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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 27 Tower on the Lake
提供無與倫比、一望無際的臨湖美景

  Pier 27 Tower on the 
Lake， 是 Fernbrook Homes 及

Cityzen Development Group 攜手呈獻的最新一
期湖景樓盤，在這個人人渴望擁有的湖濱地點，
為買家提供無與倫比、一望無際的臨湖美景。

安保診所 萬聖節家庭樂

新輝地產Chris Wu 推介萬錦市約克新校區York Condo

Market Village 城市廣場
週日提早慶祝Halloween 

奧比斯第八屆「亞洲光明之旅」
電視籌款夜成功舉辦

為亞洲失明孩子重燃光明夢想

本版圖文 客戶提供

安保診所一年一度的免費社區
活動今年會以萬聖節為主題，將於10
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10時到下午1時
舉行。包括多項適合大人及孩童的遊
戲，健康講座及社區資訊，還有多次
的抽獎活動。報名及查詢請致電安保
診所。
日期：2015年10月31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到下午1時

地點： 安保診所 (3280 Midland Ave. 
Unit 22, Scarborough)

電話： 416-479-7600 x 101 
網址： www.hfclinic.ca

秋意正濃，在寒冬
將至之前, Market Village 
城市廣場於本星期天 (十
月二十五日)舉行「城市
Halloween 2015」,有一連
串精彩表演、資訊性講
座及其他比賽，並邀請
電台名DJ胡懿恩擔任司
儀，提早為一家老幼慶
祝萬聖節。

為加添歡樂氣氛，
城市廣場再度特別安排

「扮古扮怪比賽」，即場
選出最扮嘢小朋友，當
然亦少不了廣受小朋友
歡迎的小丑，屆時為大
家表演魔術及派送可愛
動物汽球; 除此，主辦
單位更準備多款創意比
賽，豐富獎品由晶趣廊

送出。小朋友還可以再
一次與罕見活生生的野
生動物作近距離接觸，
好讓他們親親大自然; 又
可欣賞Studio 9 舞蹈學院
演出,還有加拿大少林寺
文化中心功夫表演; 並特
別邀請到加拿大肝臟基
金會講解有關肝病知識。

此外，一如以往，

還有大豐國際有限公司送
大禮，泰聯貿易送出精美
禮品。節目多姿多彩，又
富教育意義，仲可以同胡
懿恩姐姐一齊扮古扮怪，
加上豐富的獎品及禮物，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天）若
不往Market Village城市廣
場走一趟，肯定是你的損
失！

十月十八日週日晚，一年一度的
奧比斯「亞洲光明之旅」電視籌款夜于
新時代電視成功舉行，數百位善長當
晚積極響應，慷慨捐款。今年的電視
籌款活動是加拿大奧比斯「亞洲啟明計
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計劃啟動兩周以
來，該計劃已籌集了 $92,000 元善款。

今年的節目回顧了奧比斯「兒童
光明大使」關詠荷親自前往中國山東拜
訪眼病小朋友的感動瞬間；另有12位
捐款人代表組成的親子探訪團，深入
蒙古大草原，不僅實地體驗了兒童救
盲的緊迫性，也幫助捐款人家庭的小
朋友開拓了視野。關詠荷特別強調，
人是需要互相幫助，同時堅信有愛，
就有力量跨越重重的難關，為全球失
明及眼疾兒童帶來一個色彩世界。

加拿大奧比斯發展總監黃晶晶感
謝大家的慷慨捐款：「從2008年起，全
國華人社區已通過亞洲光明之旅節目
為奧比斯籌集了近168萬加元善款，我
們對大家多年來的支持非常感激。這
也督促奧比斯更加努力在亞洲欠發達

地區培養醫生，捐贈設備，建設社區
眼健康網絡，讓數千萬失明或者患有
視力障礙的小朋友早日實現看得見的
夢想。」

「亞洲啟明計劃」亦將邀請捐款或
者籌款超過$3,000的愛心個人和家庭
加入2016年7月中國山東和北京的實地
探訪，捐款人得以親自前往救盲第一
線，參觀奧比斯合作醫院，并和本地
醫生一同前往鄉村，組織眼科篩查，
更有機會進入手術室觀摩眼科手術，
陪同受益人重見光明。

同時，奧比斯也積極在華人社區
開展一系列推廣眼健康的活動。11月
下旬，奧比斯邀請兩位資深志願醫生
就有關青光眼、視網膜老化等眼疾問
題進行公益講座。如果您錯過了今年
的精彩節目，可以在啟明計劃的專題
網站www.sightsonasia.ca或者奧比斯官
方網站www.orbiscanada.ca 在線觀看，
奧比斯藉此也邀請您訪問網站了解更
多信息，慷慨捐款，幫助每個小朋友
都能看到這個多彩世界。

Pier     27 Tower on the Lake樓高35層，座落Yonge街夾
Queen's Quay以南，地點優越。建成後，將與第

一期及第二期大樓一樣，憑著出眾及奪目的設計，成為該
區的又一地標式建築。大樓的設計，由擔任architectsAlliance
總裁的著名建築師Peter Clewes負責，突出的線條及層疊的設
計，使差不多每一個單位，都可享受美麗的湖景，部份更可
毫無阻隔地眺望多倫多中央島及市中心景色。

「Pier 27可說是多倫多湖濱最優越及豪華的共管柏文
住宅。」Fernbrook Homes總裁Danny Salvatore說。「這是其
他地點無可比擬的，我們位處Queen's Quay南邊，所以Pier 
27是真正的湖濱社區。由於多倫多市中心的湖濱物業數量
極少，這更是非常難得的投資機會。」

Pier 27位處安大略湖畔，更是多倫多市中心附近多姿
多彩及繁華的湖濱社區。金融區、娛樂區、WestinHarbour 
Castle及富歷史特色的St. Lawrence社區，還有數之不盡
的食肆和雜貨店，統統都是舉步之遙。喜歡娛樂消遣的
話，附近便是Rogers Centre、Air CanadaCentre、Sony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SoundAcademy及多家夜
店。喜歡接觸大自然的，Pier 27只距離多倫多中央島渡輪
碼頭幾分鐘路程，又或到附近的Sugar Beach、Sherbourne 
Common、Harbourfront Centre，也可到直接貫通的Martin 
Goodman Trail，是跑步人士、騎單車人士及步行者最愛
的路徑。Pier 27位於世界級的湖濱發展區，也是湖濱重建
的中心點，新的街車路軌、單車線、行人友善的人行路、
重新劃分的道路等等，都令原已非常多元化的社區更加方
便。此外，與Pier 27數步之遙的Jack Layton渡輪碼頭，預
計會在2016年開始興建工程。這個渡輪碼頭的設計，是從
國際性比賽中挑選出來，除了高功能的渡輪碼頭，還結合
了一個公眾公園。

連接地鐵及街車的聯合車站，也為公眾提供GO
運輸系統、VIA火車及前往皮爾遜國際機場的Union 
PearsonExpress機場快線。經常需要出外公幹的住客，相信
會對大廈鄰近Billy Bishop機場而感到高興。Pier 27 Tower 
on the Lake提供大量不同設計的豪華單位選擇，間隔實用
之餘，湖景及城市景色都令單位更顯壯麗。令人傾心的室

內設備及用料，包括廚房及浴室的花崗石及雲石檯面、時
尚廚櫃、名牌電器等。

無與倫比的世界級住客設施，包括位於13樓陽台的游
泳池，可一邊暢泳一邊欣賞城市及安大略湖的無敵美景，
還有遊戲室、電影室、派對房及寬敞的天台陽台。健身設
施包括練習室及瑜伽室，並由專門在共管柏文內提供星
級健身課程的著名健身集團Movement Haus by Benchmark 
Group，為住客度身訂造私人健身課程。

Fernbrook Homes在大多倫多地區創造了多個優質新屋
社區而聞名，Cityzen Development Group則是多層面的地
產發展商，其姊妹公司DominusConstruction Group，也是
大多倫多地區數一數二的著名建築商。他們雙劍合璧，共
同創造美麗及設計具標誌性的建築，在提高生活質素之，
也不忘對社區及環境的關注。由Cityzen及Fernbrook Homes
攜手發展的項目，包括位於密市的獲獎大廈Absolute World 
Towers、位於多倫多市中心的Backstage及L Tower，還有這
座Pier 27。如欲了解更多有關Pier 27 Tower on the Lake，
可上網到www.Pier27Tower.com瀏覽及登記。

Chris Wu 為你介紹萬錦市中心備受追捧的樓盤York 
Condo, 位於Warden Ave和Enterprise Blvd著名的Downtown 
Markham 社區內，由享富盛名的Remington Group打造。
本週開始進行首輪VIP預售，發展商還推出多個限時優
惠！

Downtown Markham 大型綜合式社區發展成熟，佔地
243英畝包括有2百萬平方尺零售和餐飲商舖，1萬多個高
級公寓和鎮屋單位， 超過10萬平方尺健身中心。即將動土
興建的新約克大學校區也將選址於此，將為該區帶來超過
4000名全職學生，400多個學校職位，提供25個不同學位課
程。York Condo 地理位置優越，位於萬錦市心臟地帶。交
通四通八達，大樓旁就設有Viva 公車站，乘坐一個站即到
達約克大學新校區。附近兩大高速404 和4  07連接市中心，

機場，士嘉堡，旺市等多個地點。 Downtown Markam社區
內還配備超市，各式餐館，商舖，酒舖，電影院，酒店，
公園等，全部近在咫尺，是自住者和投資者的首選地點。

大廈樓高15層，全部為住客單位。單位大小選擇非常
廣，滿足各類型用家需要，最小有498平方尺的一房單位，
最大的有1250平方尺的兩房連書房單位和少量鎮屋單位。
售價一睡房$242,900起，一睡房加書房$277,900起，兩房  
$307,900起，兩房  加書房$433,900起。

York Condo 還為住客配備了完善的設施，包括24小
時前台服務，地下停車場，健身中心，天台花園連水池，
Party 房，寵物spa, 多媒體和遊戲室，訪客套房等。延續一
貫的嚴謹作風，每個單位都用料講究，精心建造。單位9尺
樓高，大門結實氣派，全屋複合式地板。廚房採用精心挑
選的較高櫥櫃，高級石英檯面和大量儲物空間，配備不銹
鋼家電包括玻璃面煮食爐，焗爐，油煙機，微波爐，洗碗
機等。單位設計注重節能環保，採用節能抽風系統，節能
洗衣乾衣機，單位獨立控制節能通風系統等。

樓盤反應熱烈，發展商還沒公佈資料已經收到很多
諮詢和預定。本星期開始首批VIP發售，發展商推出限時
優惠，包括延長的付款時間（入住前只需要付15%），車位
加儲物櫃只需$25,000 (原價$30,000), 全部單位發展費封頂
$5,000 和免除轉名費用。投資者們請把握時機，來電挑選
最好的單位416.668.8688 Chris Wu（國，粵，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