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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
旅遊診所及健康顧問

我們的服務包括
長期病患者藥物諮詢及輔導
糖尿病免費測試及藥物輔導
長者配藥優惠
旅遊藥物諮詢和疫苗注射
接受大多數公

共

＊歡迎預約＊ 免費泊車

Tel :

403-455-8648

web : www.101pharmacy.ca

＊七日營業＊ 10am - 8pm

Fax :

403-455-8619

Address : 1107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R1 (近唐人街及巴士站)

藥劑師與你
文：Natalie / Ambrose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險計劃
16 Ave NE

11 Ave

10 Ave

Centre Street N

我們的專業藥劑師團隊提供一對一的私人用藥諮詢服務 (國/粵）

療保
及私人醫

N



攪攪新意思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血糖測試指數，令我們更容易跟進藥物的效用。
大家好，我是Natalie，每一次有人問我101藥房最大
賣點是什麼？我的標準答案是Passion。我們除了賣藥之
外，我們三位藥劑師都很有Heart。每一樣工作如果要做
得好，都一定要有Passion。Passion其實就是有Heart，把
我們的Passion釋放出去除了傳統的途徑之外更要一些創
新的途徑，101藥房的創新途徑沒有一分鐘停止。

Trend Weekly May 19, 2016
20

由旅行診所開始就是不一樣的途俓，之後我們的
《糖尿病病人關注小組》也是一種新嘗試。以前的糖
尿病病人祗是穿梭於家庭醫生診症，化驗所測試以及
到藥房取藥。今天己加入我們《糖尿病病人關注小組》
的成員，以經成為101藥房的常客，定時定候來101藥
房篤手指測試血糖，更有些會員自製圖表，顯示每日

旅行診所的旅行醫療及防疫藥物查詢，我們亦沒
有想到可以如此的受讀者歡迎。坦白說地球村的距離
愈來愈少，可以去的地方卻愈來愈多，一次旅行一家
大小的開支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有什麼比旅行途中
病倒更為掃興？不管是諮詢的費用或注射防疫藥物的
費用比起整個旅行的成本，簡直是九牛一毛，怪不得
我們的旅行診所愈來愈受旅行一族歡迎。
踏入五月份，我們的新意思愈來愈多。首先我們
禮聘了一位註冊護士，令到我們的陣容更加鼎盛。雖
然目前祗是屬於Part Time形式，但我們肯定會根據市
場的需求而作出調整。
五月份我們會有一個《心血管疾病風險》講座，
於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正舉行。到時

會有我們101三位藥劑師和剛才所介紹的註冊護士，除
講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還會即場為每一位參加講座
者提供一對一的血壓檢查，一切費用全免。而且我們
正密鑼緊鼓籌備其他類型的講座，讀者如果有什麼特
別有興趣的健康課題，不妨電郵給我們。我們收集了
各讀者的電郵後，會根據題目的受歡迎程度，安排下
一輪講座。
說起創新的途徑，又怎可以小得互聯網。我的老
公Ambrose和他哥哥Herbert就在Youtube攪了一個新頻
道。第一個短片的題目是《如何在家裏使用血壓計》
，大家不妨到YouTube、101的網站或101 Facebook觀
看這段短片，看看突破文字的領域是不是另一類的感
受。101藥房正為下一條短片努力，繼續攪攪新意思，
101藥房停不了的新意思。

溫哥華市中心遊

廣場西面另一座建築，是
2009年建成溫哥華會議中心西翼
，最屬目在海傍藍色的一大滴仿似

雨水 Drop雕塑。站在雕塑下，人
顯得很渺小，可見水的威力，要珍
惜水資源。西翼沿海濱長廊有快餐
連鎖店，亦有餐廳戶外雅座，豐儉
由人。海濱長廊欄桿上，大量圖文
並茂說明牌，介紹加拿大各省歷史
，值得一看，睇了幾個沒耐性逐一
細讀。反而，漫步享受港灣美景，
藍天碧海，煤港 Coal Harbour 新
穎大厦林立，整個水上飛機場盡入
眼簾，剛降落的水上飛機，遇上預
備起飛另一架機，瞬間遙遙相對。
水上機場泊了各式水上飛機，班次
非常頻密，載遊客高空俯覽美景。
古老蒸汽船和高速橡皮艇載着遊客
擦身而過。
回望市中心，玻璃外牆商業大
廈互相反映，其中一座反映着 1930
年10月8日建成，樓高22層，曾是大
英帝國最高的海洋大厦Marine
Building。忍不住換個方位，用望遠
鏡欣賞這棟鶴立雞群的加拿大著名

海傍大道一面去士丹利公園
，我倆選反方向拾級而上，返回會
議中心西翼西則的2010年冬季奧
運會聖火台廣場，為紀念已故冬奧
組委主席約翰積普爾 John Jack
Poole 改名為積普爾廣場
Jack
Poole Plaza。抬頭見到西翼屋頂6
英畝綠化的小部份，高空鳥瞰像塊
綉花綠地毯，是全球首座榮獲美國
綠建築協會的白金認證的會議中心

溫哥華會議中心西翼

。穿過左右兩座紀念碑進入廣場，
聖火台上，工程車架起升降台維修
，4支國際最長火炬架在一起托着
長形聖火盆，2010年冬奧開幕禮
時，其中一支火炬未能升起，火炬
不能長期在室內燃燒，開幕禮後移
放在此。咦！我眼朦嗎？無法看清
樹叢上的雕塑品，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溫哥華市區遊（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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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花巨資興建的加拿大
廣場Canada Place，內裏有什麽？有
溫哥華世貿中心 Vancouver World
Trade Center、溫哥華會議中心東翼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泛太
平洋酒店 The Pan Pacific Hotel 和一
間 IMAX 4D 影院。最引人注目是碼
頭左右兩邊，分別停泊準備啟航往
阿拉斯加遊輪。很自然被五組白帆
吸引，踏上碼頭長廊，行了幾步，
喂喂！先捕捉自己標誌，站在指示
意圖上來張自拍…雙脚。長廊盡頭
的下層，伸出去海面的三角形的平
台像船頭，乘風破浪。長廊中央通
往泛太平洋酒店，郵輪旅客可直接
上落，十分方便。附近是水上飛機
塲，和桅桿群集的帆船碼頭。眺望
泊滿貨船港灣，貨櫃碼頭叠起待裝
卸貨櫃，遠處的獅門橋。一陣 飛機
引擎聲，水上飛機正降落海面上。

(二)

的藝術裝飾 Art Deco 建築，褐色面
磚外牆，淺色赤淘浮雕，向上逐漸
擴大至金字塔頂層，遠看像披上雪
花，美不勝收。當年花了二百三十
萬建成，業主因而欠債，賤價九十
萬出售。有時間不妨参觀該大樓的
外牆、大門、大堂和電梯裝飾，難
得一見的藝術品。

海洋大廈 Marine Building

「旅遊資料只供參考，更多相片請登入chewing33.blogspot.com或聯絡電郵chewing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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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Pharmacy
康 寧 藥 房
卡城華埠龍成商場

403-263-8300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10am-6pm

/

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休息

以誠信忠厚，待客如己為基本服務態度
Fred

兩位資深
亞省註冊藥劑師

Lucas

梁垣英 Fred Leung
黎懿雄 Lucas Lai

以專業水準提供優質藥品及藥理知識服務
任何糖尿病患者若對病症或藥物有查詢
請與藥劑師黎先生聯絡，所有查詢絕對保密
張珮珊院士
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官 B.A. (Hons.), F.T.C.L., L.R.S.M., R.M.T.
張珮珊導師在溫哥華擁有一個活躍的音樂教室，培育出很多音樂精
英。因為在華人音樂社區的貢獻而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在溫哥華多份主要
中文報章雜誌皆有專欄文章，廣為當地華人所熟悉。創立“JC簡易鋼琴法”
，為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學習鋼琴教學法，成就最完整的音樂訓練。

音樂天份的學生
學生在音樂路上的成長是需要很
多耐心和自律，我相信「音樂天份」
完全是後天培養的。世界聞名的音樂
家，也不會自誇擁有音樂天份。他們
祗有兩個共通點，就是「不斷的練習
和對音樂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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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相信，一個有「音樂天賦」
的學生，在其他的學科都應該有不錯
的成績。因為，學生的學習態度便是
得到成就的要訣。

【四】音樂家性格是甚麼？一個開放活
潑的同學都是充滿想像和創造，他
們看的，不祗是琴譜上的音符。小
小音樂家可以看透樂曲的意境，想
像到要表現的畫像和色彩。

【一】一個表演慾強烈的同學是佔有優
勢，是盡情地發揮和投入的關鍵。
我和同學說︰「表演不要怕表現得
太多，觀眾才可以接收和感受到你
的音樂信息。」

【五】一位老師跟我說過，沒有（音樂）
感覺的同學怎樣教呢？「感覺」是
一個太抽象的意念，是怎樣可以教
呢？還是與生俱來？學生就像一張
白紙，需要老師從旁引導和啟思。
無可否認，悟性高的同學固然是易
於造就。但是，怎樣去提高同學的
音樂情操和對音樂的敏感度，相信
就是老師的最大挑戰。

【二】不怕辛勞的性格就是要得到成就
的基礎。一次完美的表演是經過無
數次的反覆練習，紮實的基本功和
演奏技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擁有，
毅力和自律是不難理解的。

（張珮珊現是一位資深鋼琴老師，
現為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官。讀
者如對學習音樂有任何疑問，歡迎
致 電 (604)377-3118或 電 郵
jcmusic@shaw.ca。）

要在學習上有所成就，學生還需
要具備以下「條件」︰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and savings may vary by region. **Rates will not be surcharged if insured submits no more than one claim every six years.
***Claim Forgiveness does not protect your Disappearing Deductible. Trademark owned by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used under license by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三】強烈的音樂理論背景會幫助學生
分析和理解所彈奏的音樂。明白到
怎樣處理所要演繹的樂曲是從少時
候開始訓練出來。

（本團由卡加利顧問 伍紹倫先生 協辦）

出發日期 第二團︰7月18日（星期一）至23日
第一團︰5月26日（星期四）至31日

團費 三人 或 四人房 每人 $420

溫哥華

四晚五 日 探 親

第三團出發日期︰8月26日（星期五）至30日
三人 或 四人房 每位收 費
$400
團 二人房
每位收費
$520
$250
費 小童十二歲以下
（每位全程另加小費$20）

二人房 每人 $ 520

（每位全程另加小費$20）

費用包括︰豪華旅遊巴士，四晚旅店住宿，四早餐，一晚餐
代金券60元

Dianne
Brown
Cell:403-540-0207

$629,900

史丹利公園、圖騰公園、耶魯鎮女皇公園、夜市、農場及夜市香港食街

第三天

參觀觀音寺、煤氣鎮、漁人瑪頭、卑斯大學、唐人街烈治文選購唐貨

第四天

自由活動︰探親、購物

第五天

啟程返回卡加利

Mary
手提︰(403)660-0882
精通國語/福建語/英語

周美雲
Cell:403-630-0305

東南MIDNAPORE

西北區唐餐館 新上市633 24 Ave NE
西北區唐餐館，40座
位，位於密集民區繁
忙地段，客流穩定，
備有大量停車位，生
財工具齊全，極具發
展潛質，長租約。

主 層 1390呎 獨 立 平 房 ，
50’x120’，R2地段，樓上三
睡房，已全廁，土庫完成，
另有二睡房及全廁，特多木
材裝修，分門出入，特大露
台，向南後園，有雙車房及
RV Parking，對面哥爾夫球
場會所及單車徑，交通方便
，投資自住皆宜。

叫價 $218,800

子女稅務優惠（三）

(

‧
趙
寶
遜

第二天

)

相信不少讀者已知道或已為子女開設了RESP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S PLAN 註冊教
育儲蓄計畫）。RESP已經推行了很多年，但因聯
邦政府在十多二十年前推出了補貼，令很多家長
對這計畫更感興趣。於是，不少財務公司便大事
鼓吹推廣RESP。對供錢的家長來說，這RESP是沒
有稅務扣稅的；但在RESP內所賺到的入息全部暫
時不用繳稅，待受益人（子女）讀高等教育（即
十二班以上的高等學府課程）時，賺到的入息才
由收錢去交學費及生活費的子女來繳稅。因一般
讀高等學府的學生們入息並不會太高，所以由

叫價 $529,900

獨立1.5層，共994呎實用面積，主層兩
睡房，全浴廁，大廳光猛，寬敞廚房，
下層另有一睡房，翻新浴廁，較新實木
地板及瓷磚地，位於中英雙語小學校區
內，近學校及商場。

RESP取出來的資助雖然要繳稅，但稅率不高，所
要繳的入息稅會比供錢的父母低，不少更不用繳
任何入息稅。
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不少做自僱生意的父母
們在子女讀高等學府時會聘請自己的子女在生意
內幫手。真正工作便應有「適當」的報酬。如果
就讀的子女又在其他地方做多份半工，再加上
RESP的補貼，子女的總入息是可能要繳稅的。但
稅例規定學生報稅是先扣除學費及教育扣稅額；
如入息不高，用不到當年的學費及教育扣稅額的
話，學生還可以將不超過五千元的學費及教育扣
稅額轉給供養他的父母或袓父母去扣稅。但如果
子女因入息高而用盡了所有當年的學費及教育扣
稅額的話，父母或袓父母便得不到這個特別的扣
稅額了。因此，在僱用子女時，出多少酬金便要

$363,000

視乎子女在其他地方賺了多少工錢，和RESP每年
的補貼金額了。
如果子女不讀高等學府，或讀了一段時間便
輟學的話，存在RESP內的儲蓄又怎樣呢？在成立
RESP時，供養者便要向財務機構查問清楚它們的
手續費及在RESP內賺到的入息是會怎樣分配。因
儲款是不能扣稅用的，所以如因子女不讀高等學
府而將本全提取出來，這退款是不用繳稅的；但
存款所賺到的入息或利息便要繳稅了。
什麼時候應該替子女成立RESP呢﹖如果現金
周轉可以的話，子女一出世便應儘快替他們成立
RESP。平均一個小孩到十八歲便讀高等學府。這
即是說第一年所儲存的存款便會賺到十八年暫時
不用繳稅的入息；同時，亦會賺到十八年足的聯
邦政府補助款額的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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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幽靜鎖匙圈，2106呎複式兩層，紅
磚外牆，黏土屋頂，主層客廳，飯廳及家
庭廳有柚木地板，家庭廳有壁爐及特多橡
木櫃，直出特大露台，白色厨櫃，上層有
三睡房，土庫完成，另有大廳，睡房及全
厠，特大保暖雙車房，兩熱水爐，較新油
漆，保養良好，靜中帶旺，交通方便，鄰
近圖書館，購物中心及Superstore，適合
大家庭。
只售

早上8時啟程，沿途可欣賞兩地風光，約晚上9時抵達溫哥華

Josephine
Chow

Landan Real Estate

西南 Signal Hill 區

第一天

37

全球最暢銷房車

五十周年紀念版於北美推出
第一代豐田Corolla於1966年10月在日本發表，這款車當時的車身長度僅有3848mm，採用八氣閥（8-value）
頂置汽缸（OHV）引擎，排氣量只有1,077 cc的小車，大家可能做夢也想像不到會在四十一年後（1997年）超
越Volkswagen Beetle成為全球最暢銷的車系，經過五十年的進化，在2016年達到4300萬輛的驚人銷售成績，
締造無人能撼動的車壇傳奇。
豐田Corolla車系行銷全球超過150個國家，包括日本、歐洲、美洲與東南亞市場都能輕易見到Corolla車系的身
影，而為了歡慶Corolla面世50周年，豐田以美洲版車型為基礎在美國市場發表Corolla五十周年紀念版，包括專
屬的車身顏色與大幅提升的配備水準，讓美國市場消費者能夠一同加入並建立Corolla 50周年里程碑。
Corolla五十周年紀念版以SE型號為基礎，在外觀方面引入高規格的遠近光LED燈組，輔以動感十足的雙彩17吋
鋁圈讓原本的Corolla更具年輕氣息。另外也提供冰雪白、經典銀與櫻桃紅三種專屬車身顏色可選，再輔以車尾
五十周年紀念銘牌發揮不容錯認的身份。
配備方面豐田針對五十周年紀念車再增加4.2吋駕駛儀表彩色幕與七吋觸控多媒體影音系統，結合Entune 聯網音
訊機能與衛星導航，讓車廂內的觀感與實用機能大幅提升。此外免鑰匙啟動、專屬踏墊、專屬內裝飾板與櫻桃紅
內裝車縫線等配備，讓我們感受到Corolla五十周年紀念版給予大家的誠意與價值。
豐田Corolla五十周年紀念版預計將會在今年第三季於美國市場開賣，但不知道加拿大會否發售，而限量8000輛
雖然看似不少，但與全球銷售總量達4300萬的Corolla車系相比，豐田Corolla五十周年紀念版具有相當的蒐藏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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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Corolla
（1966~1970）

第十一代
Corolla
（2013~）

五十周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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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Food Court生意
連接Plus-15，五天工作，西餐三文
治店。三人團隊操作，適合小家庭
經營，既出糧又賺錢。月租
$5,428.04（全包）。生財器具齊又
新，極速回本。兩年租約，另五年
生約，待業者創業良機。$95,000

誠徵：業主託售

本人具 CPM®，FRI，ACCI ，CCS專業及物業管理經驗，絕對是投資客戶資產。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西北 Sandstone四睡房Walkout

中央北 Panorama Hills 孖屋

1989年建，向南，位處幽靜內街，2095呎
Walkout土庫。傳統客、
飯廳、家庭廳，二樓4睡
房，主人套房，按摩浴缸
。土庫部份完成，有大廳
及壁爐。

前示範屋﹗2010年建，坐東，1506呎，相連
屋 。 上 等 用 料 及
upgrades﹙麻石桌面、
燈飾、地磚、地氈、油漆
....等﹚。二樓三睡房，主
人套房；後進雙車庫。

$518,000

西北Ranchlands Walkout平房

$422,900

西南12 AVE 一房柏文
645呎 向 北 有 市 及 河 景 高 層 有 大 露 台 。
近年新裝修：仿木地板、地磚、電器…
等。包一土庫停車位，
管 理 月 費 $398.72， 地 稅
每 年 $1,295。 夾 13街 ，
交通方便。

$489,900

超吸引叫價 $199,999

安

1981年 建 ， 坐 東 南 ， 位 處 休 靜 鎖 匙 圈 ， 1570呎
walkout大平房。主層三睡房，主人套房。土庫完成
，有大廳、睡房及全浴廁。特大
後陽台，近年裝修及更新：屋頂
膠片、仿木地板、不銹鋼電器、
廚房桌面、油漆、電panel等。

居樂業

西北 Kincora
名牌Beattie建築商，2003年建，坐東南，位處
幽靜內街，2160呎，兩層
屋。主層洗衣房、廚房、客
廳及書房﹙或作飯廳﹚：木
地板，不鏽鋼電器。二樓三
睡房+bonus room。

$549,000

中央北 Country Hills Village 排屋
2006年，Cardel建Lighthouse Landing，向東南
，1187呎，三睡房，2.5全浴廁。主人套房，包2
室外車位。超過3萬元增值
的室內裝修：木地板、壁爐
、麻石桌面、不鏽鋼電器等
。管理月費$206；自住或投
資佳選。

$320,000

買Con d o 前 「 紅 旗 」 警 號 （Condo篇七 ）

前後發表了六篇「買Condo」文章，
有讀者問，可有簡易貼士或清單，作判斷某大樓或
屋邨單位是否合適購入？

作購買決定前，需留意有否以下「紅旗」警號

、泊車位或（非單位內）之儲物室。
（7）披露文件不全：地產局標準買賣合約，第
8.1(a)欄，詳例賣家需提供給買家之全套condo披
露文件；若不全，只能是不達標管理，或違反法律
規定。
（8）Post Tension Cables (PTC):80年代流行的
一種水泥大樓建築科技。若建造時手工差或日後保
養不當，維修費驚人，集資是唯一途徑。若大廈因
條件不符，不受CMHC或GE作承保房貸，更影響
二手市場銷售。
（9）年齡限制：即限制租戶或二手買家客戶群
。某些財務機構可能會對該物業房貸減額，甚或敬
而遠之。
（10）公家地方可有水患污跡。
（11）過多單位同時推出市場叫賣：是出了什麼
情況﹖
（12）入不敷出Operating Deficit。
（13）項目業主自住比率過低。租客一般都比較
不關心公衆地方保養，更不理會法團章程Condo
Bylaws。
（14）單一業主擁有大多數單位：會變成其小王
國及武斷，因擁有絕對投票（決）權。
（15）董事局愛理不理：對查詢，完全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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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前，讓我先總結二點：
﹙一﹚Condo「共管單位」或「分契物業」或
「業主立案法團單位」，都是指「業權」。物業可
以是不同形式。例如：高層水泥柏文，矮層木公寓
（放寬由四層可加高至六層），叠式（stacker:一
組群四至八單位）、排房（鎮屋townhome）、
孖屋（duplex/semi-detached/attached）、獨
立屋、工商業、辦公室大樓…等。只能說，要付管
理月費的，都可統稱為Condo； 但又不可武斷的
否定，沒管理費的便不是Condo：因有些項目（
例如中央北64 Ave夾Edmonton Trail）是沒月費
的Condo。
﹙二﹚有別於傳統的住宅物業地產﹙土地獨家擁
有、永久業權﹚，Condo是一種「生活方式」的
選擇，一群人能和諧生活在同一高密度項目內，並
以較相宜及可負擔價格，擁有個人居所，共享設施
（例如會所，健身室），及分担公共支出。

red flags（並不代表一定有問題，但需作進一步
資料搜集，才作出最終「知情決定」？
（1）管理費太低︰與市場標準不符，可能一般
標準事項也不包括，易要集資。
（2）管理費過高：是物業太舊，欠維修、儲備
金不足、管理公司專業未達標、董事局過份「外行
領導內行」，作出愚蠢及錯誤決定，而大花費？
（3）儲備金Reserve Fund過低：唯有加管理費
或集資（以支付大額維修開支）一途。
（4）集資Special Assessment或Cash Call：
以增高儲備金額或作支付某特定開支之用。視乎項
目單位多寡及所需銀碼，可能是一次過付款或業主
分數年支付。
（5）會議記錄內，未解決事項：有任何在「等
待報價」，是個未知數，尤其是事項要花大錢或可
能涉及法律責任…等。「警覺性」及相信個人第六
感很重要。[按︰賣家需提供給買家審閱最新（近
年）業主大會AGM會議記錄及過往12個月董事會
議記錄]。
（6）單位面積與田土廳登記文件Condo Plan
之註冊面積「Registered Size」不符。小心別被
建築商推廣資料或單張marketing materials所誤
導！註冊面積，有可能是包括「獨家使用」之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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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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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02 冰山一角

大比拼
歡迎龍友提供自選相片（題材不限），讓廣大讀者分享及評選
。每兩個月會選出一張最受歡迎的相片，優勝者可獲得超市金
額＄50購物券一張，而選出獲勝相片之讀者可參加抽獎，幸運
兒可獲超市金額＄50購物券一張。

0 5 1 9 -0 4 人 馬
合一

相片提供方法：
請將參賽相片連同個人資料、相片標題電郵至：
info@trendweekly.com 並註明：Photo Contest。

評選相片方法： 細節將會日後公佈

盛世地產
PANORAMA HILLS NW

HIDDEN VALLEY NW

獨立兩層，1360呎，共四房，三個半浴廁，木地板， 獨立約1970呎，3+2睡房兩層式，3個半浴廁，前進車房，有Bonus大廳
，後有大平台及單車徑，可步行至#301巴士站、Superstore及學校。
壁爐，屋後特大雙車房，土庫完成。

399,900

$

5月21日(星期六)(12:00PM - 2:30PM)
254 Hidden Ranch Pl. NW

SHAGANAPPI SW

PANORAMA HILLS NW

D
L
SO 519,900

獨立兩層，近1900呎，有景，Walkout土庫
，三房，三個半浴廁，兩廚爐，兩熱水爐，
土庫完成，前進雙車房，近學校巴士及步行
至#301巴士和Superstore。

$

509,900

$

5月21日(星期六)(2:30PM - 4:30PM)
10 Panamount Mews. NW

STANLEY PARK SW

單邊R-C2地，55x120呎地段，約1100呎， 獨立2+1房Bungalow，步行Chinook Mall
3+2房Walkout Bungalow，2全廁，分門出 及C-Train站，5分鐘到市中心，近Stanley
入，步行17 Ave SW。
公園。

579,900

379,900

$

$

SHAWNESSY SW

RUNDLE NE 月租收入共$1900，租客自付水電

唐人街柏文

獨立兩層式，三房加書房，主人套房，共兩個半浴
廁，屋後特大露台，前進雙車房，保養一流，近輕
鐵站，購物及交通方便。

1088呎，Bungalow平房，3+1睡房
， 兩 廚房，兩全浴廁，特大雙車房。

有河景，約820呎，兩房兩全浴廁，
頂樓單邊柏文。

459,000

$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362,800

投資靚盤 $

238,888

請來電查詢！ $

為何狗狗就是愛咬襪子？
人喜歡穿襪子，狗狗則喜歡咬
襪子！牠們並不是存心要讓主人沒
有成雙的襪子可以穿，而是想讓自
己有事情忙，排解主人不在時的寂
寞感！是的，主人的襪子就是有這
麼神奇的能力！

一味，你可以給牠絨毛玩具來代替
■無聊

狗狗是群居動物，牠們喜歡有
人陪伴，所以當主人不在時牠們會
感到很寂寞。雖然有少數狗狗有社
交恐懼症，但大部份的狗狗都不喜
歡自己一個人，因此當沒有人或其
他同伴陪伴時，牠們會尋求一些安
慰；而襪子能讓狗狗感到安心，就
像有些嬰兒習慣抱著毯子一樣。牠
們可以在襪子上聞到主人的味道，
這可以讓牠們感到開心並且覺得不

襪子！不建議用不穿的襪子來代替
，因為這只會讓狗狗以為襪子就是

如果狗狗感到無聊，或是想要

可以咬的東西。

發洩多餘的精力時，牠們就會去挖衣
櫃裡或是床底下不小心掉下去的襪子

咬襪子的危險性

當現成的玩具！因為如同前面所說，
有著主人濃烈味道的襪子通常對狗狗

■分離焦慮

起來的感覺。如果你的狗狗也愛這

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雖然襪子可以當成一種變相的
便宜玩具，甚至可以在主人不在家時
安撫狗狗，然而如果你的狗狗愛亂吃

■材質

東西的話，襪子對牠來說就是非常危
險的東西！有些狗狗天生愛吃布類、

襪子軟軟鬆鬆的，剛好非常對
狗狗的胃口！狗狗天生愛咬、愛嚼軟

紙類等怪東西，如果牠們不小心把襪
子整隻吞進去的話就很危險了！

軟材質的東西，而對牠們來說襪子就
是一個隨手可得、很方便的選擇！

即使狗狗不會吃整隻襪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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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愛咬襪子，有這幾個原因

那麼孤單。

些纖維碎片仍然有可能堵塞住牠的
不但是在長牙的小幼犬更愛咬
東西，成犬也很喜歡那彈性纖維咬

腸胃道，嚴重時甚至必需開刀取出
！主人們不得不慎哦！
53

1078 6 AVE SW

$539,900

名 建 築 商 Bosa建 全 水 泥 柏 文 ，
1300呎，兩睡房加書房，兩全廁
，9樓，包兩個地下停車位，管理
費$671，大廈有暖水泳池，健身
房，Hot tub，Party Room，三分
鐘步行到C-Train總站。

James Tull
杜振邦

名建築商BroadView Homes，位於西北Sherwood
區名貴Sherview地段之全新兩層Spec Home，前
Marlborough Park NE

D
L
O
S
$214,900

進雙車庫，包名貴家電。以下價錢已包GST。
NUMBER

SQ. FT

BEDROOM

BATH

BASEMENT

PRICE

90

2345 sq.ft

3

2.5

Not Walk-out

$668,089

132

2475 sq.ft

4

2.5

Walk-out

$681,393

264

2345 sq.ft

3

2.5

Walk-out

$681,615

34

2417 sq.ft

4

2.5

Not Walk-out

$659,335

42

2345 sq.ft

3

2.5

Not Walk-out

$664,910

77

2048 sq.ft

3

2.5

Not Walk-out

$637,358

超平城市屋，二層，二睡房，個半
浴廁，新裝修，新窗，新暖爐，包
兩個室外停車位，近學校，巴士站
，管理費$287，已吉，即可入住。

善良有時候就是，你不要做什麼就是了。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你當然也有可能成名人，需要在各行各業裡慢
慢熬，光有淡定是不夠的。

你的父母還在為你打拼，你就沒有理由說
整天憤憤不平你也改變不了世界，不如從臉開

放棄。

始先讓自己有料可看。
你是容易被別人利用的老百姓，要
聰明。

你唯一的朋友就是自己兜裡不多的錢，靠這個
比靠任何人都管用。

盡量不讓孤獨和寂寞成為一件事。

人

生

你的責任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心態就是你的命
你可以發火但也要發光，你可以發泄

悟

在遇到你愛的人之前，最好的辦法就是先保持
你沒有價值，你的人脈也不會值錢，你

￭ 王珣

的社交基本屬於浪費時間。
你嫁的人決定你一輩子的生活狀態，你娶的人
你容易被傷害不是別人狠，而是你自己不夠狠。

人生就是哭給自己聽
笑給別人看
比你強的人都在努力走得更遠沒空搭理你，比

真正能傷害到你的，都來源於你自己的選擇。

漂亮點，別辜負。

決定你一生的層次高度，別將就。
給了愛卻不能給將來是件殘忍的事，所以我們
都要全力以赴。

老板的錢是你幫他賺的，如果還要被他睡，你
就太虧了。

你沒有觀眾，也不需要掌聲，沒必要活得那
麼累。

你克制住了自己，眼前的世界就會不一樣。

你弱的人都在後面顧影自憐不配仰望你，所以你沒
有觀眾，不需要活得那麼累。你只有你自己，活得

一個漂亮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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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運，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美貌。

但更要發奮。

哭給自己聽，笑給別人看，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越是運氣不佳或是境遇不濟，就越是要挺住了
默默努力和堅持。

◆此文摘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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