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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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便之處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但其他的研究則有別的說法，說也許沒有任何影響。
總之，如果你注意到巧克力影響你的排便習慣，就
應該減少吃太多的巧克力。
幾乎每個人一生中都經歷過便秘之苦，便秘通常不
會致命，但便秘帶來的辛苦或導致身體不適,真是名符
其實的難言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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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便秘的定義都不同，每個人排便的時間和次
數差別可以很大，有些人每天排便三次，有些人每週
只有一至兩次。通常超過三天或以上沒有排便是屬於
不正常，因為三天後大便會變得更硬和更難排洩。
是什麼原因導致便秘？顯而易見的罪魁禍首包括︰


沒有進食足夠高纖維的食物



習慣性及經常「忍」便



沒有喝足夠的水或缺乏運動



生活緊張

這裡有13個可能便秘的原因，你可能沒有考慮過︰
1）甲狀腺功能減退會降低人體的新陳代謝過程，甚至
腸道也可以受影響。
2）止痛藥，特別是麻醉類藥物 (narcotics)，能減慢消
化道的運作，可引起便秘。一般情況下服用這些藥
物時可以考慮同時服用溫和的軟便藥以防止便秘。
3）有一些研究證明，吃太多的巧克力可會引起便秘，

太飽或減少含高脂肪的食物和吃較多的纖維，可有
助於防止便秘，減少胃酸倒流的風險，這兩個問題
都能夠避免，一舉兩得。

4）一般的維生素不會引起便秘，但某些補充劑，如鈣 10）一些常見的高血壓藥物，如鈣通道阻斷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s)和利尿劑 (diuretics)也有機會引致
和鐵，可以導致便秘的副作用。因此選擇合適的維
便秘的副作用。一些治療過敏症的抗組胺藥
生素或補充劑是非常重要的，服用前，你應該向你
(antihistamines)也可引起相同的問題，使用前請諮
的藥劑師問清楚。
詢你的藥劑師。
5）濫用瀉藥。一些瀉藥是通過刺激腸道來告訴身體需
要排便。如果服用刺激性瀉藥時間太久，可以導致 11）炎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包括兩個慢
性病︰克羅恩病 (Crohn’s disease)和潰瘍性結腸炎
依賴，沒有它們你的身體就會正常運作，所以必須
(ulcerative colitis)，兩者都可以引起胃抽筋，消瘦，便
按照你的醫生或藥劑師指示來服用。
血和其他健康問題。慢性腹瀉是兩者的常見症狀，但
6）乳酪，芝士和其他低纖維／高脂肪的食物，如雞蛋
是也有可能有便秘症狀。以潰瘍性結腸炎來說，便秘
和肉類可以減慢你的消化系統。明顯的解決方法？
可能是因為直腸發炎。另一方面，克羅恩病會令小
減少那些類型的食物，或可把沙拉混合一起進食和
腸阻塞，也可以引起便秘。但是，如果有便秘但無
增加一些其他纖維高的食物。
其他症狀，它可能不是炎性腸病了。
7）一些抗抑鬱藥是可引起便秘，有些比別的更常見， 12）懷孕期間便秘是常見的，但在分娩時,可能是由於
如舊型的三環類抗抑鬱藥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遲緩腹肌或者分娩過程中使用麻醉劑或止痛藥，也
如果你正在服用抗抑鬱藥，並有類似的副作用，可
可引起問題。雖然分娩有時會導致神經損傷而導致
考慮使用溫和的軟便藥以防止便秘。
便秘，然而這是不常見的。
8）諷刺的是，抑鬱症也可引起便秘。跟甲狀腺功能減 13）糖尿病可引起神經損傷，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消化能
退相似，抑鬱可令身體正常的過程普遍放緩，間接
力。其他神經系統疾病，如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影響腸道。
sclerosis)或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也會導
致便秘。但通常會有其它症狀，如排尿困難，複視
9）抗酸胃劑(antacids)有利於胃酸倒流，但有些尤其是
或步態問題等等。
含鈣或鋁是可引起便秘。如果可以在吃飯時不吃得

溫哥華市中心遊

重返海濱大道，由人來人往
的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轉
入市中心，店鋪中有間皇家騎警
專門店，收益用來支持皇家騎警
協會，買了個騎警玩偶給孫兒。
探子回報，市中心的特色快餐車
口碑很好，以日本式熱狗的
Japadog最紅，有大阪燒口味的熱
狗，看圖片覺得物有不值。敝！
旅行大忌之一，人有三急，都是
多喝咖啡之禍，兩頭望，港灣中
心 Harbour Centre 大大個美食廣
場招牌，如獲救星，先幫襯洗手
間，再揀美食，美食廣場佔地頗

大，各式快餐樣樣齊，最終揀清
清地越南粉，在 My Toan 買了燒
豬扒和薑炒雞丁米粉，和大大條
粗身炸春卷，連稅共16.38，美道
不錯，無味精，以為可以推薦，
誰 知 … ， 過了不久就感到胃脹悶，
有嘢頂着難消化，太座一口咬定
是化學油，亞省食店全部禁用，
這種油害得我倆整天沒胃口。
鑽進市中心東北的紅磚橫街，
兩旁都是百年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古老街燈，餐廳露天茶座，特式
精品店，原住民工藝品，遊人如
鯽，人群圍着每十五分鐘噴出一
次蒸氣和氣笛聲的大鍾拍照，就
知是煤氣鎮Gastown，太座自作
聰明，以為世界第一座現尚運行，
但已不大準確的蒸汽鐘用煤氣推
動，因而得名。蒸汽鐘是否用煤
氣推動不得而知，但肯定錯！英
格蘭的船長積達頓Jack Deighton
為人能言善辯，討人喜歡，暱稱

歐洲酒店 The Europe Hotel

地圖顯示可通往渡輪碼頭，
但旁邊是太平洋鐵路，温市治安漸
差，越行越少人跡，小心為上，低
頭翻查地圖，太座乘機走去看不遠
處的紅磚小屋，懷 疑 是 火 車 站 古
蹟 ， 突然有人拍我膊頭，嚇了一
跳，回頭一看，健碩洋漢手拿購物
小車望着我，欲知後事如何，請看
「溫哥華市區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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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我眼朦嗎？無法
看清楚樹叢上的雕塑品，這正是
用樂高砌成躍起鯨魚視覺效果成
功之處，從不同角度看有不同形
態，簡單中滲透迷人魅力，雕塑
放在平台上，融合周圍環境。欲
想歇一會喝杯咖啡，旁邊的仙人
掌咖啡店是首選。

(三)

「蓋仙Gassy」即吹牛王，1867
年在此蓋了第一間沙龍酒吧，給
淘金客娛樂憩息，地方由此繼漸
發展興旺，1886年溫哥華成為城
市，他順理成章登上第一任市長
寶座，此處就以蓋仙鎮Gassy
To w n 名 命 ， 因 發 音 接 近 變 成
Gastown，積非成是，中文直譯
煤氣鎮。在楓樹廣場 Maple Tree
Square可以見到他站在啤酒桶上
的雕像，背後的建築正是當年酒
吧位置。另一個著名地標，建於
1908到 1909年間，樓高六層的歐
洲酒店 The Europe Hotel，三角
而狹長熨斗外型，是加拿大第一
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酒店，很多
電影拍攝取景的場地。

煤氣鎮 Gastown 蒸汽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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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投保

藍嘉雯

節省

若條件符合可享有房屋保險額外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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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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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情投入”的表演
上鋼琴課的時候，我總會跟學
生說說笑笑，希望在歡笑輕鬆的氣
氛下，讓他們可以集中精神，盡情
投 入 他 們的音樂上。

在 youtube聽 罷 《 黃 河 》 協 奏
曲的演出，由蜚聲國際的郎朗先生
彈奏。郎朗的《黃河》音樂會，當
日被傳媒喻為《萬人演奏會》，也
是 萬 人熱切期待的一場音樂會 。
這場《萬人演奏會》，有五個樂
團伴奏，完全可以用「氣勢磅礡」 來
形容。單是看到台上演奏者的陣容，
己經令我懾然。一百台的鋼琴和數百
位音樂家，祗是為郎朗先生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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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
Shoes

11am - 7pm
11am - 5pm
CLOSED

新店

利用你的員工福利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辛勤努力同時享
有員工福利，你應該擁有一雙高質量、舒
適的鞋子。
我們為你訂做「矯正鞋墊」，而你可
以在推廣期間免費獲得一雙舒適、高雅、
名貴的鞋子……作為我們送給你的禮物。

作為觀眾，我見到每一個音符
都充滿生命力和感情。郎朗的指頭
在琴鍵上飛舞之同時，也完全牽引
著我的感情。

即使你沒有員工福利，你仍然能夠以
最優惠的價錢買到一雙「矯正鞋墊」，而
你的雙足再不會感到痛楚了。

欣賞過整場音樂會，我是深受
感動。音樂之所以能夠感動人心，
就是演奏者感情投入的寫照。

ECCO, Lacoste, Adidas, DKOD,
Pikolinos, Merrell, France Mod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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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 Hours

Mon. - Fri.
Saturday
Sunday

現增添多款名廠鞋

歡迎任何公司
員工福利計畫

優惠期有限，萬勿錯過！

(587) 216-0649

不要遲疑，請即致電︰
或親臨參觀選購

Unit 101, 920 - 36 Street, NE, Calgary,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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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和鼓勵讓學生多彈奏
中國鋼琴音樂。作為中國孩子，多
找機會接觸中國文化。在公開的音
樂會表演，觀眾對於中國音樂的演
出 是 特 別留有深刻印象。

這次四個樂章的表演，是一場徹
底的「全情投入」的表演。郎朗的魅
力不祗是他的琴技和熟練的指法， 他
的全情投入和專注的感情，充滿了整
個音樂台階。他的演出完全滲透出認
真和鍥而不捨的精神，充份表現出他
對音樂的熱忱和執著。

亞省註冊藥劑師

23

大統華超市
為麥克默里堡居民出一分力
大統華超市關懷社區又一壯舉，為協助亞伯達省北部麥
克默里堡遭受林火摧毀之居民重建家園，所有麥克默里堡的
居民，於大統華亞伯達省各分店均可享有9折* 購物優惠。
獻出關懷 刻不容緩
對於每項日常生活細節都要重新開始的麥克默里堡居民而
言，我們相信每一小點的幫忙對他們而言都是極其需要的。
從現在至8/31/2016，所有麥克默里堡的居民，於大統華亞伯
達省各分店均可享有9折* 購物優惠，詳情請參閱店內公告。
關懷社區 全民投入
被麥克默里堡林火影響的災民，急需大量的食品及物資
救援，大統華超市謹以誠心的一分力支援麥克默里堡居民，
並祝福居民可早日重建家園！

「貓有九命」爆門焗爐令麥市小貓奇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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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X能逃避 (麥梅里堡Fort McMurray) 的嚴重林火，全靠躲藏在一個
焗爐內。
當消防員發現TUX時牠四蹄被火燒傷，躺臥在一個本應是家，但被林火
燒毀的瓦礫堆中的焗爐內。
戶主 Jody Lishchynsky 表示，據消防員推測，當時屋內曾發生爆炸，
將焗爐門的玻璃爆碎，TUX害怕便爬入焗爐躲藏，然後再一次爆炸，將焗
爐彈起跌下覆蓋出口，將TUX困在內，同時地亦保護了TUX不致被大火燒
死。
Jody憶述當天的情況確實非常危急，當時鄰近社區已經開始撤離，她

立即回家收拾東西、相片及重要證件等，準備帶著兒子及家人盡快離開。
15分鐘內收拾好物品，本以為趕得及將擺放在廚房內的相片帶走，誰知風
向突然改變，只1分鐘已穿越公路，直向房屋的位置燒過來。完全意料不
到要即時逃生離開家園。
風勢令火猛烈的燒過來，Jody及家中各人，包括兒子、室友、兄弟立
即跳上車離開火場，原本收拾好的物品、相片、重要證件等都趕不及帶走
，手裏只拿起一些東西及抱著家中的一隻狗一起逃生。還有，屋內遺留下
4隻家貓未及帶走，因為火勢太快，根本沒有機會可以回頭再找貓兒。
在逃生路上，火舌從窗口噴入車內，路面黑暗看不清楚。沿途只趕得及
停下，將鄰近一位長者帶出去，交到她的親屬處。而Jody及家人逃出火場
後，到達亞省Boyle市另外一個兄弟的家中暫住。
林火後〝Fort McMurray SPCA防止虐畜會〞救援隊，靜悄悄地進行搜
索及挽救災區內受傷的被飼養寵物。
Jody從Boyle市當地的大眾傳播媒刊登出一張圖片內看到，有一個消防
員抱住一隻四蹄被火燒傷而被包紮的黑貓 (消防員因為從焗爐內找到牠，
便為牠起了一個名字叫〝多士TOAST〞) ，她立即認出是自己的貓，一隻
骯髒被燒掉鬍鬚的貓。於是她便繼續找尋，終於再找到另外一隻叫SKY的
貓，其餘2隻則沒有消息。
在Lac La Biche Humane Society內，Jody跟兩隻貓兒重聚，SKY差不
多全身的毛被燒掉，而TUX需要在頸部戴上圓筒以免觸及受傷的四蹄。
Jody對消防員的細心極表讚揚，想不到連一個破爛焗爐也會翻開檢察
，而且她對前境依然樂觀，在母親節前失去家園，在母親節當天收到12歲
兒子Landon O’Neil的禮物，一隻有紀念價值的戒指，令她從新再收藏
相片的。
以後每當提起黑貓TUX被救的故事，依然會有〝會心一笑〞及津津樂道
的。

每周節目時間表 WEEKL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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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服務 以客為先

陳慧珊 Ruby Chan

CCS & CNE

403-630- 7 8 2 9

Ruby.DreamProperty@gmail.com

手提 403-862-7111
公司 403-685-5700
傳真 403-685-8113
電郵 stella@belmormortgage.com

西南 Bridlewood

西北 Panorama

獨立兩層，1800呎，樓上三睡房，主
人套房，主層寬敞實
用，光猛多窗，不鏽
鋼廚具，前進雙車房
，保養一流，近購物
商場及公共交通。

獨立兩層，1700呎，樓上三房，主人套
房，玄關寬敞開揚，主層光猛多窗，特
大廚房，高級廚具，前
後園美輪美奐。土庫裝
修完成，前進式暖氣雙
車房。

$

西北 Hidden Valley

400 2303 – 4 Street SW

獨立覆式兩層，1977呎，主層客、飯廳及
家庭廳，開放式廚房連花崗岩廚櫃檯面，
樓上四睡房，主人套房
連噴射浴缸，年半前全
屋更新地毯，中、小學
近在咫尺，四通八達。

Calgary, Alberta T2S 2S7
Your Trusted Mortgage Advisor

你最值得信任的按揭顧問

$

曾秀恆
Mary

579,000

西南 Signal Hill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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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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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領養費用免稅額 — 因領養一個十
八歲以下兒童而花的費用，申請的養父母，每
一名兒童可以得到$15,255的免稅額。申請費用
包括繳付省政府認許的領養公司或機構、法庭
費用、文件翻譯員、及合理的交通費等。這免
稅額要交的聯邦稅是15%，即$2,288。

$

576,000

獨立兩層，2589呎，主層高級實木及瓷磚
地，花崗岩廚櫃檯面，不鏽鋼廚具，全屋
加料裝修，開揚多窗，
光猛寬敞，樓上三房，
特大主人套房，設中央
冷氣，近商場及學校。

東南MIDNAPORE

在加拿大個人入息稅例內有不少個人免稅
額。其中如有父、母、或袓父、袓母是供養十
八歲以下子女的都可以得到特別的免稅額。以
下便簡單介紹這些子女免稅額。

獨立兩層，1980呎，前建築商示範屋，樓
上三房，主人套房連特大衣帽間，全屋設
計寬敞實用，W/O土庫專
業完成，另備有兩睡房
、廚房及浴室，保溫前
進雙車房，勿失良機。

獨立兩層，1808呎，樓上三房，主人套房
設備齊全，木地板瓷磚地，廚房近年大翻
新備高級廚具，土庫完成
備大型娛樂室及廚間，背
向綠茵草地，環境一流，
前進雙車房。

手提︰(403)660-0882
精通國語/福建語/英語

子女稅務優惠（四）

484,900

西北 Tuscany

西北 Evanston

Dianne
Brown
Cell:403-540-0207

$36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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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000

$

西北 Tuscany

$

趙
寶
遜

475,000

Landan Real Estate

（三）兒童藝術費用免稅額 — 這一個免
稅額可以用來減低供養子女者的稅額。（但聯
邦政府不會退回稅款）十六歲以下子女花在藝
術、文化的費用（2015年的限費為$500）便可
加在供養子女的父母們的免稅額內。和體能運

629,900

Josephine
Chow

周美雲
Cell:403-630-0305

$629,900

（二）兒童體能運動退稅額 — 每一名十
六歲以下的兒童如果參與聯邦政府認許的體能
活動，其不超過$1,000的費用便可得到15%（即
$150）的聯邦政府退稅。這一種退稅和其他免
稅額不同之處，是其他免稅額可以令用來扣稅
的父母不用繳稅。但這一個兒童體能運動退稅
額，卻是由聯邦政府退還15%（最多$150）給供
養的父母。如果這名受供養的子女是傷殘及十
八歲以下的話，這個退稅額即增至$1,500（即
$225退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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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價 $2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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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900

動退稅額一樣，如果供養的子女有傷殘及是十
八歲以下的話，免稅額便會增至$1,000。
何謂體能運動？何謂藝術文化呢？一般來
說是頗容易分別的。去學打功夫、跑步健身、
踢波、打球、游泳等，這些全很容易被認清是
體能運動。而學樂器、畫畫、語文等也很容易
被列為藝術文化活動。但跳舞又怎樣呢？讀者
們認為那是一種體能運動還是藝術文化呢？
以上的體能運動退稅額及藝術文化免稅額
將會在2017年全部廢除。而今年亦只能得到以
上限額的一半：即體能運動退稅額上限是$500，
而藝術文化將會減至上限為$250。但傷殘子女
的限額則保持不變：即體能運動退稅額仍是
$1,500，而藝術文化免稅額仍是1,000。

龍友園地

0526-01 都市閒情

0526-04 繁華都會

0526-03 瀑布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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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02 冰湖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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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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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評選喜愛相片辦法：可從4月份及5月份每期所刊出的相片中選擇其一，請將個人資料聯同所選的相片編號及標題，電郵至
info@trendweekly.com並註明︰Photo Contest Vote。截止日期︰6月5日（每個電郵地址，每期祗可評選
一次）。結果將於6月9日在本欄內公佈。

盛世地產
PANORAMA HILLS NW

PANORAMA HILLS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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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900

$

D
L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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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00

$

HIDDEN VALLEY NW

RUNDLE NE 月租收入共$1900，租客自付水電

SHAWNESSY SW

獨立兩層，1360呎，共四房，三個半浴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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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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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地板，壁爐，屋後特大雙車房，土庫完成。

399,900

$

362,800

投資靚盤 $

SHAGANAPPI SW

STANLEY PARK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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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00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459,000

$

579,900

唐人街柏文

有河景，約820呎，兩房兩全浴廁，
頂樓單邊柏文。

238,888

請來電查詢！ $

養兩隻狗狗有助於減緩分離焦慮症嗎？
對於狗狗來說，毛爸媽是食
物供給者，也是提供愛與保護的
人，因此有許多毛小孩在毛爸媽
出門後總會呼天喊地大哭，或將
有主人味道的物品給嚼爛，並把
家裡弄得亂七八糟，讓毛爸媽回
家後又氣又不捨。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唷！
為什麼呢？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吧：

的」，狗狗習慣後就能穩定許多。

習另一隻狗狗的習性，因此，毛爸
媽只會得到兩隻都有分離焦慮的毛

對付分離焦慮的方法

小孩呀！
■主人起身穿外套拿鑰匙（假
我想養狗，為了避免分離焦慮
就一次養兩隻吧

裝要出門），然後又坐回去看電視
，多練習幾次，讓狗狗對於準備出
門的這些舉動越來越無感。

一次養兩隻狗狗跟分離焦慮症
沒有正相關，牠們很可能都會在主

■在出門前才給平時都不會吃

人離開後感到焦慮；而且如果牠們

的超美味肉乾零食，久而久之狗狗

過於依賴彼此，那主人在將其中一

可能會因為期待食物的美味勝過對

隻帶離時，另一隻也會躁鬱不安，

主人的不捨唷。

反而不是好事情。
分離焦慮的狗狗心裡一定很難
所以說，當狗狗有分離焦慮症

我家狗狗有分離焦慮症，我想
再養一隻跟牠作伴

以及「自己在家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時，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訓練弱化狗

受，但只要毛爸媽們用愛心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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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為很可能是分離焦慮的
症狀喔！而狗狗的分離焦慮症是可
以透過訓練的方式減緩狗狗焦躁不
安的情緒，但也有許多毛爸媽認為
，那一次養兩隻或者再養一隻作伴
，不就好了嗎？

如果狗狗本身就有分離焦慮，
第二隻小狗到家裡後，在錯誤中學

陪伴，每隻毛小孩都會是好小孩。

狗對於主人要出門的敏銳度，只要
讓牠們知道「爸媽不是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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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建築商BroadView Homes，位於西北Sherwood

James Tull
杜振邦

區名貴Sherview地段之全新兩層Spec Home，前
Marlborough Park NE

D
L
O
S
$2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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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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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你是醫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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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優良品質都是屁話，因為在當前情況下我只
需要一個可以止血動手術的人！你這個神經病給

他回答說：“不是”

我滾！”

你說：“你知道你要做什麼，對吧？你
是不是退伍的軍醫，還是……”
所以，這就是我要說的一點成人世界的殘酷

人

生

事實：你其實天天都身處於上述的“當前情況”之中

他告訴你說他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誠實的

。只不過換作你是那個喋喋不休的好心路人，而

人，他上班從來不遲到。他告訴你說他是

社會上其他所有人都換作成那個流血的傷者。

一個孝順的兒子。業余生活豐富，生活非

悟

常富足。他還說他從不說髒話。

為什麼從不受到尊重，這是因為社會充滿了【需
你有點疑惑，說：“這和我親人被槍擊躺

要某樣東西】的人。他們需要人來造房子，他們

在馬路上有什麼關系？我需要一個可以在傷口上

需要食物，他們需要娛樂。你從出生開始就進入

動手術的人！你到底能不能做？”

很現實，這個世界
只關心你能給予什麼
我們假設一下你最愛的親人在大街上被槍擊

大街上動手術取出子彈。

了這樣的需要解決人們需求的社會系統。

現在這個路人非常生氣了——為什麼你就那

你要麼選擇學習某種技能擔當某樣角色滿足

麼自私膚淺呢？你難道不在乎他的那些優良品德

他人的需要，要麼就選擇被社會拋棄。這個社會

麼？他剛才不對你說他總是記住女友的生日嗎？

不在乎你有多麼善良，禮貌，無私。但這是不是

他有那麼多優良品質，你為什麼就抓著他會不會

說我們要刻版、自私呢？愛和溫柔重要嗎？當然

外科手術這個事實不放呢？

不是了，只是說只有你有了滿足他人需要的技能

了。她一邊失血一邊尖叫。一個路人衝上來說“讓
一下”。他仔細檢查了傷口並拿出一把小刀准備在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社會對你不屑，或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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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這個時候那個路人感覺有點不快了。

，別人才會去關注你的善良、禮貌、無私之類。
在那個瘋狂的情形下，你會用你沾滿鮮血的
雙手用力搖晃他的肩膀，大喊道：“廢話！你說的

◆此文摘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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