ܕέ៉˘ᎹႢ௺
д͟ώЕफݑბĂᛳҘ
͉π߶̈́හޠᄼঔ̳ঔ
ঔા۞˘࣎ࠞ༁ᒨ附ܕॏ౦үຽॡĂజ͟
ώ֟ទᚻၟઃљ٪ĂޢՀజ͟ώ༊Ԋ
෦ĂཋЩߏд͟ώ۞Ķ՞̝౧फķঔા
̰ڱܧॏ౦Ąᐌޢέ៉༊Ԋੵͅϋ͟ώٙ
Ꮬ۞Ķ՞̝౧फķࡇᛳҜ̳ٺঔ̰۞˘࣎
ĶᒨķĂ҃ܧᔴᛳߙ˘઼छֳѣᛳགྷᑻ
ડ۞फᑎĂࢋՐ͟ώϲגᛖٸజљႢϔ
௺γĂᔘӈॡࠁĶ᜕֟9ཱིķĶঔ2
ཱིķᅁـனಞࠎႢ௺᜕ਝĂՀࠁ̂
ጟҜ۞֟ାᚻĶآᜋཱིķүᆧ೯Ą
ፂშ˯ྤफ़ពϯĂ͟ώٙᏜ۞Ķ՞̝
౧फķߏϤˬ࣎ሗੜॡᜨͪࢬ۞ᒨϮ
јćڌᒨࢬ᎕ѣ7.86π̳͎͞ĂΔᒨࡇѣ
1.58π̳͎͞Ăݑᒨߏ˘࣎ϫ݈̪дᎸޙ
̚۞ˠౄᒨĄҭ༊ሗႚॡĂ全ొஂܮ՟ͪ
πቢͽ˭Ăٙͽ˘ਠϒ૱ၚٺౙг˯Ϡ߿
۞ˠڱകاд˯Ą
఼૱˘ਠˠᄮࠎफٕफᑎĂдሗੜॡ
ͪπቢ˯ਕ֍̙͌ٺ500π͞ѼĂѣങۏᖬ
ᄏαࢬᒖͪ۞гĂܮჍ̝ࠎफٕफᑎĂ
тࡶ̚ѣΞֻˠ類Ϡ
х۞୶ͪߵĂՀߏΞ
കاΞ൴ण۞फٕफᑎ
Ą࠹ͅሗੜॡͪπቢ˯
ਕ֍͌ٺ500π͞ѼĂ
՟ѣങۏᖬᄏ՟ѣ୶ͪ
ߵ۞αࢬᒖͪ۞جг
ٕجϮĂࡇਕჍ̝ࠎᒨ

ڵ
ъ

Ȕ

ᝑ㗄响

̓ˠ̈˞࠻آԧ˯
ᆷ۞ĶԲෞķĂᙯٺȖ
Ȑ۞߇ְĂсӘ෦ԧс۞
ዎ࿃Հम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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ѐ݈Ă̈آણΐ˞˘࣎
Ȉ͇ॠҖဥĂЯ̙ຐк;Ѻ
Њ̝̣Ȉ۞ܛᗝүࠎಏˠٗ
附ΐĂߏٺĂсՙؠᏴፄ
Ϥॠྼ̳ΦсщଵΩ˘Ҝ
ಏ̃Ăјࠎс۞̓ވĄ
˘͞ࢬĂ̂छΞͽ࠷
аѺ̶̝̣Ȉ۞ฟ͚Ă˫
Ξͽдॠ˯ү࣎ҡĄ
ֱѐĂޝкಏշ
ಏ̃Ă࠰˘࣎ˠΝॠҖĂ
ವॠྼ࠻͵ࠧ۞ေຐĄ
ѣ۞ĂԱ̙זਕૉ੨

ٕᒨϮĄ
၁फٕफᑎᒨٕᒨϮ۞ԛјĂг
ഥᆸ۞ொજ͔Ҍౙг˯ٕ̿˭ՕĂ҃ᄃ̂
ౙг̶ᗓ҃јफٕफᑎĂٕٕ߹ګസ̚ڿ
۞ՒϮ҃јĄᒨٕᒨϮߏϤঔ̋ͫغᘕ൴
Ăᆡ۞Ⴆۏجኳଯ᎕҃јĂٕϤঔࠞغ
༁જ۞ۏᐩٕଵঘۏଯ᎕҃јĄ
ҭѩ˘ਠˠᄮࠎ۞ᇾĂإϏזᓑ
Ъ઼ঔ߶ࡗ̳ڱᖐٚᄮĂЯࠎ̙͌ᓑЪ
઼ј઼ࣶࡗ̳ྍᖐ۞؎઼ࣶĂͽώ֗
۞߆ڼགྷᑻӀৈࠎ݈ᗟĂЯѩ̂छڱ
ѣᙯ̳ࡗ྿ј˘Ă߇ઇј̫͇͵ࠧЧ
ঔ߶ᛳགྷᑻડ৾۞ۋԊࢬĄ
˯͟ώٙᏜĶ՞̝౧फķĂ1543ѐ
ϤҘͰˠ൴னĂ1789ѐజࡻ઼ˠᇇॾٛ
ᄮߏؠᒨϮĂ߇ჍࠎDouglas ReefĄ19͵
ࡔҘͰٙᛳ۞͉ڌπ߶फᑎᒨϮ(Β
߁Douglas Reef) ᄃᇇ઼ĄࢵѨ̂ጼ۞ޢ
˲Ⴌᔈ̳ࡗԯ˯гડᝋ؎ග͟ώĄ
˟Ѩ̂ጼޢĂ̂ܮ઼࡚࣯ܠলཏफ
்̈ࣧཏफռҋொϹග͟ώĂ͟ώᄮࠎߏ
Β߁౦έफ՞̝౧ᒨĄ

小 故事 大 道理

㉙㌜ͭॏी

ʏʃᆯ̷บЭʑᑂ
࣎ॠҖ̚۞ֹ͇ז

ኳયҁֹ͇ࠎ̦ᆃົᇹĂௐ˘

˘࣎ಱѣ۞छलࣄĄ

࣎छल̦ᆃౌѣĂҁֹ͇ᔘᑒӄ

छˠ၆ࣇ̙֭̓рĂ֭

ࣇ࣒ྃᒒ߽Ăௐ˟࣎छलႽგтѩ

ͷ١ឰࣇдනዋ۞މ

ళᔘߏሤଐഠމޞˠĂ҃ҁֹ͇

ˠވۻ࿅؆Ă҃ߏдДҽ۞г˭ވ
ගࣇԱ˞˘࣎֎རĄ༊ࣇዛԖ
ॡĂྵҁ۞ֹ͇൴னᒒ˯ѣ˘߽࣎
Ăಶึ͘ԯι࣒ྃр˞Ąѐᅅ۞͇
ֹયࠎ̦ᆃĂҁֹ͇ඍזĈ“ѣְֱ
̙֭ညι࠻˯Ν֤ᇹĄ”

ߊΞͽ༼࠷ॠĂ˫
Ξᄮᙊ˘Ҝາဥ̓Ăॠ
̚ĂكѩүҡᜪĄ

ຍ̶ֳ۞ੑಱĂٙͽԧԯᒒ߽

ࣇܧ૱ሤଐĂԯ่ѣ۞˘ᕇᕇࢴۏ

ٙͽѣְֱ̙֭ညι࠻˯Ν֤ᇹĄ

ηͱѪ˞Ąѐᅅ۞ֹ͇ܧ૱ᇙޤĂ

ٙͽĂѣֱॠྼ̳ΦĂ
ࠎ˞͞ܮ羣ດֽດк۞ಏ
շٕಏ̃ॠމĂ˫̙ຐ;̙
͌۞ಏˠٗ附ΐϡĂ̶ܮ
੨ҜТّҾ۞ಏމĂВ̶
˘࣎੧ٗظมĄ

ĄЯࠎˠజల୬ٙਜ਼ೊĂ̙ᙸ

ྺ͈۞̄؍Ăԧឰηͱആ˞сĄ

ڥĂࣇ˘۞Ϡ߿ֽ——˘ᐝ

ѣ۞Ăຐ˘࣎ˠᐖ˭
ֽĂррٸᗫ͕֗Ăֳצ
ҖĂЧዋёĄ

ॡĂԧଂᒒ߽࠻זᒒ྆ࢬુ႕˞ܛ

˯˞Ąߑ͇˯ĂѪ˸̝ৠֽΡಓ

ֹ͇࣎൴னྺ͈̄؍۞дࣵ

ѣ۞ĂЯಉ˞ઊĂ̏
ᗓளĂ੨ઊ၆ߙֱॠྼҖ
̙ຏᎸĄ

ҁֹ͇ඍĂ“༊ԧࣇдг˭ވ࿅؆

ௐ˟Ăˠ˫ܧ࣎˘˞ז૱

۞Ԗዛගֹ͇࣎Ąௐ˟͇˘ѝĂ

Ъ͟ഇĂॡมгᕇ۞छ
ˠᏐ̓Ą

“ѣְֱ̙֭ညι࠻˯Ν֤ᇹĄ

ళ۞ྺछࣄĄˠ͈ࣂ၆
ोֽഠމޞˠĂ˫ޢឰҋ̎

द

ݒ՟ѣͤܡηͱ۞Ѫ˸Ą

༊Ăтڍ࿃࣎˘ז
πܕٽˠĂѣથѣณĂච
։ᚽ۞Тٗ̓ވĂؠυ
΄ॠྼᐅ˯܅Ą
ҭтڍ࿃˯˘࣎ҋռҋ
ӀĂ՟୧՟நĂใ˛ˣᒷ۞
ТٗĂ֤ಶυᅮԡĂۡҌ
ॠҖဥԆඕĄ
̈آ࿃˘זҜల̈ܮ
˫آຑᇩᓿ۞̃̄Ą
̃̄ಈᝌĶࣄϡķ
̈ڌ۞آҘĂт᜕ቲݡă
̼Ӷݡăҗۏăۏă
ࢴඈĄ
ܐĂ̈̃ࠎͽآ
ّ̄ॾฟ६ĂሤଐᐌܮĂ
̙༼̈ٲĄ҃ĂՏ͇т
ߏĂՏтߏĂ̈ܮآѣ
ᖃᄻгયсࠎңֹ̙ϡҋ
̎۞ݡۏĂ҃ࢋĶࣄϡķ
с۞ĉ
֤̃̄ᄮࠎ̈ે͉آ

ሷˀᆹαʶ᱿⠧ㄇʏʃᆯ
૪もະ⥿᱿ᑂઈȯॖኞ̷ሷΒ൳Ŋ
̷ףト⣬Βˡӛⅶሳവӷߊࢊȯ
̷⋱רʃሳᱹŊ᳅ӷര͗ȯ

̈ঈĂᑕྍវኗсԞ
౯͟૱ϡݡĂүࠎ̓ވĂ̙
ߏᑕྍ̢࠹ᜪĉ
ॠ࿅˞ᇴ͇Ă̈آ൴
னѣ᜕ֱቲ̼ݡӶݡĂࠤ
Ҍܛ̙ᓍ҃ࢳĄ
̈آય̃̄ѣӎ֍࿅
ो֕с۞ڌҘĉඍ९༊
ӎᄮĂ֭ᄮࠎ̙̈آᑕ
ྍࣙږϨฆ۞ˠӡĕ
ॠྼԆலĂаזछ̚Ă
̖̈͞آ൴னεΝ۞ڌҘͧ
сຐည۞ࢋкĂࠤ؉Ą
ۏІεΝ˞Ăಶ༊ϴ
ଫ˞Ą
ΞߏĂॠ̚Ă͕ଐ
၁дࢬ۞ٕٕ̈̂זצ
ᇆᜩĄ
ࠎ˞̙ຐ;ಏˠٗ附ΐ
҃ᄃࢪϠ̃̄јࠎ̓ވĂ
͔ҌεۏĂ͕ჰ̙ஜĂࣃ
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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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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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大多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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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病重重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 超重或肥胖會增加你患多種嚴重疾病的風險，包
括心臟疾病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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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壓：時間越長，高血壓導致心臟病發作，中
根據統計，加拿大有超過140萬人患心血管疾病
風和心臟肌肉變肥大的機會越高，最終會導致心
，是加國頭號殺手之一，每年超過33,600人因血管
臟衰竭。
疾病死亡。十個二十歲以上的加拿大人當中，就至
◊ 高膽固醇：太多壞膽固醇（LDL膽固醇）可導致動
少有一個患有心臟疾病的危險因素。原住民、少數
脈阻塞，增加心臟疾病的風險。
民族和南亞裔人更容易患上如心臟病和中風的心血
◊
糖尿病增加心臟疾病的風險，尤其是如果血糖水
管疾病。
平控制不佳。
當大家談到心血管疾病，很多時祗想到中風或
高血壓。事實上，心血管疾病有許多不同類型，由 ◊ 壓力：長時間壓力過大可能會導致高膽固醇，血
壓上升，或心臟節律紊亂。
不同的風險因素引起。有些因素可以從改變自己的
生活方式來控制，有些就不能。通過了解導致疾病
的危險因素，有助降低患病的風險。
可控制的風險因素包括：
◊ 吸煙會增加血壓，並導致動脈阻塞，把你患心臟
疾病的風險提高。
◊ 缺乏運動
◊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沒有吃足夠的水果和蔬菜的
人風險較大，含有反式脂肪 (Trans Fat) 和大量的
飽和脂肪(Saturated fat)和鈉(鹽)的食物也會增加心
臟疾病的風險。

不能控制的風險因素包括：
◊ 遺傳或家族史：如果任何直系親屬（父母，兄弟
，姐妹等）有過心臟病，高膽固醇或高血壓，那
你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較高。
◊ 年齡：隨著年齡增長，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
，尤其是45歲以上的男性和已停經或者是55歲以
上的女性。
如何從改變生活方式來改善你的血壓？
１）多鍛鍊身體︰每週4至7天，每次30到60分鐘的
中度運動， 如散步、騎單車、游泳等等。

２）減輕體重︰健康的身體質量指數 (BMI) 為18.5至
24.9kg/m2，而亞洲人的理想腰圍是男性少於90
厘米(36吋)，女性則少於80厘米(32吋)。
３）限制飲酒︰每天最多飲2杯，男性最多每個星
期14杯，女性最多每個星期9杯。
４）吃得健康︰新鮮水果／蔬菜，纖維，非動物蛋
白質，低脂肪的乳製品。高血壓患者可以考慮
從飲食中增加鉀(Potassium) 。
５）鬆弛神經緊張
６）戒煙
為增加大眾對心血管疾病風險的認識，101藥房
會在5月21日舉行心血管疾病的免費講座。到時會
有101藥房的藥劑師和註冊護士講解最新的血壓標
準指南，並會為每一位參加者即場提供一對一的血
壓檢查, 評估患病風險和用藥諮詢，所有病人諮詢絕
對保密。如有疑問或想了解詳情，請致電101藥房
。活動期間，我們將提供免費健康小食和禮品袋，
數量有限，歡迎來電登記 (Tel 403-455-8648)。
日期︰5月21日(星期六)
時間︰12:00-4:00 P.M.
地點︰101藥房， 中央街北，1107號。

溫哥華市中心遊

線 Millennium Line 和淺藍色的加拿
大線Canada Line；以黃色線風景最
佳，大受遊客歡迎。
我倆坐淺藍色線 Canada Line 去
市中心的海濱總站，車站對面是列
治文中心 Richmond Centre ，著名老
婆餅店金都遷到這兒，車廂和卡加
里的輕鐵差不多，大部分乘客都是
華人。因無人駕駛，首卡車廂前位
視野最廣，幻想是司機過過癮。建
於1912新古典風格的海濱總站
Waterfront Station，白色愛奧尼柱
ionic order columns、拱門和天花板
和粉紅牆上掛着加拿大各地的風景
畫，紅磚外牆，高雅脫俗。當年是
太平洋鐵路CPR的終站，現在是所有
地鐵和海上巴士交會處，真正交通
樞紐。前門豎立勝利天使青銅雕像
，紀念鐵路員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陣亡。這尊雕像被電視劇X檔案
The X-Files用作片頭9年。

海濱總站

頂的海鷗把一切看在眼內，偷笑這
大驚小怪土包子。拉着她快快往五
組 白 色 蓬 頂 的 加 拿 大 廣 場 Canada
Place去，三面環海，遠看像艘泊在
港灣，揚起五張白帆，即將出海的
帆船，是1986年世界博覽會東道主
的展館「加拿大館」，花了3億6千5
百萬元興建，欲知內裏如何？請看
「溫哥華市區遊(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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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2015年風和日麗，原定
計劃是去松雞山 Grouse Mountain，
徒步上山乘纜車下山，但許多設施
都關閉，包括最想去的巨型風車發
電桿「風之眼 Eye of the Wind」360
度觀景台。决定改搭公共交通工具
溫哥華市中心一日遊，1792年英國
探險隊船長佐冶溫哥華George
Vancouver來到這裏，用他姓命名以
記念。客棧位置極佳，門前有巴士
站去架空列車站 Skytrain，我两行路
十五分鍾便到，用自助售票機買一
日 Day Pass 交通卡Compass，任搭巴
士、架空列車、海上巴土；隨即上
月台候車。2015年10月5日開始出入
架空列車站都要在驗票機拍卡。初
期大部份路段採用高架天橋，因而
得名，香港人叫地鐵，台灣人叫捷
運，大陸人直譯天車，哈哈！我當
然叫它地鐵。分為三條路線，深藍
色的博覽線Expo Line、黃色的千禧

(一)

抬頭就見到港灣中心 Harbour
Centre的溫哥華觀光塔Vancouver
Lookout，成人收費16.25，乘搭户外
電梯直達360度觀光平台，欣賞溫哥
華全景，設有旋轉餐廳。太座對登
觀光塔興趣不大，反而對面圓形玻
璃房餐廳好奇，我覺得似金鐘罩。
怕了她八八卦卦擔誤時間，急急腳
朝海傍走，時間尚早點心餐車還未
營業，一聲不響伸手討錢的洋漢已
開工。太座頭岳岳四圍望，驚喜指
着遠處大樓頂層陽台幾棵樹，說是
著名的橡樹景點，錯了！250呎高的
橡樹 Oak 是在Eugenia Place 大厦。
現在很多建築頂層都裁花種樹，減
低温室效應。哈！轉過頭又給她發
現直升機塲和渡輪碼頭。站在燈桿

溫哥華觀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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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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消費者好消息
快餐店將全日供應早餐
對於快餐行業而言，早餐可能是一天當中最
重要的一餐。
早餐一向被認為是低利潤，低收益的飲食生
意，但現在它將會是為一些快餐連鎖店的帶來新
希望。麥當勞最近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在美國
全日供應早餐的策略非常成功。
鑑於近年來早餐市場的轉型，在不久的時間
內，我們將會隨時購買到自己喜愛的麥克鬆餅（
McMuffin）。
數年前，麥當勞試圖重新確定其發展戰略，
集中火力發展富有時代感的店舖，關閉了一大批
分店。其次，麥當勞也擴充它們早餐的業務，銷
售量明顯地上升，某些分店，在過去三季持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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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超過百分之五。似乎全日供應早餐的策略為
麥當勞收回很多失地，而且吸引了其它快餐連
鎖店，如美國的Taco Bell去仿傚。
傳統的早餐時段，通常是在早上7時至11
時。基於現代人生活模式有變，吃早餐的時間
開始變得不規則。為少花時間，大部份人正在
慢慢地放棄牛奶加麥片類型的早餐，而購買即
食穀類製成品、乳酪等。事實上，近幾年的早
餐選類，近兩成的早餐類別是方便一方邊行邊
食。此外，在餐廳的餐牌上，早餐的價錢相比
午餐或晚餐更為便宜。
眾所周知，早餐是一天中最主要的膳食，
而麥當勞就是把握這個趨勢。千禧一代（

Millennials）人口已超過嬰兒潮那代。千禧一代為了省錢，而且
他們一般都不喜歡吃早餐麥片，市場變化，為麥當勞提供了新的
市場商機，使它們可以為自己定出一個新方位。當然，一旦千禧
一代有了孩子，到時他們可能選擇不同地方享用早餐，時間將會
證明一切。
不過，在加拿大麥當勞對於全日供應早餐的策略會有所不同
。儘管受美國餐飲市場的影響，加拿大麥當勞的業績仍然表現良
好。
加拿大麥當勞擁有$40億的業務和超過1400家店舖。但加拿
大的龍頭連鎖店Tim Hortons，仍然居於市場的第一位，繼續控
制早餐市場。Starbucks也佔超過$10億銷售額的早晨售賣咖啡市
變化可能被低估。連鎖店給自己10年時間，直到2025
年，提供非籠養雞隻的雞蛋。其他的連鎖店，如Tim
Hortons亦已承諾這樣做，所以農場系統制定變革的
壓力將極為艱鉅。
加拿大的麥當勞現在每年購買超過1.20億隻雞蛋
。如果要全天供應早餐，數量會增加到1.50億或以上
。但隨著加拿大基於配額的雞蛋供應體系，這一種增
長將會變得更為複雜。加拿大的系統比在美國有所不
同，在那裡已供應無籠飼的雞蛋。
然而，一旦麥當勞尋求出如何處理超越現時供應
鏈的管理模式，到時我們將看到加拿大在早餐品種供
應上的商業競爭。﹙完﹚
場。為增長業務，Starbucks正在探索在營業時間後出售酒
精飲料。Tim Hortons會緊守崗位，仍然致力於其目前的戰
略。
加拿大麥當勞，可以很容易地在侵略早餐市場全因它們
投放資金裝修店舖、積極推廣咖啡業務、不時推出優惠行動
、早餐餐牌加添焙烤食品等， 使其早餐組合更具吸引力。

一些報告表明，加拿大麥當勞正面臨計劃上的挑戰，將
改以非籠養雞隻生產的雞蛋。在農場的成本和執行時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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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深明必需有恰當的貨源才能推銷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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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地產
東 南 In gl ewood 全新栢文
石屎建築，707呎，一睡房栢文，9呎高天花，

手提 403-862-7111
公司 403-685-5700

石英石廚櫃檯面，交通方便，近各類消閒點。有

傳真 403-685-8113

現成租客至明年7月，投資極品。

電郵 stella@belmormortgage.com

$338,000

市中心豪華栢文
840呎，一睡房一書房一浴廁，9呎高天花，不銹

400 2303 – 4 Street SW

鋼廚具，私家洗/乾衣機，有河景，中央冷氣，暖

Calgary, Alberta T2S 2S7

氣車位，地點一流。

$368,000

Your Trusted Mortgage Advisor

Victoria Park 栢文

你最值得信任的按揭顧問

近市中心，740呎，兩睡房一浴廁，寬闊露台，
全新高級洗碗機，不銹鋼廚具，連地下暖氣車位
，管理完善。

西 南 Wood l a n d 靚區豪宅

曾秀恆

Dianne
Brown
Cell:403-540-0207

(

趙
寶
遜

Mary

Josephine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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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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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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900

獨立兩層，2170呎，樓上4睡房，兩全廁，主人套
房，主層書房亦可作睡房，開揚光猛，高樓底，開
放式廚房，花崗岩廚櫃檯面，屋後可直通公園，全
屋保養一流。
$575,000

Landan Real Estate

西南 Signal Hill 區

$248,500

不少讀者可能已知道或已嘗收到聯邦銷售
稅退稅。這個退稅是聯邦政府津貼低收入家庭
的。雖然不少日常必需品如蔬菓食品及藥物等
已不用繳銷售稅，但還有不少家庭必需品如嬰
兒尿片、兒童衣服、返學文具等等都要加上銷
售稅的。因此，低入息家庭最基本的銷售稅津
貼是夫婦兩人每人每年可得到$276，而每一個
十九歲以下的子女亦可得到每年$145的津貼。
如果家庭入息（兩夫婦共計）是超過$35,91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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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津貼便會相繼減少5%。這銷售稅津貼是每
三個月寄出一次的；2016年的津貼是跟據2015
年填報的個人入息稅單來計算的。
另一個子女稅務優惠是低入息工作津貼
（Working Income Tax Benefit）。如果當事人的
2015全年工作或自僱入息是低於$16,464的話，
聯邦政府便會津貼$1,663。這是一個現金退稅
。如果入息是高過$16,464的話，每多一元入息
便會被減15%津貼。如果有一名十八歲以下子
女的話，入息限額便會増至$27,551（即家庭全
年入息超過$27,551才會開始減少津貼）。這津
貼亦是由2015年個人入息稅單來計算的。聯邦
政府會以退稅形式退款給當事人。
產假也會是子女帶給父母親的稅務優惠（或

$363,000

聯邦政府津貼）。相信不少讀者也已知道加拿大
在數年前已推出了父親也可以申請因有初生子女
而得到的職業金。但如果父親申請了，母親便不
能申請。因此，如果母親工作的地方是有個人有
薪產假的話，父親便可得到全部的聯邦政府產後
職業金。同一時間，聯邦政府更加上了領養嬰兒
的父母，亦可以申請產後職業金。
在申請加拿大退休金時，雖然已經五、六十
多歲了，但申請人可以要求將自己養育十八歲以
下子女時的入息不計在供退休金的時段內。因低
入息時段不計，加拿大退休金便會增加。申請人
這個特別的子女供養期免計算是在申請表格的第
11A項目。如果申請時沒有填上這個11A項目的
話，當事人可以填報ISP1640表格去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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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Ranchlands Walkout平房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西南12 AVE 一房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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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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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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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L
O
S

安

$504,900

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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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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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000

西北 Sandstone 獨立屋

全新屋

* 西北Evanston

西北 Sandstone四睡房Walk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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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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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L
O
S

$359,800

「 業 主 自 售 」 FSBO 的 利 弊 （二）
（續）缺點：

（十三）既是地產經紀本業，對買賣流程熟悉及
專業；有教練在旁引導，業主省心又安心。

（十五）自售業主不懂如何準備將房子裝扮，準
確撃中最吸引買家的賣點。
（十六）如何能更有效推廣？大地產代理公司，
內部資訊（例如公司綱或Twitter…）傳閱速度非
常快及有效。有靚（或熱門社區、罕有）盤，全
公司人人皆知。
（十七）數據顯示，92%準買家綱上比較上市盤
，28%則依賴傳統「紙」媒。地產界延用的CMA
（Comparative Market Analysis）方法，對估
算買賣價的幅度相當準確及可信。

（十九）買家找業主自售，最大風險是被隱瞞或
欠缺披露。法律有條Buyer Beware (Caveat
Emptor) Rule「顧客小心」定律。一旦交易完成
，去那裏找賣家算帳？
（二十）亞省地產協會2006年10月1日起新例：
經紀代業主賣房時需披露樓房的「潛在缺點」（
Material Latent Defect）。新定義包括︰土庫
裝修若沒有市府批文，要主動披露給買家。除非

買家在買賣合約上簽名接受該沒批文事實，否則
買家可追溯隱瞞或沒披露責任。私人交易，不在
此限。
（二十一）有誠買家，既不用花一毛錢，為何不
用經紀代表？目的只想賺了賣家省下的全部經紀
佣金。只要明白經紀的「受託人責任」
（Fiduciary Duties）及「運用應盡一切應盡的
努力」（Exercising Due Diligence）「詳情參
閱2014/06/12日文“地產代理 「法責」與
「戒律」”，有代表百利而無一害：跑了和尚，
跑不了廟（經紀行）！
（二十二）有經紀代表，訂金存經紀行信託户口
，承保額一百萬元。免却私人交易交賣方，有破
產、挪用，遺產的問題。
若仍考慮自售，可作如下準備：
（1）先找估價師及驗屋師：報告可增強準買家信
心。
（2）凡事白紙黑字，因口頭承諾無法律效力。
（3）向保險公司索取一份CLUE（Comprehensive Loss Underwriting Exchange），詳例過往
5年任何保險索償（水患易生霉菌，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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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業主自售若未能短期賣出，因缺乏市場
成交資訊，易盲目去調整叫價，漠視市場實際情
況或改變。有地產經紀在，一切變得理性、客觀
。

（十八）自售業主理智上明白，但感情上未必認
同：
（1）物業銷售成功，五大主導因素為：市場走勢
、物業地點、室內條件及保養、定價及推廣。
（2）影響物業成交價因素甚多，例如：（a）地
點：是否面對（背）大路、公園、單邊、大廈單
位層數之高低。（b）屋齡、屋內面積及條件：電
器新舊，地毯，膠地板，油漆，室內保養，間格
是否大方或過時，土庫有否裝修及有否車庫…等。
（c）交吉期能否配合買家。（d）Condo儲備金
是否足夠及管理月費之高低。（e）其他同區同類
待售物業數量與叫價競爭情況。（f）買賣雙方動
機及意欲。

45

大比拼

龍友園地

0512-01 寧靜的美
0512-03 天旋

地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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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陽光

0512-0

0512-04 無風無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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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地產
HIDDEN VALLEY NW

PANORAMA HILLS NW

5月14日(星期六)(2:30PM - 4:30PM)

254 Hidden Ranch Pl. NW

獨立兩層，1360呎，共四房，三個半浴廁，木地板，
壁爐，屋後特大雙車房，土庫完成。

399,900

$

D
L
SO 519,900
$

509,900

SHAGANAPPI SW

PANORAMA HILLS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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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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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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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2,800

投資靚盤 $

貓 咪 痛痛的十種可能表現
貓咪是一種不舒服時會隱
忍的動物，因為牠們認為生病
＝變弱，一旦讓其他動物知道
自己生病不舒服，可能會招來
敵人趁機攻擊！因此貓咪的天

○ 不 停 地 舔 舐 身 上的某個
特定部位

、巨結腸症等等，甚至有時因

○ 第 三 眼 瞼 收 不 回去露在
外面

骨拉傷，都會讓貓咪不舒服！
現，又很容易被忽略，貓奴越

而這樣的習性可真是令貓奴們

○ 喘 氣 或 是 張 嘴 呼吸

久！因此平常養成觀察貓咪的

○ 比 平 常 更 加 敏 感易怒

習慣是很重要的哦！從外在的

節去發現貓咪的異狀！為了貓

○ 食慾不振

奴每天要做的功課！有細心的

咪們的健康，下面來介紹貓咪

○ 行 動 異 常 （ 例 如走路姿
勢 改 變 或 是 變 得不想走
動）

主人才有健康的貓咪。

○ 排泄習慣改變

咪的生長速度是人類的大約4～

○ 變得比平常黏人

5倍快，貓咪的一年可以說得上

，各位 貓 奴 們千 萬 別 忽 略 了 ！

貓咪很會隱忍病痛貓奴得
細心觀 察 才 行
貓 咪 在 疼痛 時 可 能 出 現
○ 喵 喵 叫的 次 數 增 加

晚發現，貓咪就得忍受痛苦越

行為到身體的觸摸確認都是貓

平常養成定期健康檢查，
對貓咪來說就非常重要了！貓

是 人 類的 四 年 ， 所 以 高 齡 貓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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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疼痛時可能出現的十種症狀

￭ 噯司

但偏偏這些不舒服時的行為表

○ 躲 在 隱 密 處 不 出來

細心觀察，才能從一些枝微末

寵物
行天下

為跳上跳下或打鬧時造成的筋

性就是會隱藏自己的病痛。然
傷透腦筋！因為我們就必須更

238,888

請來電查詢！ $

最好是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健康
許多疾病都可能造成貓咪
痛痛，例如尿道結石、牙周病

檢查，即使是年輕貓咪也要每
年做一次健康檢查比較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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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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帥是格魯希元帥，這位忠心耿耿、循規蹈矩

即將決定法蘭西未來命運的決定。熱拉爾甚至提

的元帥手中統制著三分之一的軍隊。但他的任

出可以帶自己的一師人馬和若干騎兵分兵馳援。

務是，戰鬥打響之後追擊普魯士軍隊，防止

格魯希答應考慮，然而他考慮了一秒鐘，僅僅只

普魯士軍隊與英軍會合。但同時必須與主

考慮了一秒鐘。做出了決定，答案是——不。因

力部隊保持聯系。

人

生

格魯希並未意識到拿破侖的命運掌握

一秒鐘，決定了他的命運、拿破侖的命運

在他手中，他只是遵照命令於6月17日晚

和整個歐洲的命運。潰敗如暴雨傾瀉時，拿破

間出發，按預計方向去追擊普魯士軍。但

侖怒問蒼天：“格魯希在哪裡，他究竟呆在什麼

是，敵人始終沒有出現，被擊潰的普軍撤

地方？”而格魯希因為心中有成文的命令，也始

退的蹤跡也始終沒有找到。

悟

為他的意識中"追擊普軍"始終主宰著他的思維。

終不去傾聽遠方炮聲的召喚。

隆隆的炮聲從遠方傳來。副司令熱拉爾

￭ 查一路

改寫命運，需要多長時間？

急切地要求：“立即向開炮的方向前進！”幾個軍
官用印第安人的姿勢伏在地上，已辨別出開炮的

人們往往把命運交給漫長的一生去隱忍和磨

方向。所有的人都毫不懷疑，拿破侖已經向英軍

礪。平淡的時光猶如暗夜長徹，唯有那決定性的

發起攻擊了。傳來炮聲的地方，正是拿破侖所在

一瞬，像閃電撕破夜幕，照亮無邊的黑暗。

的位置，而兵稀將少的拿破侖急需增援。
那閃耀的一秒鐘，它開啟智慧，辨別方向

滑鐵盧戰場，拿破侖與英軍展開激烈的鏖

可是，格魯希猶豫了。他習慣於惟命是從。

戰。雙方相持不下，損失慘重。此時，拿破侖

在他的意識中，拿破侖的命令至高無上。拿破侖

最需要的是一支增援部隊。

的命令是讓他追擊撤退的普軍。

，決定成敗。然而，這樣的一秒鐘為數不多、
且稍縱即逝。你為它做好了准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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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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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說：“命運鄙視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
不遠處，就有這樣一只部隊。不過，它的

將士們仰望著他，等待他最後的命令，一個

之門外。”

◆此文摘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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