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因何，自
小對手工藝製成的
玩具和飾物甚感興趣。記得讀小三時
上學下課的途中，必在一家有點規模
的玩具店前停下來，因為喜歡看看窗
櫥內擺設以積木砌成的城堡玩具，有
時回家後便用枱椅凳仔箱罐甚至枕頭
被舖等什物，仿照該城堡玩具的佈置
推砌起來，與弟弟或鄰居小孩或獨自
耍玩一翻。此外當年學校的「勞作」
( 即現代的Art and Craft )亦是我的至愛
，不但使我全神灌注學習，更使我的
習作多時被登上「帖堂」之列。現在
想來就上述兒時對手工藝的表現，促
成家人長輩日後把我送讀工業中學的
主要原因，籍此有一技之長，能助日
後的謀生。
工業中學祇給我一些工業基本的
理論和技能，雖然可以一時用之糊口
，但當實際運作時
，才知「書到用時
方恨少」，偌要認
識多一些，便要更
上一層樓，到上專

ڵ
ъ

Ȕ

ᝑ㗄响

我���的��在�
�。�年前，�層�在�
�建立了一個��運��
，�����一�外，亦
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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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一����
的模�。
�個�程，給��人
感����點，使���
�想看，想�，想��，
想��的，�我�能��
���的�要，為���
�和��。
�以，不�是��的
��，�是一���的�
�，理想的�成，對�程
的期�。一個��的��，
���我�的��，��

學院深造
。當年要
到人才錢
財兩雙全
的上專院
校深造，
是天方夜
談，是夢
中的事。
幸好當年任職的建築則師事務機構，
為使員工對建築工程加深認知和了解
，便鼓勵員工於工餘報讀位於紅磡理
工學院前身的香港工專日間和夜校的
建築課程。三年斷斷逐逐學習的成果
，不但成為期後考取香港工務局職位
的本錢，亦是日後用來謀生養妻活兒
的技倆，更想不到，當年由香港工專
建築系主任D.D.Waters先生簽發的一
紙証書，便變成十多年前能加入溫哥
華理工大學員生會的入場券。
今年適逢是溫哥華理工大學員生
會成立20周年誌慶，個人除參與籌備
盛會活動外，更祝員生會，會務蒸蒸
日上，會員與日俱增。

ᾜౌ
��了。
兩年前，�����
��加�大，��成�。
�層���在一個�
�內，人��多，生���
�的店舖成為�造��，
把�內的�至三個舖�，
��到���舖，�員工
和�人��，一起�造和
�����。
我的工作間會在下�
年�����舖，�備在
� 年 全� � � ， 由原來的
�位員工，變成三十多人，
實���運��。
�是一個變�，更�
和��的變�。
原來，�多人不喜歡

小 故事 大 道理

工校到工專

ẛ༇⬮≙
有位�才�三���
�考，�在一個���的

，��“不是�天才考��，今天�
��就回�了�”

店�。考�前兩天��了
三個夢，�一個夢是夢到

�才�此���了一�，店��

自�在�上���，��個夢是下

�了�“�，我�會解夢的。我��

�天，��了�����，�三個

得，���一�要�下來。�想想，

夢是夢到��愛的表���了��

�上��不是���������不

�在一起，但是����。

是�����有備������表�
��了����在�上，不是���

�三個夢��有些深�，�才

翻身的時�就要到了��”

��天就������的解夢。�
�的一�，��大���“��是回

�才一�，更有�理，於是�神

家�。�想想，��上��不是�

���參加考�，居然中了個��。

����������不是多此一
����表����了�在一��
上了，����，不是����”
�才一�，����，回店�
����備回家。店������

變 � ， �可��成規，�好
天天�是，� � � � � ，
不用����。有些人，
�把�變�的機會，�實
�夢想。
工作間，兩位��的
�事，因上���一年，
不�����到��舖�
�工作。��可以���
�店舖增加��和知識，
建立���基。
由於��舖�會��
不亦��，�有時���
和照���事���，�
人的要�會���，對於
���的�事，會��。
因���人�是�年
��業的大學生，�以在
�變�中，����回校
����課程。
�一位�事，一起工
作��年了，��因��
���，��在�中�一

ỬᏎ᱿ːŊЭठぬŊᤫӷڊ⡹
ڊ⡹ˌŊᚉᏎ᱿ːŊЭሶˌŊӮɺ
֓ʽʃɺᑂȯบᘍᗉહໟΩ᱿ᮝᙙ
Ŋሷˑ㓯ᑂ᱿บᘍŊଔሷˑ㓯ᑂ᱿
ቍ͗ȯ

�身中�當��，工餘�
��日的�外活動。
�一位��深的�事，
不想�師��舖，�天在不
停的��中��，���店
後，��在舖中��一大�
��的工作。
�以����為在家
中工作，照�用��和�
������的��。
在�變�的�途上，
今天�一起工作的�事，即
�����，����。
�實，人生�上，變
���。
有喜的，有�的，有
好的，有�的。
�然天下�不�的�
�，�就好好��對和�
�。
�一�，�是變。

溫哥華市中心遊

的朗斯代爾市場 Lonsdale Quay
Market，今次目的地，市場樓高三
層，中央圓拱透光天窗，80多間店
鋪、餐廳和1間旅館，美食攤擋價亷
物美。預算歡樂時光歎太座至愛平
靚正生蠔，站在餐廳前她愁眉苦臉
，抱怨午餐越南粉用化學油烹調，
胃還脹悶，我亦有同感，最終决定
買二球雪糕補償，海島農場雪糕味
淡，過過口癮總好過無。
離開市場，沿碼頭大路左則閒
逛，兩個山林圖案單車形車蓋免費
供使用，單車不再日曬雨淋，抵讚！
可惜數量太少。行前些，棗紅色海
上大浮標橫卧在路口，是海濱公園
Waterfront Park正門，公園內小朋
友在遊樂場嬉戲，兩旁綠樹成蔭青
草地，花叢前1986年裝置韓國敦厚
純樸男石雕像，代表溫哥華和韓國

朗斯代爾市場

二十一立即上車，車程大部份是高
架天橋，窗外景色一望無際，夕陽
下，河流公路，住宅商廈，對温市
更多認識，咦咦！素里Surrey站，
哎呀！上錯深藍色的博覽線Expo
Line，將錯就錯，叠埋心水到尾站
再原車返回海濱總站，天已全黑，
轉乘淺藍線在時代坊站下車。商場
店鋪陸續拉閘，原來商場七時關門
，急急在美食廣場店的龍記買了艇
仔粥、豉油王炒麵和水餃麵，味道
不錯，水餃麵更有驚喜，因沒胃口，
吃剩炒麵帶回去做宵夜，唉！化學
油真害人不淺。欲知後事如何，請
看「列冶文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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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地圖顯示煤氣鎮可
通往渡輪碼頭，但旁邊是太平洋鐵
路，低頭翻查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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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街
坊裝，友善問我需要幫助嗎？正中
下懷，他告訴我，只有海濱總站
Waterfront Station 才有海上巴士
Seabus 往北溫哥華。問心講，加拿
大人包括我在內，都很樂意幫助外
來遊客。沿路返回海濱總站，總站
內專人派發免費報紙，搭乘海上巴
士乘前往北溫朗斯代爾碼頭
Lonsdale Quay，收費2程 Zones 車
票，中央候船室以牆分隔，三時登
上布勒海狸號 MV Burrard Beaver，
三艘海上巴士一樣，船身以玻璃窗
封密的水翼船，坐在船前棑，15分
鐘航程欣賞北温依山傍水景色，陡
斜馬路，豪宅大樓，和大大個Q字

(四)

仁川的姊妹港。三級石階草坪上，
黑色連串像飛舞着緞帶歡迎人們光
臨的公共藝術雕像，太座竟說它像
幾隻大蜘蛛，真被她氣壞！跟其他
遊人一樣坐在石階曬太陽稍事休息，
享受平靜祥和。一分鍾步程是伸出
海漂亮碼頭，遠眺溫哥華市中心和
附近遊艇船塢，陽光照得海面一片
白光，對岸高低不一大廈光影。返
回碼頭，四時半，剛趕上即將開出
往海濱總站的水獺號海上巴士。太
座嚷着要坐黄色的千禧線 Millennium Line睇風景，正要上車，華漢擋
着車門，習慣禮讓，略遲疑車就開
出，接着下一班車抵達，不理三七

海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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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邦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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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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鋼琴的方法
一個五歲的同學說︰「老師，
我們學習鋼琴沒有想到要彈出音樂，
是沒有意義啊！」我和他的媽媽被
這個突然其來的結論逗得大笑，這
幾天總是在回味這句說話，覺得大
受感動。
在音樂世界中，最簡單的樂譜，
也可以是一首動聽樂曲。關鍵在於
彈奏者有沒有加入音樂感覺，是否
將樂重點或故事演繹出來。
練習方法是否對或錯，直接影
響整個學習過程。練習重點在於方
法，而不是時間長久或是次數多少。
方法錯誤，練習太長時間或是太多
次數會造成嚴重的反效果。
練習過程可以分為三部份︰
【一】懂得和明白每一段（甚
至 於 每 一 句 ） 樂曲的練習目標。
【二】聆聽和分辨出彈奏是否
達到要求。【三】最重要的是
懂得正確的彈奏技巧。

家長平常有跟進子女的學習過
程，家長們或許會覺得投入於整個
練習過程是一件勞心勞力的事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也可
以視為一個很好的親子機會。
學生懂得彈奏每段樂曲的正
確方法，而且在練習的時候不
斷思考。上鋼琴課的時候，我
會不斷的向學生提出問題，讓
他們在彈奏的同時，更肯定地
知道怎樣去演繹個別的樂曲。
很多時候，學生認為己經完全跟
從老師指示的練習方法，祗因為表達
不夠明顯，聽眾很難領會和明白。鋼
琴演奏是一門表演藝術，在彈奏時不
妨誇張一點，將感情完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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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城 電 影制作中心正式 開 幕
位於卡城東南區的卡城電影制作中心

團隊一齊工作。

提供隨時租用制作儀器及物品。

Calgary Film Centre在5月19日正式開幕，中
心將會為亞省電影業帶來可觀的增長。這個

現時卡城電影業及電視界顧用了大約

卡城電影制作中心總經理Erin O’Conner

興建費2千8百20萬元的中心，在最先進的制

4000名 員 工 。 拍 攝 地 點 主 要 集 中 在 卡 城

表示，雖然我們商談的租戶多數是外來的

片廠內提供3個密封的隔音制片廠。卡城電

西南區，因為該區還有卡城古老倉庫可供

，但希望本土制作業採取主動，早些預定

影局長（Calgary Commissioner for Film）

租用。

廠房。一旦卡城電影制作中心全面運作及

Luke

Azevedo表示，可以跟（Hollywood美

國洛杉磯好來塢）不相上下。

預定後，我們會成立一個社區諮詢會，以
卡城電影局長Azevedo表示，現在的影
片制作公司，若非到溫哥華或返回美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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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南亞省每年在電影業、電視

內景，他們便需要搭假佈景，而且費用龐

界帶來的營運數字平均數是1億7千5百萬元

大。還要兼顧很多外在因素，被迫暫停拍

。而卡城電影中心Calgary Film Centre希望

攝，例如：天氣影響、下大雨聲、飛機在

在5-7年內能增長到5億元的數字。

屋頂經過的聲音、貨車在外邊走過聲等等

單位有興趣租用。
卡城電影制作中心的建築構造：
屋頂天花用碎石複蓋完全隔音。

。歷年來都要不停轉換拍攝場地，因為有
曾 擔 任 Forsaken及 Revenant的 美 術

些景物已經不再存在，又或者改建成大廈

主管及設計師Amy Brewster表示，要一站

及其他用途。他希望這個電影制作中心能

式〝連續不斷的工作〞，她解釋說，很多

成為南亞省電影業總樞紐。

左邊安裝強力排氣口，以便將舞臺的
噴霧抽出及更換新鮮空氣。
中間位置的天花板安裝多排支撐架，

外國的拍攝項目，都會來到我們美麗的亞
省洛磯山脈Alberta Rocky Mountains取景

卡城電影制作中心有3個廠房，面積合

拍攝，但內景多數離開卡城到別處的廠房

共5萬平方呎，倉庫有2萬平方呎，另有1萬2

拍攝。現在他們可以不受季節性限制到來

千呎作寫字樓及其他工作室。駐場有一間裝

拍攝，重要性是容許我們的工作人員及各
32

便為大專學生設立課程。現時有12個制作

備租賃公司William F. White International，可

每條橫樑可負重1萬5千磅。
右邊安裝數層為天氣而設的防水屏障
及隔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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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 Tusc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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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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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000

東南MIDN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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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數年前，聯邦政府推出了公共交通費免稅額。
公共交通費即是由三級政府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務如
巴士、地鐵、火車、甚至渡海輪船；但費用卻一定
要多次服務性的，如月票。在卡城，市政治會提供
一本十次用的車票，每次坐公共巴士便用一票；但
這種付款形式便不能用作免稅額。某些城市如溫哥
華渡輪亦有提供電子付款卡的。如果這張電子付款
卡是可以在三十日內用三十二次的話，便可以用作
免稅額：即是說一次過買少過三十二次的電子付款
卡便不能作免稅額用。稅例也規定這些公共交通免
稅額除了稅民本人外，其配偶及十九歲以下子女也
可用作免稅額。在卡城，不少中學生是有用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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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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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如果稅民是單身但仍要供養子女的話，
當事人便可以指定一名受供養的子女為需要供養人
士免稅額。這一個單親免稅額是和配偶免稅額一樣
的：在2016年是$11,474。一點要緊記的是這供接受
供養的子女一定要和單親當事人稅民住在一起的。
子女醫療免稅額：十八歲以下子女所花的醫療
費用是可以在供養的父母稅單內用作免稅額的。十
八歲以下子女要花的醫療費用一般來說最貴的是牙
醫費用。當然，如果有特殊情況，身體健康不佳的
話，醫療費用也可以是很昂貴的。可以用來作免稅額
的醫療費用是要多過供養的父母當年剩入息的3%。如
果父母間的母親是低入息一方，她的剩入息是
$30,000，醫療費用便要多過$30,000x3%=$900才可以

629,900

Josephine
Chow

周美雲
Cell:403-630-0305

$629,900

提供的公共巴士月票的，這便可以作為父母的公共
交通費色稅額。但如果學生是坐校巴往返的話，這
宗費用便不能用作公共交通費免稅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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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作免稅額。如果所有醫療費加起來是$1,500，那
$1,500-$900=$600才可以用作免稅額。十七歲以上的
子女醫療是以這名子女的剩入息來計3%以上的醫療
費用的。譬如一位讀大學的子女，其全年剩入息是
$5,000而醫療費用是$200的話，他的3%剩入息是
$5,000X3%=$150； 即 供 養 他 的 父 母 便 可 得 到
$200-$150=$50免稅額。對這方面，讀者們不妨提醒
讀大學的子女看看學費包括什麼。很多時大學收費
是包括了公衆巴士費及某些醫療保險費的。譬如拿
著大學學生證是可以隨便乘搭公衆巴士的。如果是
這樣的話，十九歲以下學生的父母便可用公衆交通
費免稅額；而十八歲以上的學生便可以自己用來作
公衆交通免稅額了。同一時間，所繳付的醫療保險
費是可以用來作醫療費用免稅額。因此，讀者如有
子女在讀大學，或自己在讀大學的話，記緊看看大
學所收的費用包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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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業主託售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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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cora

中央北 Country Hills Village 排屋

中央北 Panorama Hills 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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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 u s ro o m 。

2006年， Ca rd e l 建 L i g hth o u s e L a n d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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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示範屋﹗2010年建，坐東，1506呎，相連屋

$54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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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

庫。

$419,000

西南12 AVE 一房柏文

西北Ranchlands Walkout平房

西北 Sandstone 四睡房 Walkout

645呎向北有市及河景高層有大露台。近年新裝修：

1981年 建 ， 坐 東 南 ， 位 處 休 靜 鎖 匙 圈 ， 1570呎

1989年 建 ， 向 南 ， 位 處 幽 靜 內 街 ， 2095呎

仿 木 地 板 、 地 磚 、 電 器 …等

walkout大平房。主層三睡房，主人套房。土庫完成

Wa l k o u t 土 庫 。 傳 統 客 、 飯

，有大廳、睡房及全浴廁。特

廳 、 家 庭 廳 ， 二 樓 4睡 房 ，

。包一土庫停車位，管理月
費$423.01，地稅每年$1,295

安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居樂業

大後陽台，近年裝修及更新：

主人套房，按摩浴缸。土庫

屋頂膠片、仿木地板、不銹鋼

。夾13街，交通方便。

電器、廚房桌面、油漆、電

超吸引叫價 $189,999

panel等。

部份完成，有大廳及壁爐。

$518,000

$489,900

買屋(房)前的「紅旗」警號
（5）奇怪味道：可能是水患潮濕、發霉、或曾
作種大麻…？
（6）外牆龜裂：若不適時補漏，水將可滲透，
衍生嚴重後果及損壞。
（7）後園地勢較屋高：泥土狐度需將雨水引流
向外，免積於屋後地基位變滲漏（註：獨立屋地基
，只做了「防潮」保護，並非「防水」）。
（8）不需付Condo fee相連屋：若屋頂或其他
兩屋連接部位出問題，誰的責任？鄰居沒經濟能力
支付；或將其屋外牆油了紅、黑色怎辦？更別說養
了咬人大狗。
（9）熱水爐滴漏：需即時修理、更換，以免更
大的水患損失。
（10）骯髒暖氣爐隔塵綱：暗示業主不重視屋的
保養﹖暖氣爐負苛加重，勞損過度，易縮短壽命。
（11）某牆位超凍cold spots：可能是保暖或建
築時手工差。
（12）近窗位或樑位發漲：可能已有水滲漏？
（13）天花水污漬：可能是二樓浴室或水管滲漏？
（14）限制性契諾Restrictive Covenants：限制物
業之使用或日後重建。最常見有：屋頂用料（例如
：必須用木wood shingles）、圍欄用料及高度…。
筆者經歷：代表買家購買R-C2物業，寫合約offer前

查契，發覺有限制，兩街口內（8個物業）地段，若
重建不可各自分契成二伙（Duplex或Infills）。上市
代表沒作披露（因不可能不知情）；若非畜意隱瞞
，便是在測試買家代表是否「運用應盡一切應盡的
努力保障客戶權益」exercising due diligence（否則
將吃被買家告之官司）！
（15）沒測量圖（RPR或Survey）：對買家而言
，這是唯一保障，証明所付購入土地面積，及上蓋
是否建於規格範圍內。
（16）新建陽台deck及圍欄fence：所建位置是
否合法（例如:位於埋土裏水電氣管道之上）或佔
了鄰居、公家地（如後巷）？
（17）淋浴室牆軟及濕：可能水滲漏已久，需
整個重做，更可能有霉菌問題。
（18）感覺屋面積與出售資料不符：若是報大
了，可追索有關代表及賣家。行內標準：度屋是以
外牆計算，所有平地以上的可居住空間（與實用面
積有差距）。
（19）單一經紀代表雙方（transaction brokerage）：
會否有利益衝突，因不可能一面倒（單一代表賣家，
爭取最高賣價；單一代表買家，以最低價格購入）？
實情是：最終決定權在買家、賣家，不受經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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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日文“
買Condo前「紅旗」警號（Condo
篇七）”，朋輩及讀者追問：那買屋
又要小心什麼？
兹詳例如下：（註：有任何「紅旗」警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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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業主房貸是由「承接按揭」assumable
mortgage而來。該類手法，最易被用作「洗黑錢」
或「詐騙」銀行貸款（例如：將買價報大，不花一
毛錢本金，80%房貸仍高於市值）。行內聞名的滿
地可銀行被騙官司，控告有關人等涉律師、銀行職
員、房貸經紀、估價師、地產代理。
（2）以接近「零首期」上車，賣方提供可承接
房貸及二按安排。利息必與市場脫節，買價亦比市
價高。（註：承接銀行房貸，一般需審批買賣才能
轉手。但若以Agreement for Sale 或Wrap-around
Mortgage 形式，則有漏動被利用）
（3）土庫（任何物件、天花、地基…等）有水
患污跡。
（4）新近完成之土庫裝修：最易被用作隱藏曾
有水患或作不法用途。尤其重要：是否有市政府裝
修批文Building Permit及驗批証？

39

龍友園地

06 02 -0 1 高 低 起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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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2 -0 2 野 花 開
不盡

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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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望月

0602-0

天
4 天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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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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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79,900

379,900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45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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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狗狗發抖有甚麼原因？
如果大家仔細觀察汪星人的
話，或許會發現牠們還滿常會發
抖的！一般人對發抖的解讀不是
冷就是害怕，但其實對狗狗而言
，還有其他因素也會讓牠們發抖
！這是很重要的身體訊號，毛爸
媽們千萬不要隨便忽視它哦！

狗狗發抖有可能單純只是因
為冷。如果在氣溫較低的天氣帶
狗狗出門發現牠在發抖的話，就
表示是時候該回到溫暖的家了！
如果在家中發現狗狗有發抖的情
形，請先將窗戶關好，確保室內
夠溫暖。萬一狗狗發抖的頻率過
高或是持續不斷地的發抖，最好
還是請醫師檢查一下。

興奮
某些狗狗也會因為太過興
奮而發抖！見到離家許久的主
人，情緒過於激動是很常見的
例子。如果狗狗是因為興奮而
發抖，可能也會伴隨著吠叫、
流口水等現象。
身體不舒服

緊張
不像人類懂得掩飾，狗狗一

發抖也是一種常見的病理性
症狀，像是慢性腎衰竭、神經肌

肉性疾病、外傷、肌肉問題、犬
瘟熱等等，都可能會使狗狗發抖
。如果狗狗莫名地一直發抖，就
應該要盡速就醫檢查；平時也應
該要定期帶狗狗做例行性的健康
檢查，好掌握牠們的健康狀況。
中毒
狗狗發抖也有可能是因為
吃到對牠們來說有毒的東西，例
如牽牛花、蓖麻等等；其他像是
誤食人類的藥物或化學清潔劑等
，對狗狗來說都是致命毒物！如
果發現狗狗有發抖情形，並且有
跡象顯示牠誤食了毒物，請立刻
將狗狗送醫急救！某些品種的狗
狗特別會發抖像是吉娃娃、臘腸
等犬種較不耐寒，因此天氣一冷
牠們就容易發抖。毛爸媽們在飼
養前應該要針對自家愛犬的品種
做功課，對於怕冷的小型犬就要
注意保暖的工作，才不會害牠們
整天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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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旦緊張就很容易表現在生理反應
上。如果你的狗狗因為某種原因
感到焦慮，例如看醫生、遇到打
雷等等，牠可能就會開始發抖。
這通常表示狗狗覺得不安，或不
知道該如何是好；某些典型的焦
慮訊號可能也會一起出現，像是
綣縮起身體、流口水、喘氣及嗚
嗚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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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玩耍是生命的重要年輪
有一派治療法，叫做生物動力學，創始人是亞歷
山大·魯宏。他從人的個性形成及身體語言來看心理
問題。魯宏說：“人的個性，像樹的年輪，是一圈
又一圈地發展出去的。嬰兒的一圈，代表愛與享
受；孩童的一圈，代表創作與幻想；少年的一圈
，是玩耍及嬉戲；青年的一圈，是情愛及探索
；而成年人的一圈，則像征現實與責任。一個
完全的人，要具備上述所有特征。”

人

生

悟

￭ 李維榕

一個不會玩的人
人生也好不到那裡去
玩耍與心理健康有什麼關系呢？真正懂得玩的人
，其工作與生活都將是有趣的、有創造力的，充滿快樂
的；相反，不懂玩的人，常常顯得人生無趣、創造力缺
乏。本文談談玩耍在我們人生中的重要意義，以及對心
理健康的促進作用。

兒童的學習，大部分是從玩耍中產生的。心理學
家約翰·馬理做過一個很有趣的研究，他觀察未成年的猴
子在籠內相互嬉戲作樂，你追我逐。於是，他把一部分
小猴子放到別的籠中，不讓他們有機會耍樂。這些失去
游戲機會的猴子，長大後變得十分呆木，有些甚至失去
求偶及生小猴子的本能。
二、玩耍是人生的彩排期
猴的玩耍行動，馬理稱之為“彩排期”，其作用是為小
猴子未來的成長鋪路，讓它們成功地發展成為大猴子。
人也是一樣，沒有經過彩排期的少年，一樣會變成呆
木的成人。最近被邀與一群為青少年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座
談，我問他們：“你自己在青少年時期是怎樣過的？”引用

馬理的實驗，我問：“你們在成長中是怎樣一只幼猴？”
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說：
“一只木木的呆板的小猴子！”、“只有讀書沒有
玩耍的小老人！”、“是個乖孩子！”
他們問我：“錯過‘彩排期’，對現在的發展可有什麼
影響？”我忍不住，開他們一個玩笑：“錯過‘彩排期’，長
大只好做社工了。”
三、玩的藝術——把工作當成了玩
其實，每個行業，都缺乏懂玩的人。這裡指的不
是工作緊張之余放松一陣的作樂，而是切實地把玩的哲
理融入到工作及生活中去，使之化為有趣的藝術。
家庭治療大師韋特格就是一個有名的會玩的人。
他做治療時，天南海北地與病人天馬行空，在很短的時
間內，往往使得本來十分沮喪的一家，高高興興地繼續
面對生活的挑戰。他們那不斷的創造力，與他們對生命
的好奇，與他們的好玩，是息息相關的。
有一回我覺得心灰意冷，寫了一篇小說自娛：
一個打算自殺的人，在樓頂徘徊於跳與不跳之間，卻
想起人生很多好玩之事：一壺好茶，一只唱歌的小鳥，一
跤跌在雪堆中，一頭被強風吹走的假發，形形色色，生活
中意料或意料不到的事，越想越有趣，越好笑。
想著還有許多尚未發生的好玩的事：還沒騎駱駝
到金字塔，還沒有試過跳傘……越想越樂，就忘了本來
要自殺之事。玩之道，真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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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圈一圈的發展，有一定的程序，如果
有一圈未完成，而被破壞了，這個人的個性就會
負傷，不能完全。而最容易失去或被壓制的，是
玩耍及嬉戲這一圈。一般家庭及學校，都是不鼓
勵孩子玩樂的。成年人教孩子，往往是把自己處身
在內的現實和責任那一圈，過早地套到孩子身上。
因此，我在訓練治療人士時，總是先教他們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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