如未經查察而在拍賣會競投物業應自行承擔其風險，任何買家於拍賣員落鎚後必須接受其競投物業之業權及契據並不能對其物業之業權及契據進行質詢。而物業之有關契據，在拍賣前可在
賣方律師樓供買家查閱。再者，競投者應在競投前對其競投之物業已進行視察並滿意物業之狀況才作出競投，賣方並不保證該物業並無違例之建築，加建或改建、亦不保證物業之興建符合建築物條例，買家不得對物業之違例建築、加建或改建進行質詢或藉詞拒絕交易。

物業次序或有所調動，請各界人士預早到場。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物業地址

紅磡紅鸞道7號維港．星岸第1座10字樓
Ｃ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01

香港薄扶林道96號裕仁大廈Ｃ座2字樓1
號單位連低層停車場14號車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2
將軍澳唐明路1號富康花園第8座40字樓
Ｈ單位。（已補地價）物業編號：22061503
銅鑼灣駱克道275號金樂大廈地下及閣樓。
（銀主命,租期至31-5-2023 租金$190000）
物業編號：22061504

九龍灣臨興街21號美羅中心第2期18字樓
26及27號單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5

大埔圍下100號江庫花園15座1字樓。
（銀主命, S.N of Lot No.214 in D.D.23）
物業編號：22061506
太子大南街135號7樓連天台、（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7

旺角通菜街39號地下Ａ1及Ｂ舖位。（銀
主命）物業編號：22061508

鰂 魚 涌 西 灣 臺 1 號 Mount Parker
Residences11字樓Ｃ單位。（銀主命）
物業編號：22061509
何文田迦密村街9號君逸山17字樓Ｂ單位。
物業編號：22061510
屯門鳴琴路1號山景邨（第3座）景榮樓8字
樓25號單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物業編號：22061511
屯門景峰徑4／8號怡樂花園第3座26樓Ｅ
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12
元朗公園南路23號柏麗豪園第3座2字樓
Ｂ單位連地庫1樓124號車位。
物業編號：22061513
元朗錦綉花園荔枝東路51號。
物業編號：22061514
西貢南圍村35號 1字樓。（Lot No.299
in DD214）物業編號：22061515
旺角東安街17、19及21號東安閣13字樓Ｂ
單位。物業編號：22061516
九龍灣啓業道28號啟泰苑Ｄ座啟勳閣19字
樓4號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1517

平方呎

實用846

實用1112

實用592
建築692
實用1275
（未核實）
閣樓450
（未核實）

建築
26室：980
（未核實）
27室：575
（未核實）

建築700

實用564
建築705

建築361
（未核實）

實用1353
建築1745

實用478

實用277

實用414
建築537

實用944

實用962

建築700

實用242

實用545
建築672

開價
（萬）

1550

1200

700

6900

890

335

320

5300

2650

700

綠表75
自由220

390

888

1200

410

298

550

聯絡人

93744386任洽
91386079劉洽
92276625謝洽
94307655周洽
98331884鄭洽
51778750李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51778750李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0920099吳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2913917馬洽
90920099吳洽

93744386任洽

92276625謝洽

98666104陳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90920099吳洽

98331884鄭洽
93744386任洽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物業地址

香港田灣街12號南津．迎岸22字樓Ｆ單
位連露台。物業編號：22062201
睇樓日期：16/6（5-6）18/6（3-4）
香港山道60號適安大廈2字樓Ｄ單位。
物業編號：22062202
睇樓日期：18/6（12-1）20/6（5-6）
大埔林村丈量約份8號地段1539號。（近白
石崗,新塘121號旁,部份綠化地,部份V Zone
地）物業編號：22062203
沙田樂景街2－18號銀禧花園第2座23字
樓C單位。物業編號：22062204
長沙灣元州街155—163號翠雲大廈5字樓
5號單位。物業編號：22062205
九龍沐寧街9號龍譽第2Ｂ座9字樓Ｄ單位。
（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6
睇樓日期：18/6（5-6）21/6（5-6）
深水埗欽州街19號建新大樓8字樓。
（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7
睇樓日期：18/6（3-4）21/6（5-6）
西貢蠔涌七巷23號地下。（Lot No.1481
in DD244）（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8
睇樓日期:18/6（3-4）
屯門福亨村路8號豫豐花園第10座17字樓Ｅ
單位連露台。（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09
睇樓日期：18/6（3-4）19/6（1-2）21/6（5-6）
牛池灣豐盛街83號曉暉花園第3座25字樓Ｄ
單位連第3層40號車位。物業編號：22062210
沙田小瀝源路68號廣源邨（第7座）廣橡樓
22字樓05號單位。（法院令）
物業編號：22062211
睇樓日期：17/6（5-6）18/6（3-4）

平方呎

實用194

實用473

地盤面積
約7840.8

實用510

實用388

實用306

實用583

建築283

實用568
建築767

實用709

實用385

開價
（萬）

415

580

590

延期
拍賣

378

650

400

195

448

930

綠表
148

聯絡人

98666104陳洽

98666104陳洽

51778750李洽

51778750李洽

93744386任洽

90920099吳洽
94307655周洽

91386079劉洽

98331884鄭洽

92913917馬洽
98666104陳洽

90920099吳洽

92276625謝洽

18

19

20

21
a&b

22

物業（4）及（19）以連約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黃竹坑業勤街33號金來工業大廈第2座
1字樓Ｅ單位連平台。物業編號：22061518

將軍澳毓雅里9號慧安園商場地下Ａ104
號舖位。（租期至31-5-2023 租金$4880）
物業編號：22061519

大嶼山澄碧邨第19座3字樓Ｂ單位連天台。
物業編號：22061520

大埔塘面村304號1字樓及2字樓連天台。
物業編號：22061521
深井青山公路深井段38號海韻花園第5座
12字樓Ｆ單位。物業編號：22061522

建築337
（未核實）
平台180
（未核實）
實用79

（未核實）
建築158
（未核實）
實用814
建築1050
天台1050

建築1400

實用681
建築832

248

拍賣前
售出

280

延期
拍賣

540

93744386任洽

98331884鄭洽

92276625謝洽

92913917馬洽

92276625謝洽

承業主、銀主命及法院令公開拍賣
茲定於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下午3時中環德輔道中84-86號章記大廈3樓A室

鰂魚涌太古城道39號

出售 萬$9,500

匯豪峰停車場

歡迎查詢：

M：9046 8806 / T：3521 1552
忠誠拍賣行
物業編號：220208
牌照號碼：C-012527

租金回報高
三層樓

樓底高
車位闊
24小時服務

梁小姐
Teresa Leung ARICS /MSC

鰂魚涌太古城道39號

出售 萬$9,500

匯豪峰停車場

歡迎查詢：

M：9046 8806 / T：3521 1552
忠誠拍賣行
物業編號：220208
牌照號碼：C-012527

租金回報高
三層樓

樓底高
車位闊
24小時服務

梁小姐
Teresa Leung ARICS /MSC

12

13

14

15

16

17

物業（2）及（16）以連約出售，物業（15）以不交吉出售，其餘物業以交吉出售。
（除拍賣前收回及售出外）＊以上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擔保其正確無誤＊

坪洲永隆街29Ａ號2字樓連天台。（2份
之1業權,有樓契,近涌仔村）
物業編號：22062212 睇樓日期：18/6（3-4）
藍田連德道8號興田邨（第3座）彩田樓11字
樓04單位。（法院令,不提供樓契）
物業編號：22062213
睇樓日期：18/6（1-2）20/6（5-6）
九龍穎竹街8號竹園北邨（第9座）柏園樓20
字樓02號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14
長沙灣青山道468號One New York18字
樓Ｅ單位。（2份之1業權）物業編號：22062215
觀塘嘉樂街8號宏業大樓8字樓Ａ單位連
天台。（唐樓）物業編號：22062216
8A：租期至19-10-2023 租金$8500
天台：租期至31-12-2022 租金$6500
上水智昌路3號上水中心第4座19字樓4Ａ
單位。（銀主命）物業編號：22062217
睇樓日期：18/6（2-3）20/6（5-6）

建築310
天台310

實用489

實用443

實用242
建築332

實用346
天台313

實用532

120

綠表
178
自由
258
綠表
198

100

265

760

93744386任洽

92276625謝洽

90920099吳洽

92913917馬洽

98331884鄭洽
93744386任洽

90920099吳洽
91386079劉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