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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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主人翁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區。如果你必須帶小孩子往疫區，就應諮詢您的旅行診所
藥劑師或醫生，以確定是否建議服用抗瘧藥，做好防蚊措
施。孩子旅行返回後（甚至旅行一年後）發燒，應立即就
醫，尋求協助。
踏入五月，許多家長都開始為小朋友安排悠長假期。所謂
「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新世代的家長都希望自己孩子
的成長，能擴展到教室以外，沒有看過世界，何來世界觀。
根據航空公司的統計，現今十五歲以下的旅客，是航空公
司增長率最高的一群客人，這都全賴新世代爸媽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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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是十五歲以下出門的兒童，他們的免疫系統仍在成長
中，身體對疾病和病菌的反應跟成人不同，所以旅行健康的
注意也跟成人有別。在一般情況下，在國外旅行時，許多疾
病都可以通過疫苗來預防。如果你計劃旅行，您應該與您的
藥劑師或醫生討論以下關注的問題︰
．看看孩子的常規免疫接種時間表 (Routine Immunization) 是
否需要改變，以適合旅遊計劃和出發時間。
．六個月或以上的兒童應考慮接受流感疫苗注射。流感季節
北半球由十一月開始至四月，在南半球由四月至十月，而
在熱帶地區則常年發生。
．一些旅行疫苗不包括在常規免疫的部分，如甲型肝炎和傷
寒等。如果您計劃攜帶小孩到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旅行
，應該更早預約旅遊診所，了解旅行之前要注意些什麼。
．大多數疫苗對餵哺母乳的母親和嬰兒都是安全，但旅行之
前仍然應該諮詢您的旅行診所藥劑師或醫生。
其他注意事項:
．因為兒童感染瘧疾的風險比較大和萬一病發時情况都比較
嚴重。如果可能的話，應避免帶孩子到瘧疾疫情嚴重的地

20

．大多數航空公司建議新生嬰兒有一至兩周後才飛行，飛機著陸
時產生的壓力變化可以引起嬰兒或兒童耳痛，而且比成人更
常見。為了減輕疼痛，嬰兒可在飛行時用奶瓶哺乳，年齡較
大的孩子可嚼口香糖，吞咽唾沫以減少耳痛不適。
．時差可令小孩在夜間難以入睡或在早上難以喚醒。白天小
睡會使小孩晚上更難入睡，惡化時差問題。因此，如果需
要午睡，嘗試縮短時間。按照當地時區的時間來活動，並
暴露在陽光下，有助於盡快適應時差。
．2至12歲之間的兒童，特別容易受暈車（機）浪影響。
為了防止暈車（機）浪，兒童應避免在移動的車輛或飛
機同時閱讀或做其他活動，閉上眼睛或凝視地平線，可
減輕暈浪的感覺。

．許多與旅遊相關的疾病是由昆蟲傳播，如蚊子、跳蚤、
蠅 。 應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 使 用 含 有 避 蚊 胺 （ DEE T） 或
Picaridin的驅蟲劑，以保護兒童免受昆蟲叮咬。但避免
將它噴在孩子們的手中，以防吞食。驅蟲／蚊劑通常不
建議使用於六個月歲以下的兒童，但在登革熱或瘧疾的
重災區，這些疾病會對兒童比驅蚊劑的潛在不利影響的
風險更大。
．瘋狗症可從哺乳動物傳染給人類，而且兒童的風險較高，
因為他們經常與動物玩耍，容易被咬傷或抓傷，更可能不
立即告訴大人。任何年齡的孩子也可以考慮接受瘋狗症疫
苗注射。因此，去旅行前，您應該諮詢您的旅行診所。假
如你的孩子真被的咬傷，抓傷或舔破損的皮膚或黏膜（眼
睛，鼻子和嘴），應用肥皂和水沖洗至少15分鐘，徹底清
洗患處，並尋求協助，立即評估風險，接受適當的治療。
．因為小孩比成人腹瀉和嘔吐時更迅速脫水，所以脫水問
題尤其令人關注。兒童腹瀉時要避免使用Pepto-Bismol
治療。餵人奶的母親也應避免使用這藥，最好用口服補
液鹽（Oral Rehydration Solution）來預防脫水。如果你
的孩子有血性腹瀉，發高燒，持續嘔吐或有嚴重脫水的
情況發生，應立即就醫。

．小孩高原反應的症狀往往是模糊的，可能會跟其他疾病
混淆，可能會嘔吐，失去胃口或者煩躁。年齡較大的兒
童也可能會頭痛，作嘔或呼吸困難。由於兒童的高原反
應很模糊，一旦身體不適，症狀可迅速惡化，因此大多
數的醫生都不建議前往高於2500米（8,200英尺）的地
方。如果無法避免去那些地區，那就必須慢慢上山，每
一天不要上超過300米（984英尺）和每1,000米（3,280
英尺）就必須休息一日。

帶著孩子旅行時有許多注意事項和多方面考慮，所以您
和您的孩子最好在旅行六週前，拜訪一間旅遊診所。跟藥劑
師或醫生討論你的旅行計劃，諮詢旅遊衛生建議，如有需要
的話，應該旅行前接受有需要的疫苗注射。

．除了食用或飲用受污染的食物或飲料可生病外，在淡水游
泳也能傳播如血吸蟲（Schistosomiasis）和鉤端螺旋體
（leptospirosis）的疾病。在任何時候孩子們都不應該在淡
水或非氯化的水中如池塘或湖泊游泳。

注意：歡迎我們的新成員加入﹗為擴大我們的服務範
圍，五月開始，101藥房將會有註冊護士來為兒童注射旅遊
疫苗和提供健康講座。一個月只限幾天，如果你想知道費
用或詳情，歡迎來電101藥房預約和查詢。

士丹利公園

的太平洋，美景盡收眼簾，輕風
吹來頓覺寫意。善用雅致環境的
專業攝影師和助手帶備反光板忙
着替男顧客拍做型照。
沿着大馬路走，十多分鍾便
到空心樹Hollow Tree，綠林前迴
旋處屹立一株西部紅雪衫殘幹，中
空面積非常巨大，可以容納一隻大
象，或整輛汔車，估計這樹七百至
八百歲之間，八十年代來時，還枝
葉茂盛，2006年遭暴風雨破壞，
公園局要砍除，居民大力反對，籌
募款項在2009年用微鋼樁在內部
穩固豎立，保留集體回憶。
雖然由大馬路返回停車場取
車是捷徑，但來往汽車排出大量
廢氣，覺得不舒服，决定穿過樹
林去海牆步行徑，七時半的夕陽
西下，餘輝照得一片金黃，堤岸
另有一番景緻。遊人忙着拆除帳
蓬，收拾用品。在糖果車買了些

行了一整天，渾身疲累，今
晚食餐勁以作獎勵，八時多，來到
探子回報食肆林立的三大道，所有
餐館門外，不約而同擠滿候位食客
，停車場泊滿車，馬路两旁全是車
，插針難下，來回幾次都找不到車
位，饑腸轆轆忍不住吆喝：「有冇
搞錯！今天是什麽鬼日子？」太座
嚅嚅道：「今日是星期日中秋節！
」明白晒！退而求其次，時代坊、
帝國中心等全關了門。太座輕聲說
：「附近有麥記！」咆哮大叫：「
我要食飯！」管它那麽多！一扭呔
駛去沾仔記，竟然有位，環顧食客

展望角

的餸菜，心冷了一截，要了两個小
菜，那碗不知名例湯浮着塊豬骨，
只見洋葱的咕嚕雞片，浸在不知所
謂的醬汁中，蜜汁棑骨炸得尚算乾
脆。向太座歉意苦笑，太座輕鬆地
大口扒飯：「過節有親人倍着食飯
，不論好醜，都最開心。」挾了塊
棑骨放到我碗裏，唔！是我食過最
甜的棑骨。欲知後事如何，請看
「溫哥華市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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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突然想舊地重遊
展望角Prospect Point，幾十年
再來，面目全非，只有衫木幹上
刻着Prospect Point標幟還在，
一時興起，仿當年側身橫卧木幹
上再拍相片，相比昔日，頭上多
了白髮。來不及欷歔，聽到太座
大呼小叫，小路上，夜間活動的
浣熊Raccoon，白天竟出來蹓躂
，莫非被露天茶座食物香氣吸引
，見到我倆，互別苗頭，才施施
然掉頭走。展望角是公園最高點
，衫木幹標幟後，是2009年以任
職25年公園局主席占洛登Jim
Lowden命名的洛登眺望臺
Lowden’s Lookout，有梯楷落
下面两層伸出的平台，視野廣闊
，再一次近觀獅門橋，橋官方名稱
第一窄橋 First Narrows Bridge
，因它橫跨巴拉德灣Burrard
Inlet的第一海峡，連接市中心及
北溫哥華。舉目山巒起伏，碧海
藍天，揚帆出海船隻，波瀾壯闊

(六)

士多啤梨味糖，坐石階上歇歇，
含着糖果聆聽久違海浪聲，享受
悠閒氣氛，海鷗傲然冷對洶湧波
濤，牠在想什麽？

空心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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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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照的知己。
是的，時光是一把神奇的雕刻刀，鏤刻世

粉牆。那是深秋霜降時節，藤上的葉子枯萎飄零
，枝條卻瀟灑閑逸，似流雲、細雨、微風、淺草
，又如春水初生，碧波蕩漾。

間一切的情感，將那些可有可無的東西都舍棄
了，無論友情還是愛情。
錢鍾書先生在《論朋友》中說：“假

原來，一面粉牆是素潔的宣紙，一扇軒窗，
是粉牆的眼睛。牆上枯藤幾枝，殘紅幾片，詩意
盎然。

使愛情是人生的必需，那麼，友誼只能算

人

生

是一種奢侈。”可見，千金易得，知己難
求。友情從來是金錢買不來的奢侈品，漫

感

漫人生，得三兩知己，足矣。

悟

午後，樹枝上落滿積雪，那些樹就成了
吳昌碩筆下的一幅畫。此時，雪中的樹木勁瘦

￭ 李娟

秀挺、冰清玉潔，簡潔、靜美、風骨錚錚。
魯迅先生談寫作時說：“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
、句、段刪掉，毫不可惜。”這是先生寫作的秘訣。

年紀漸長，你就會慢慢懂得
刪繁就簡的深意

“刪繁就簡三秋樹”，是鄭板橋作畫時的感悟，作畫
時以少勝多，用簡潔的筆墨表達飽滿豐富的內涵。

Dianne
Brown
Cell:403-540-0207

看吳冠中先生的畫作《牆上秋色》。畫中大
面積是雪白的牆壁，蒼勁的藤條枝枝蔓蔓，爬滿

◆此文摘錄網絡

Josephine
Chow

周美雲
Cell:403-63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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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稅務的優惠
剛剛閱讀了一份稅務文章是將稅務上對子女的
優惠列出來。筆者覺得它很有用。現將其轉載在此
專欄內和各讀者分享。

(

‧

Trend Weekly May 05, 2016

趙
寶
遜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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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900

是以洗練取勝，無論繪畫還是寫作。

Landan Real Estate

西南 Signal Hill 區

中年的人生，就是一棵落盡繁華的櫸樹，蒼
勁挺拔，沉靜從容。讀葉芝的詩：“她勸我們從容
相愛，如葉生樹梢。她勸我們從容生活，如草生
堤堰。”其實，人可以像植物一樣簡單生活，內心
安然而身體舒展。
年紀漸長，才慢慢懂得刪繁就簡的深意，
懂得珍惜眼前的悲歡，也學會自省、節制、放
下。舍棄內心的貪念、名利、欲望、執著，像
雪中的一樹寒梅，剪雪裁冰，芬芳暗盈，卻有
清氣滿懷。

可見，任何一門藝術要達到至高的境界，都
那天和老師喝茶聊天，他說，人這一生，
年輕時賓朋滿座，能把酒言歡的朋友多得數不
清。隨著年紀漸長，中年的人生便是在做減法
，刪繁就簡，剩下三兩個朋友，成了一生肝膽

這幅畫好像一個人的中年，把多余的一切都
刪除了，心頭的煩憂、生活的失落、外在的浮華
，全都放下了。只余下錚錚鐵骨的枯藤，堅韌、
閑逸、自在、風骨猶存。吳先生以簡潔的線條表
達了畫外詩情，意蘊無窮。畫家筆下的牆上秋色
，原來是畫外的人世春秋啊。

首先，稅務上所指的子女全都是十八歲以下的
：即由出生到十八歲生日為止。如果子女的親生父
母不在，供養十八歲以下兒童的人仕在經家庭法律
認許下，也可以被認同為「父母」而享用到這些稅
務優惠。
第一個要介紹的優惠便是剛剛在兩個月前在聯
邦財政預算案中提及的加拿大子女津貼（Canada
Child Benefit）。子女津貼在筆者剛認識加拿大稅務

叫價 $529,900

馮郭季善

Karen Fung
B.Comm

PANORAMA 獨立屋 西北區

新上市柏文
Beddington區，900呎，高天花，多大
窗，光猛清潔，有新裝修，全屋木地板
及磚地，二大睡房，二全廁，有不銹鋼
電器連乾洗衣機在內，開放式廚房，大
廳有壁爐，露台可觀景色，土庫有一停
車位，交通極方便。

只售：$235,900

時已經有了，名稱由牛奶金至Universal Child Care
Benefit，總之是層出不窮。政府又要慳錢，但又要
攪些名目去爭取父母的選票。現今提出的子女津貼
將於今年七月開始生效。由剛出生到五歲的小孩，
每個子女都可以替父母取得最高$6,400一年的津貼
。而由六歲到十七歲的子女，則每一個可以得到最
高$5,400一年的津貼。
以上的津貼是視乎父母親合併的全年入息來計
算的。亦視乎有多少個小孩，如果兩夫婦合併入息
是在三萬元左右，此津貼便會遞減。而兩夫婦的全
年總入息在十五萬以上的話，差不多便被減至沒有
子女津貼了。這個新子女津貼和以前的最不同之處
便是全不用繳稅。被其取代的Universal Child Care
Benefit，無論是父或母的入息有多少，一符合所有
規限便可拿到津貼，最多要繳稅。但這新子女津貼

403-650-6288
高 級 豪 華 住 宅 ， 二 層 式 連 前 進 車 房 ， 全屋 共
五睡房，三個半浴室，背向高爾夫球場，全
屋3500呎，9呎天花，光猛寬闊，主層有書房
，食飯廳，大廳連書櫃及壁爐，大露台可觀
景色，樓上四睡房，特大主人房連浴室，土
庫 walk-out（ 獨 立 門 出 入 到 後 園 ） ， 全部 裝
修好，有特大分廳及健身房，另一大睡房，
有全廁。機不可失，可立即入住。

現只開價：$685,900

，父母親入息越高便可能拿不到津貼。這亦反映了
現今聯邦政府（政黨）對高入息稅民的態度。政府
津貼是為需要幫忙的低入息及中產稅民而推出的，
高入息稅民是不需要政府資助或津貼的。今年七月
開始新子女津貼便會跟據稅民填報的2015年個人入
稅單來計算。因此，這亦是夫婦倆要儘快將2015年
稅單填寄入稅局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不然，今年
七月便拿不到這個新的子女津貼。
除了基本的子女津貼之外，如果子女是有註冊
傷殘的話，每一名十八歲以下的傷殘子女還可以額
外多領取$2,730一年的生活津貼。這份傷殘津貼亦
會因應父母合併入息高而慢慢遞減的。
為了減除寫及寄出支票的運作費用，政府是極
力鼓勵大家去和政府註冊自己的銀行戶口資料，等
每月的子女津貼能依時依候入到父母的銀行戶口。

貓咪不洗澡也不會臭臭？
有養貓的人大概都同意，貓咪
的身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聞味道吧？
有一點點像牛奶又像是奶油的味道，
也有人覺得像是被子曬完太陽的味道
；很多人都喜歡聞貓咪身上的味道，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貓咪不常沖涼身上
卻不會臭臭嗎？
貓咪真的不臭臭
貓咪不止身上有好聞的味道，
牠們也沒有一般動物會有的騷味。一
般人覺得貓咪臭指的應該是牠們的尿
騷味。貓尿的確是很臭，而且比其他
動物的尿味還要更重！所以如果有人
覺得你家的貓咪臭臭的，就表示你該
好好地打掃一下牠的廁所了！
貓咪不臭臭的原因
○ 貓咪是潛伏型的狩獵者
貓咪是狩獵的動物，牠們習慣
埋伏著等待時機捕捉獵物；在偷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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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獵物時，如果身上有味道的話就會
暴露出自己的藏身處，狩獵也無法成
功了！因此有人認為這是貓咪身上不
臭的原因之一。
○ 貓咪很愛乾淨
貓咪有空的時候就會用舌頭理
毛、清理自己；而牠們天生的體味就
很淡，又勤於清理，身上的臭味自然
就不易累積了。而貓咪理毛也是觀察
牠們健康的一個重要項目，如果發現
貓咪不理毛了、身上的毛亂七八糟時
，最好要帶牠到醫院去做檢查哦！
○ 貓咪喜歡曬太陽
貓咪對於陽光的變化非常地敏
銳，睡覺的地方會隨著陽光的移動而
改變！而陽光具有殺菌效果，可以有
效抑制皮膚上臭味來源的細菌和黴菌
。而曬完太陽的毛膨鬆乾燥，細菌也
不易繁殖，身上自然就不臭臭啦！

為什麼有好聞的味道？

○ 太陽的味道？
被子或衣物曬完太陽的味道，
是因為陽光分解了附著在被子上的汗
、油脂和清潔劑而來；而貓咪身上雖
然沒有清潔劑，但是多少還是會分泌
汗和油脂，每天曬太陽的結果，自然
就會散發一股太陽的味道囉～

○ 貓咪的費洛蒙？
說到費洛蒙，一般人只知道吸
引異性注意的「性費洛蒙」，事實上
，還有警告同伴有外敵入侵的「謷報
費洛蒙」，以及緩和壓力的「安寧費
洛蒙」。有人說貓咪身上的好聞味道
可能是來自於牠們散發的「安寧費洛
蒙」。但是其實貓咪的費洛蒙只對貓
咪有效，對身為人類的我們來說是聞
不到的。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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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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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吸引叫價 $199,999

東北 Coral Springs

2001年建，內街坐東，1676呎Bi-Level。主層三
睡房，主人套房。Walk-up土庫，分門出入，有
大廳，獨立廚房，二睡房及
全浴廁。大量upgrades：全
屋鋪木地板、2’x1’地磚、中
央冷氣...等。後院水泥RV泊
車位。

OLD

S

安

$504,900

居樂業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西北Ranchlands Walkout平房

全新屋

* 西北Evanston

單車庫三房排房
1698呎，雙車庫（三房兩個半浴廁）

* 西北四層高柏文

2睡房，2全浴廁，土庫車位

* 西北Noland Hill

$309,800 起
$398,800 起

$287,500 起
$479,000

1657呎2層屋，3睡房，2個半浴廁，雙車庫，大量
upgrades（木地板、麻石桌面、不銹鋼電器）...等

西北 Sandstone 獨立屋
1982年建，向東南1118呎Bi-Level。前進單車庫，位
處幽靜鎖鑰圈內。Stucco外墻。主層三睡房，一全浴
廁。土庫完成（有壁爐）及書房（可改作睡房）與一
全浴廁。主層客廳木地板，飯廳
鋪地磚。數年新屋頂膠板、高效
能暖氣爐；新車房門、熱水爐及
木Fence。中央冷氣。步行到3號
公車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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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00

中央北 Coventry Hills

D出
L
O
S 天售

2001年建，朝西南，1516呎2層屋。二樓三睡房
，客廳Loft，主人套房。主層部份木地板。區內
設備（學校、商場）齊全，交通方便。現成租客
，月租$1800！100%房貸（只付利息），支付所
有開支，現金回報每月達$350。

0

1
上市

$359,800

$419,000

「 業 主 自 售 」 FSBO 的 利 弊 （一）

雖然亞省地產代理（經紀）收費比
多倫多、溫哥華及美國相宜，對賣家而言仍是筆
大開支。故有「業主自售」For Sale by Owner；
其利弊如下：

優點：

（二）不存在受經紀壓力而作出決定。及避免經
紀人任何因自身利益衝突的游說。
（三）業主對物業及小區更了解，帶出優點。
（四）因沒收費，更有討價空間。
（五）可能與買家更易建立信任，探討及達成彼
此目標。

缺點：
（一）個人推廣成效質疑：因不能上mls.ca或
matrix網頁推廣，更不可以刋登地產業內雜誌或
地產局周報。自費登報極其昂貴。

（八）沒預先評估準買家的購買力及實際需求。
尤其城市大了，治安差，讓陌生人進屋，風險高
；更別說瑣碎及費時的安排看房事宜。

（三）容易錯失黃金時段。據統計，物業上市，
二周內能賣出，價錢是最理想的。自售叫價既高
，參觀者必流失，變成間接在幫競爭者在賣房。

（九）欠專業經紀跟進及協調整個買賣流程。既
費神，壓力大。

（四）要與太多人士周旋，尤其這不是賣方本業:
（a）合約文件及法例之更新;（b）買家（想盡平
）;（c）買家代表（為其客戶謀求最大利益）;（d
）驗屋師（如何協調及妥善處理所尋找出之缺陷
）;（e）估價師（若估價不足）;（f）測量圖RPR
或Survey的問題…等。
（五）談判技巧：與買家站在對立面，賣方易
「動氣」及作出不客觀、不理智決定。對抗性氣
氛，不利商討。
（六）賣方想省佣金，買方想在賣方除淨佣後再
平宜的價。沒有中介人，如何談得龐？
（七）憑個人主觀願望，叫價一般比市價訂得更
高：因沒渠道得知市場之變化及最近同區，同類
形物業成交資料。賣方只想省佣及賺盡，尤其是
要搬去更大及貴的房子。

（十）任何一方性格較強，易控制氣氛；若礙於
面子，不懂說「不」No，易引發不良後果或浪費
資源，做了些不必要的程序。或事後後悔亦太遲
。
（十一）因價就貨，買了不是較理想的物業，影
響他日升值潛力或出手難度。
(十二)隱瞞或欠缺披露，賣方易招惹官非，被買家
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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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交易，沒有經紀費用，省錢。猶記
2006年搶屋情況，卡城上市盤低於二千（現今六
千三百個），只要在前園插個牌也能把房賣掉。

（二）買家何處來，數據如圖右下角。若不，經
紀這行業，早已被淘汰了。美國數據，過往20年
，業主自售佔出售物業總額從19%下跌至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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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拼

龍友園地

0505-01 風雲

變色

2 天與地

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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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04 漸露曙光
0505-03 頭頭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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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選相片方法： 細節將會日後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