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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無論是屬木、屬金、屬火或屬水，全世界的福兔在此
刻集結起來。瑞獸回來了—— 無論過去幾年發生甚麼事，福
兔都將好運帶給大家。

好運來 把握當下

我們努力為大家送上好運，CNY23 DROPs向尊貴客戶提供
精選的Hollybridge物業高達近63萬元折扣。如脫兔般快步
把握折扣吧! 因為DROPs計劃內的物業價格會隨時間上升。

Hollybridge 真正的河畔生活

我花很多時間與Hollybridge業主和買家交流，當中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認為這兒一個被許多溫哥華人遺忘
的美麗河畔。

它，就在溫哥華，高尚奢華。你會得到可以欣賞壯麗景色的
露台或甲板，以及包括游泳池和羽毛球場的度假村設施。

R yan
Ryan Laurin

營業及市場推廣部副總裁      @lightninglaurin

happy new year!

河畔， 
是屬於福兔， 
屬於追求卓越
和品質的人

Look on our website for bonus articles.

HAUTE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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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 DESIGN

自然形態的想像充滿盼望，並迸發永不褪色的生命力。張鶴
的作品使用濃烈的油畫顏料，看起來就像一束束純色，有著
爆炸性的抽象風格。

雕塑般的筆觸，對「氣」自然而大膽的演繹，張鶴的作品與
魁北克本土運動相呼應，更有像波洛克般美國抽象表現主
義的深刻底蘊。然而，他的畫作同時具有鮮明的中國書法
特色。

1963年兔年生於沈陽，張鶴在踏上繪畫之旅前，學習藝術和
舞台設計。 1998年，他和妻子來到蒙特利爾並定居該地。就
如在工作室的照片看到那樣，他的創作不只是一場小型表
演，張鶴充滿活力，作品規模宏大。

雖然張鶴畫作的複製品值得收藏，但只有面對面的親身體
驗，才能真正感受其作品的深度。Haute很高興與張鶴在溫
哥華的代表，位於列治文Hollybridge的Kostuik Gallery合
作舉辦畫展。

畫展將於1月27日開幕，並於春節期間開放。

動態與思考的和諧
張鶴的彩色世界

WORDS

@yvr_paragraphica

PERRY BAXTER

www.kostuikgallery.com
@jkostuikgallery

Giving, 2022, 布面油畫, 48 x 48 x 2 吋- 張鶴 Sea Waves, 2022, 布面油畫, 40 x 40 x 3 吋 - 張鶴

對張鶴來說，抽象表現主義及自動主義者是他的創作起點。其他靈感則來自海倫·佛
蘭肯瑟勒 (Helen Frankenthaler)、柴姆·蘇丁 (Chaim Soutine) 和埃貢·席勒 (Egon 
Schiele)。

6

https://www.instagram.com/yvr_paragraphica/?hl=en
https://www.instagram.com/yvr_paragraphica/?hl=en
https://www.instagram.com/yvr_paragraphica/?hl=en
https://www.kostuikgallery.com/
https://www.instagram.com/jkostuikgallery/?hl=en


Like a Tornado, 2022, 布面油畫, 48 x 36 x 吋 - 張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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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在疫情的高峰期，江明翰和伍家陞帶領對食物短缺感興趣的學生在東區分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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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聯席總監江明翰(Jonathon Kong)認為，培訓年輕人
成為領袖的工作不能操之過急。

「當我們帶學生到倫敦和紐約，也在惠斯勒舉辦夏令營，正
是幫助這些年輕人獲得自信，讓他們說自己可擔當要職。介
紹他們予牛津劍橋大學教授、矽谷領導人，甚至聯合國大使，
以幫助他們發掘自己的潛力。」江明翰說。他與另一位聯席總
監伍家陞(Franco Ng)於 2020 年共同創立 Porte。」

在卓越的教練和導師團隊協助下，Porte鼓勵 13 至 25 歲的
學生以熱誠完成每一個計劃。

「我們到世界各地協助學生拓展他們的事業。最近有一位同
學關注難民權益，我們就安排他與聯合國高級官員會面，以
加深這方面的了解。」

「另一名同學希望了解糧食供應不穩所帶來的挑戰，我們就
與市中心東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合作，讓她能夠了解社會企業
前線的工作情況。」

提升品格 邁向成功

在專家團隊的指導下，Porte會協助學生了解高中以及常春
藤聯盟大學的申請流程、入學要求和考試情況。

「頂尖大學尋找標準以外的可能性。獨特的申請人是透過閱
歷而非考試誕生。」伍家陞道。

從兒童舒緩治療到亞裔種族主義的討論， Porte 的學生對
都感到興趣。教育的意義就是令人以獨一無二的視野去看
待世界。改變個人體驗以及找到合適的學校是其中途徑。

「我們希望 Porte 的學生對現狀提出挑戰。」 伍家陞續說。「
每個同學都需要找到自己觀點，然後我們協助他們付諸實
行。我們是一家專業的學術規劃諮詢公司，會滿足每位客人
的需求，從來都不玩弄數字遊戲。」

兔年成就有效率的思想家

每位高瞻遠矚的家長都希望孩子們發揮潛能。2023年，我們
會提供一整年的招生諮詢、領袖生訓練營，以及機會難得的
體驗旅行。

「我們已計劃下一次的歐洲之行，尋找家中沒有的學習機
會。我們希望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不論他們是想接管家
族業務或成為外交高官，他們都需要世界性視野。」

「Porte不僅告訴他們在學業上要做甚麼，我們還會展示他
們應如何回饋社區並作出貢獻。全力令他們感受世界。」江明
翰興奮地說。 「Porte不採取折衷，任何事都認真處理。」

為下一代打開世界大門

領導力、同理心 
從Porte起步

中國諺語有云「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經過一段四年多的漫長旅程，面對過疫情的嚴峻挑
戰，Hollybridge即將落成，是River Green 30 英畝
總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WORDS

@yvr_paragraphica

IAIN FERGUSON

江明翰和伍家陞指導年輕人舉辦慈善活動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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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BRIDGE

眾所皆知，樓花價格較現成房屋吸引，大溫哥華的Holly-
bridge at River Green也是一樣。而當項目接近完成，預售
期就會結束。

物業價格「先DROPs後Rises」

簡單而言，ASPAC DROPs為尊貴客戶提供最享負盛名的
Hollybridge住宅，包括兩間或三間睡房以及最多三間浴室
的房屋，並提供可高達 625,800 加元的「通脹折扣」，以抵
消通貨膨脹。我們稱之為「通脹折扣」，因為折扣率非常接近
6%的通脹率。

未售出的物業於項目完成後會升值，所以折扣每星期都會
降低，物業價格亦會上升。

甚麼是
DROPs?

就是，以最優惠價格購入 
最好的ASPAC物業

1
2
3

前往ASPACdrops.com

點擊「立即鎖定優惠」(”Secure This Price” )

以折扣價與ASPAC銷售團隊簽訂合約！！

預訂越早、價格越低 

只要迅速行動，就能獲得最大折扣，以最優惠的預售價格擁
有最優質的物業。同一物業於幾個月內將以正價上市，所以
必須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立即登入ASPAC DROPs網站，了解物業在DROPs期間的價
格。您就可以通過物業升值來抵消通貨膨脹，在兔年創造自
己的好運。

祝大家新年快樂!

ASPAC Unflation DROPs

DROPs的3個簡單步驟：

10

https://aspacdrops.com/
https://aspacdrops.com/
https://aspacdrops.com/


11



穿上了烏托邦——方妍楠的生活與工作。
不要戰爭，要裙子

FASHION

Susan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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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妍楠Susan Fang是一位時尚的年輕女性，她重新定義女
性氣質。她的作品輕盈又充滿情懷，帶大家離開現實走進童
話世界，返回孩提時代。但強烈的幾何和結構，有著一些顛
覆性內容。這種風格是來自方妍楠年輕時遇上的挑戰。

「以往經常要搬家，經歷過種族歧視，很痛苦，但我認為事件
早些發生未嘗不是好事，令我了解有同樣經歷的人的感受。」

「我知道他們不是故意的，我是當時唯一的中國人，他們不
了解這種文化。另一個地方的話，我就會被接納。」

「雖然很痛苦，但我很高興能理解他們。這對我來說是很重
要。我是一名中國設計師，以往只會使用中國元素，沒想到我
會設計這系列。我就像回到過去，但更有普遍性，融會不同文
化和人。」

小時候，大自然是方妍楠的快樂之地。對成為時裝設計師的
她來說，現在仍是一樣：是避難所、是靈感泉源、是不一樣童
年的快樂記憶。

「我的老家在寧波的農村，那裡有很多山，很多竹子。所有家
具都是用竹子製成，食物就是竹葉和竹筍炮製，也有用豆子
等簡單食材。」

方妍楠多年來跟隨父母越州過省，不斷搬家，令她很快可以
適應不同環境。

「當我在溫哥華的時候，媽媽總是會讓我星期五不用上學，
陪伴她到山上或到河邊釣魚。」

「我們曾移居英國，然後到了塔科馬，接著又在英國居住多
年，我覺得我總能在大自然中找到治癒方法。當我在大學感
到巨大壓力，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就治癒了我。我現在不會做
甚麼噩夢，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從大自然的韻律、零碎片段以及互相的聯繫中得到啟
發。如果你感到童年是最自由，或是你最習慣的事，我覺得它
會成為你要回去的地方。」

方妍楠的作品，如最近的Airlight系列，是回到小時候的輕
紗大道，以初心消去一切危險。

「Airlight是關於對戰爭的恐懼，希望以愛帶來和平。上一季
作品是關於蛻變，很想獲得很多的自由，逃離疫情，希望人們
可以有更多同理心。」

當衣櫥裡擁有方妍楠的設計，就像活在另一個世界。在那
裡，大都是方妍楠的媽媽把友誼編織到作品上。

「我們自己製作印花，和媽媽一起製作自己的布料。鮮花和
自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嘗試以一種抽象、隱蔽、不明顯
的方式來表達，但穿起來卻非常有趣。」

方妍楠和其靈感泉源的母親合照  圖片來源：Silvia Draz

左上/中/下：2023 春夏系列 - 人手縫製的抽象圖案Air Flowers   
圖片來源：Hayden Pe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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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製作 Air-Ribbon 連身裙，以多層次彩色薄紗營造自然動感  圖片來源：Hayden Pe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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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妍楠2023 春夏系列於倫敦時裝展亮相  圖片來源：Hayden Pe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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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妍楠的時尚不是隨波逐流，而是挑戰時尚的固有形象，遠
離男士媒體的視線。

「我畢業的時候，主流是簡約主義，或是女性穿得較男性化。
對大多數人來說，我的作品看起來比較柔和，但我覺得大家
都會接受，溫柔不代表脆弱。媽媽非常堅強，但卻有一顆溫柔
的心，我認為這是女人迷人的地方。」

「我對女性的理解也受到媽媽的影響。我很慶幸自己是一名
女性，感到很安穩。亦從沒有覺得女性力量不如男性，因為她
是一個非常堅強的女性。」

「當我們舉辦一些活動或是團隊招聘時，我會很留意有媽媽
形象的模特兒。我會被她們吸引並邀請成為我們的模特兒。
我覺得媽媽最美麗是她的能量。不太注重外觀。我認為這是
我們品牌的一部分。」

無論是作品或理念，方妍楠的時尚有很多層次，很有意義：

「我們都關心設計的外觀，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非常關注作
品看不見的部分和能量。關心這系列有甚麼意義，或我們想
帶出甚麼信息。」

「然後我們會嘗試展示它。它可能是一個印刷品，變得抽像
甚至變成一條帶子。而這條帶子又再次折疊成一個幾何形
狀，這是非常有層次。通過這個過程，我們相信可以把能量收
集下來。」

「母親們必須忍受眾多痛苦，為孩子犧牲很多時間。她們同
時要非常溫柔，這是剛柔的結合，很迷人，也是女性堅強和美
麗的部分。」

「這就是我們的服裝，不會因為顯得優雅或，對某些人來說，
有點幼稚而感到尷尬的原因。」

「不必再像男性一樣成為一個堅強的女性。我們的服裝可能
看起來很優雅，但實際上它們是非常結實。是重複折疊多次，
穿起來會很舒服。」

方妍楠仍在構思她的2023年秋季新系列，她最近於墨西哥
旅行看到遷徙中的蝴蝶，取得一些靈感。

「我們現在只是決定主題，並開始構思，還沒有確定下來。我
們目標是可以推出一個童裝系列，是一個非常小型的系列。」

「另一個主題將與反烏托邦相反。反烏托邦題材已有很多，
很傷感吧？如果每個人都關注反烏托邦，我們只會陷入更多
的戰爭。這是消極的想法。我們嘗試帶來一些正面的東西。」

如果我們能生活在一個和平、和諧的烏托邦，它或有點像方
妍楠的作品。

WORDS

@yvr_paragraphica

IAIN FERGUSON

www.susanfangofficial.com
@susanfangofficial

方妍楠2023 春夏系列 Air.Light 3D 立體手機袋  圖片來源：Haydon Perrior

方妍楠2023 春夏系列 Air.Light 探索「和平與愛的多元性」  
圖片來源：Haydon Pe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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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妍楠出席倫敦時裝展  圖片來源：Hayden Pe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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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 DESIGNART & DESIGN

建築大師的
大師級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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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四年多的漫長旅程，面對過疫情的嚴峻挑\ 戰， 
Hollybridge即將落成，是River Green 30 英畝總規劃的重
要組成部分。

Hollybridge項目設計師及首席建築師， IBI Group的Gwyn 
Vose從一開始就參與這個大師級住宅項目。

「River Green總規劃第一階段於2000年代初啟
動，Hollybridge項目緊接著鄭景明的建築展開。獨特的階梯
式設計與早期的建築物不同，我們可創建別具一格的陽台，
讓住客俯瞰美麗的河流。」Vose 解釋道。

Hollybridge 由三幢中層大樓組成，可以最大幅度的面向欣
賞山河景致。北面和西面視野開揚，部份單位更可看到兩個
方向的景觀。

「當時我們從農場開墾一些原始林地，在東北面建造天然防
風屏障。從籃球場可以看到東面的自然景觀。」

河畔的自然環境啟發了建築風格以及材料的選擇。

「我們在河邊會看到綠草搖曳和河水的流動。每棟住宅都有
垂直排列的石塊結構，與高大的蘆葦相互呼應。三棟大樓之
間有舒適的流線形空間，對應著河水的波動，將建築物與大
自然的空間融為一體。」

Hollybridge更把河流帶入室內，兩棟大樓底部的平台上設
有一個長長的、奧運規格的游泳訓練池。每個樓層的設計也
是連綿不絕，陽台和窗戶都可獲得最闊的視野，捕捉最多的
自然光。

「Hollybridge的色彩和陽台的階梯設計於列治文都是獨一
無二。設施亦是舉世無雙，是發展商ASPAC標誌性的高質量。」

Hollybridge為列治文提供有史以來最頂級的物業。H座的
801單位就是一個典範。它有四間寬敞寢室、三間半浴室、一
間家庭房、一間有客廳、飯廳和廚房的大型起居室。戶外的
陽台更與室內環境一樣開揚，總建築面積達到引以為傲的
2275平方呎。

這就是Gwyn Vose和他的團隊對河畔生活的想像。享負盛
名的Hollyridge可在2023年的春季開始入伙，早前不少單
位已搶購一空，現剩少量高端豪宅讓幸運的客戶尊享。

Hollybridge將成為 
菲沙河畔（Fraser River）
獨一無二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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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Montblanc
福兔脫穎而出 
以萬寶龍限量版歡渡 2023
中國書法藝術讓我們知道，不僅寫作的內容重要；書寫方式
亦會提高作品的層次和價值。無論為最愛寫一張便條還是
簽署商業合同，每一筆每一劃都值得收件人花時間去思量
箇中意義。Haute在新一年踏上啟迪寫作之路。

文字的泉源

全新的萬寶龍512兔年限量版鋼筆，讓人以更有意義的方式
表達對2023 年的計劃。

512代表甚麼？是幸運的「 8x8x8 」。

就像傳說中的福兔，Haute認為全新的萬寶龍兔年限量版
鋼筆，將全面取得成功。筆蓋由Ag 925純銀製成，手工刻上
一隻兔子，英姿煥發。桂花樹代表事業有成，白菜和蘿蔔則
象徵財富，而背景的山嶺就寓意最大的福蔭。筆蓋頂部當然
亦有萬寶龍的珍珠貝標誌。

幸運的信件

與筆蓋成鮮明對比，鍍玫瑰金的筆桿精緻地刻上寓意吉祥的
「祥雲」字樣，鑲有一顆閃耀的兔子座誕生石--珍珠。筆蓋環

承傳過去六次的兔年限量版設計。Au 750純玫瑰金筆尖閃
亮動人，亦刻有脫兔標誌，令個性在紙張上脫穎而出。

收到這一份厚禮有多幸運？問一問兔年出生的人吧！

The Montblanc Vancouver Store
@montblanc

OBJECTS
OF
DESIRE

ha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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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躍進黃金市場？ 
金碧輝煌 生生不息
各種加密貨幣的升跌(下跌居多)一直被受關注。儘管市場充
斥著激烈波動和可疑交易，虛擬錢包中的比特幣或其他數
碼貨幣都已經成為一種時尚。

2023 年，加密貨幣熱潮或許將捲土重來。即便如此，大家不
要忘記有一種現金替代品，比狗狗幣或以太坊更早成為投
資者的熱門避風港。它也需要被開採，但無法被追踪更不能
被盜用。那就是——黃金。

重量的價值

世上所有黃金的總重量大約是帝國大廈重量的四分之三。
但市場上的黃金是流動的。每天1550 億美元的黃金交易到
虛擬交易平台，價值超過歐元和英鎊交易的總和，也超過美
國國債。黃金是活的、是動的。根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過去 
20 年中黃金表現更勝標準普爾 500 指數。

真實的開採

作為對沖通貨膨脹工具，黃金的地位一直難以超越。不同於
可無限加印的法定貨幣(如加元)，黃金是一種有限資源，只
能通過現實世界中的重型機器開採。

更重要的是，黃金具有實際用途和社會價值。它用於計算機
電路板或變成指環。這些用途減少可供出售的黃金數量，令
其保持高價值。

合適的投資?

投資黃金有很多方法。您可以購買真正的金塊——主要是金
錠或金條，但那當然需要位置存放！您亦可以選擇數碼衍生
品，例如投資黃金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或線上擁有在
安全位置的黃金儲備。

若您希望黃金有巨大回報，但投資珠寶或貨幣或許會更刺
激；您亦需要找到可信賴的賣家，確保交易的確實性。

珍藏的金兔

為慶祝兔年來臨，加拿大皇家鑄幣廠推出一枚100元金幣，
價值 2188.88 加元！早前價值 99,500 元的 Kilo Pure Gold 
Coin 旋即售罄，可見市場對黃金的重視！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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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美味的烹飪書 
來自St. Lawrence的熱情
我早知道它會獲得米芝連一星。曾到 J-C Poirier的 St. 
Lawrence餐廳用膳的人都會說，那裡的三道佳餚，會帶客人
從溫哥華去到魁北克，再到巴黎折返，體驗一次華麗旅程。

有否想過可以在家裡製作他們的招牌鴨肝泡芙？秘密是至
少需時兩天。黃豌豆湯都可以做到？法式漂浮雪島又如何？
從輕食到高級菜餚，J-C Poirier的125道食譜必成為溫哥華
的烹飪聖經。這部書讓作者的烹飪熱情保持沸騰，更令讀者
渴望回到St. Lawrence品嚐「原著」。

每個廚房都應該有一本《Where The River Narrows》。正如
主廚所建議：這食譜是應該受人愛戴和善用，最愛的菜餚更
應該以便利貼裝飾，並寫滿個人筆記。它應該是雜亂、破損
以及濺滿污漬，甚至因為太近煮食爐而沾上食材的味道。

估算我只能弄出蒙特利爾牛排香料......

R yan's
PICK

St. Lawrence

法式奶油燴雞

St Lawrence 主廚 JC Poirier  圖片來源：Carlo Ricci 傳統鹿肉餡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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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 BRIDGEHOUSE 橡樹及松樹林，感受百年森林的自然
美與宏偉景觀。

單位空間寬敞，設有三房，三浴室及書房，每天都能與最美
的日出邂逅。

沐浴在溫暖的陽光，沉醉在極致的風光。

H502 設有寬闊陽台，溫哥華標誌性的城市景致與北岸群
山一覽無遺。

配備內嵌式獨立廚房，開放式設計帶來更多活動空間。單位
總面積高達1,695平方呎。

勿失良機，享受高達$625,800加元的新春限時折扣。 
請即聯絡您的地產代理或致電我們的銷售團隊。

*Prices and promo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and exclude taxes. E. & O.E. Sales by Macdonald Realty.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ny such offering may only be made by disclosur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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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CENTRE

Hollybridge at River Green 展銷中心 
5111 Hollybridge Way, Richmond, BC V7C 0C1

604 233 2633
info@hollybridgeliving.com

HOLLYBRIDGELIVING.COM

MASTER
BEDROOM

BALCONY

ENSUITE

DEN

LIVING

DINING
BEDROOM

BEDROOM

BATH

BATH

F

DW

HEAT
PUMP

HEAT
PUMP

KITCHEN

D

W

WO

WOK

WALK-IN
CLOSET

尊貴奢華 河畔豪宅
面積達1695呎

兔年 鴻運當頭

尊貴奢華 河畔豪宅
面積達1695呎

https://hollybridgeliving.com/
http://aspac.ca/


靈感啟發的室內設計
Hollybridge現代的傳統格調

ART & DESIGN

DIana E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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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yyc_paragraphica

TARSIE JACKS

Haute很高興有機會與Hollybridge室內設計主理
人，Chil Design的Diana Ellis傾談一小時，細訴她
團隊橫跨兩大洲的設計概念。

H：Hollybridge項目的設計靈感是來自甚麼？

DE：建築地點及其歷史總有著很大影響。我們的主要靈感
之一是來自1800年代來自英國的三位先驅地主之一， Sam 
Brighouse，Hollybridge著名的橡樹是他種植。

我們採用了那時期的英式設計風格，設計中有著如乾邑色
的濃厚色調、皮革和木材。會所休息室也設計成以鑲嵌皮革
和雕花玻璃裝飾的傳統英式酒吧。

另一方面，我們亦希望帶出現代紐約氣氛，使用了黑框玻璃
配合白色大理石作裝潢。

H：Hollybridge使用了陰陽調和概念？

DE：是的，我認為人們總是在尋找男性和女性平衡。衣櫥採
用了富現代感、硬朗的線條，更以24K黃金和柔和的燈光營
造閃亮效果。管道亦表達出曲線美。

H：IBI如何改變您的思維？

DE：建築承辦商IBI創造了獨特、並非大規模生產的房屋。天
花線條和角度使大堂有時感覺變窄、變成更有特色。我認為
這給人一種像俱樂部感覺，而不是傳統的大堂設計。

H：河畔是您設計理念中的一個重要元素？

DE：當然。景觀和戶外環境的聯繫非常巨大。瀑布形的建築
令房子有著大型露台，我們希望從廚房到河流、天空都有著
最大的連結。

H：Panther如何融入整體設計？

DE：過程很有趣。一般而言，我們會有淺色和深色配色設計。
但我們一直想設計一個獨特的黑色廚房。不要忘記這是四、
五年前的計劃，我們預計客戶會對這種黑色風格感興趣。它
有著性感、充滿格調的寢室元素。

H：Hollybridge內你最欣賞是甚麼？

DE：很多！我認為溫哥華一直沒有真正的英國元素。大堂牆
壁上的細節是來自倫敦傳統的設計，有一種衣櫥效果，也帶
有俱樂部感覺。

我喜歡舊式建築的連結。過去會把窗戶分成十六份，Holly-
bridge就將這設計進行現代化處理。

套房中閃亮的香檳金色管道是我的最愛。金色一般會隨著
時間而變得暗淡，但我就選用一種不會變色的香檳金色。它
總是像全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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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BRIDGE

河畔:  
時間之閱歷
hollybrIdge 
2023 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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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bridge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河畔度假區，在大
溫哥華地區絕無僅有。Hollybridge即將落成，這優
質物業數量精益求精，一起參觀這個ASPAC最具代
表性的發展項目吧。

完美景觀

River Green的位置得天獨厚，不少單位都可欣賞到河流、
山嶺以及城鎮的壯麗景色。因此這裡擁有不同設計的陽台，
讓業主完美地享受戶外景觀。

逾1公里的海濱長廊是受到保護，景觀從來不會被遮擋，河
畔景色永遠得到保證。

咫尺之遙的休閒殿堂

River Green圍繞奧林匹克體育館和未來兩個公園而興建。
而Hollybridge一直追求的是健康和幸福。您可以在堤壩上
跑步、踏單車、或在太極園冥想；亦可以進入設備齊全的健
身房、舉重室、三人籃球場、羽毛球場、體育館、瑜伽和舞蹈
室舒展一下。

這裡有一個奧運級數的游泳訓練池，當中有桑拿室、熱水浴
和蒸汽浴。Hollybridge的星級設施媲美頂級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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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佳的室內裝潢

ASPAC精選世上最巧手的工藝去打造具有意大利風情的住
宅。廚房設備的合作者Cesar近年贏得「世界最佳廚房」獎
項。卓越的材料，細緻的設計，匠心獨韻。

精緻、高端的設計，令Hollybridge住宅成為星中之星， 
Panther更將其優點昇華。2020年以來，物業一直被搶購一
空。今年農曆新年期間推出的2至4房單位將是機會難得。

您可以在DROPs找到這優質房屋，預售物業於限定時間內
提供高達625,800加元優惠。

您可以在DROPs找到這優質 
房屋，預售物業於限定時間內
提供高達625,800加元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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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s rocky mountaIn raIlroad

即使距離高速公路數英里，都看到洛磯山脈高處的
一頭巨獸。巨獸重86噸、闊度10尺、高18英尺、更長
達85尺。它就是龐然大物。洛磯山登山者號（Rocky 
Mountaineer）是加拿大火車旅行與西部自然景觀
的長距離戀愛。

從溫哥華出發，向南駛往美國邊境，然後往東北方向緩慢攀
升，以平均時速50公里經甘露市進入洛磯山脈。沿途將體驗
到世上最令人讚嘆的反重力景觀。工作人員亦會為旅客細
訴窗外每個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

列車的九個車廂僅在白天行駛，旅客不會錯過從360度氣泡
車窗看到不斷變化的景色。加熱座椅甚至可以180度旋轉，
旅客不難看到山羊或駝鹿，亦可以在車廂或戶外觀景台與
新朋友談天說地。（這是加拿大列車，戶外觀景台是必須！）

這是觀賞地球偉大自然景觀最美好的方式。旅客更可在頭
等廂座Gold Leaf或在Silver Leaf品嚐當地食材烹製的美味
佳餚。美食、美酒，甚至美言都包含在每張車票之中！

新一年就乘坐洛磯山登山者號到班夫（Banff），感受加拿大
西部的壯麗吧! 路線於4月中旬到10月中旬開放，名額有限，
建議及早預訂。

最文明之行  
最野性之地

下一站，加拿大洛磯山鐵路

ESCAPES

www.rockymountaineer.com
@rockymountaineer

洛磯山登山者號金葉級餐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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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等廂座Gold Leaf

羅布山脈 - 卑詩省

洛磯山登山者號專屬導遊向旅客細述各個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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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AC 祝大家新年快樂，活潑如脫兔！

*    河畔高尚住宅雄踞壯麗景致，房間充足，可寫意地在家
工作和運動

*   卓越建築項目，設有寬敞戶外用地

*    高端 RIVER GREEN 設施，包括游泳池及桑拿室等 
佔地超過 20,000 平方呎

*    2023年落成 ─ 歡迎致電查詢頂層及其他精選單位的
新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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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s and promo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and exclude taxes. E. & O.E. Sales by Macdonald Realty. This is not an offering for sale, any such offering may only be made by disclosure statement.

Hollybridge at River Green 展銷中心 
5111 Hollybridge Way, Richmond, BC V7C 0C1

家 有 鴻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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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bridge

福兔獻瑞迎新春

https://hollybridgeliving.com/cnyenews/
https://aspac.ca/
http://www.hollybridgeliving.com
mailto:info%40hollybridgeliving.com?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