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話
最近與友人茶
敍時 ， 席 上 一 班 退
休男女高談闊論，
不但話題豐富，內容亦極為精采。中
年的夫婦某某最近宣佈正式離婚。七
十多歲的老人家喪偶後便欲尋新女伴
。五十多歲喪夫的某女士反常態花姿
招展學跳舞。某耆英中心最近因「爭
風唊醋」發生打鬥等等。

人，人前總
不能衣冠不
整，何況是在一陌生女人面前。況且
他襯現時已無後顧之懮，且仍可以行
得走得，計劃跟班老友四圍去享受人
生，帶個志同道合名正言順的女伴一
齊去才是正道。於是老人家的子女祇
有做好所有的經濟防禦措施後，才讓
老人家回鄉找尋伴侶。

中年的夫婦某某宣佈正式離婚
。據知多年前該對夫婦早已貌合神離
，且暗中辦妥離婚手續，因尚未出嫁
孻女營造美好家庭的背景，所以被迫
同住於一屋簷下，但食不同桌睡不同
房，各自行動各自旅遊各自生活。今
年初他倆齊齊為孻女辦完喜事，送孻
女跟夫婿返港繼承父業後，夫婦某某
倆襯市道好先變賣房屋，然後宣佈正
式離婚，今後便可以各自各精采。

五十多歲丈夫因意外喪生的某
女士，喪夫後一改常態，除持有點身
裁性感撩人外，還不時扮到彩雀咁去
學Ballroom Dance或去唱歌跳舞，亦多
時出席一些餐舞盛會，據說她的舞伴
，總是身旁那位全黑衣打扮的舞蹈老
師。有聞某女士還私下聘請老師同登
上郵輪之旅，說是方便在船上練舞。

一位七十多歲老人家喪偶後，
子女便齊齊提出聘用
女傭為他照顧日常起
居飲食，但被老人家
一口拒絕，理由是一
萬個不便。原來老人
家有自有一套諗法；
自己雖不是太隨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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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耆英中心，近日院內發生
兩個加埋百五多歲的姥婦，因「爭風
唊醋」而互毆。原來同院一位男耆英
，對該兩名姥婦均表好感，多時分別
幫助她兩辦些私事，因事有大與少，
輕與重和急與不急，年齡較長祇得一
雙手的男耆英，當然未能一時辦妥她
兩的事，變成有先有後且有快與慢，
故此引至兩姥不滿和嫉妒，因而發生
先口角後動武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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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百花齊�，爭�鬥�。
一�不起�的��長在花�的

一��跟�說����是一��

角��，�得那����。��的

�，一點生���有，跟��的風姿

花��不���在��。

����，���是一個����

��離��最近，��常生�
���是�哪�來的��，長在�
旁�，��的身�����，�道
�不知道�是��的������
��多���的花�，那是送�心
上人最好的��。����長的那
��，�快離��一些。�
� � � 附和 � 說 � � � 是 �
��個��的�子，���花�

小故事 大道

�，回家好一�時�，仍��
不�。
那���，會��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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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當時�有多��些時��為何
�有�多些照��為何�有�下
那景�那���為何�有多��
那���中的���為何�有�
�多點�道食�和飲��
���，�����那�方
�那些人�那景��那����
友人說��正是��原因回
去重遊，找尋�所��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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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旅遊，是一�學�。
除�學�新���新���
新��外，��，�在學���
�自己。
��自己的���喜��能
��反�等。
��自己的�法���，隨
心隨意�去��和��。

�是���是��花�的��
�����的花��跟�起�。
������在角��，��有
說話，�知道�不說話是最好的。
��快�來�，�����等
�隨�風一起��的無�無��。
�有���然生長在角��，�然
那��，那�����日花���
一的風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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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知���
聞���。

有些�家和�市，旅遊完

的����。�

亦可能是對自己的性��能
��心���練的��。
因為，�不是發生於��
�家庭����，所以，�多
人學��，成長�，���，
仍不知道。
�不知不�中的學�，��
��喜�旅遊。

��發�自己的��。
��之大，�一生��不完
，走不�。
有些人，不喜�旅遊，可能
他�找到�他���他��可學
���新事�，�可以得到��
的��，和心�的富�。
有些人，�喜�旅遊，但可
能�於經濟�時��家庭���
���等現�因�，不能�身旅
遊���。

在一個自己��的�方，好

或長或�的，��式式的，

所以，�然����旅遊，

好��和��，去享受旅�上的

不��為下一個��，��下一

��有��的因�，�����

�一�。

個��去��和計劃。

��有的��和��。

所以，旅遊是一�自�的

旅遊�多，�知����，

離開溫哥華

花了大半小時，左兜右兜終
於找到油站入滿油，本想去看紅得

最漂亮楓葉街道，但太座說沿路紅
楓葉已很靚，無謂多花時間，在添
記買了咖啡和午餐的三文治，11
時，直接駛上返卡加里的公路，再
見溫哥華！
公路旁有些樹梢頭上已轉紅，
碧藍晴天，心曠神怡。停希望鎮
Hope的 扶 輪 百 年 紀 念 公 園 Rotar y
Centennial Park，不愧為木雕鎮，
公園擺放得獎木雕刻，坐在木長椅
俯瞰菲沙河 Fraser River，享用簡
便午餐，稍作休息。
離開希望鎮前往甘露市的路
上，約二十分鍾車程，183號公路
出口，可通往不遠處的高貴哈拉峽
谷省立公園 Coquihalla Canyon
Provincial Park，這名稱問當地人
可能不清楚，問隧道Tunnels就一
定知道。1959年火車隧道奥賽羅

五時許再次入住甘露市
Kamloop的 Maverick Motor Inn，
一宿無話。翌日，晨光熹微，踏上
返卡加里之路，車行不久，公路旁
一條長長白色如緞帶雲霧浮在半空

溫哥華街頭

中，幾乎伸手可及，自然美境不禁
看呆，立即醒覺不能分心駕駛，話
口未完就陷入濃霧中，灰蒙蒙只見
圓白光，路牌也看不清，緊握呔盤專
心駕車，二分鐘後重見藍天白雲，太
座肯定說，雲霧下是條河，又給她
威一次。
灰熊鎮Revelstoke公路旁，山
林中出現一座小城堡，是孩子最愛
的魔法森林The Enchanted Forest
主題公園。在黃金鎮的麥記吃過午
餐，繼續趕路，見亞伯達省歡迎你
路牌，温意湧上心頭，兩旁樹叢都
被上黄衣，像條金龍，雄偉浩瀚，
迎接我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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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2015廣東人都有鋪歎早
茶癮，飲過一次，心思思又想去，
近近地去黃府井京川粵名菜，今次
學精，大清早收拾行李，辦好退房
手續，九時半已來到餐廳，嘩！大
堂高朋滿座，人家八時啟市，被安
排坐貴賓房，三位男士各佔一檯，
看來是熟客，隔檯高聲交談，入座
後翻開印刷精美，七彩美食相片的
點心單，8時至11時八折，11時後
九折，每位茶錢$1.25。不恥下問，
各路英雄有什麼好介紹？不約而同
推薦特價$3.80煲仔飯，他們每人
一煲，食飽上班。我倆要了北菇雞
粒煲仔飯，再加特點$4.95百花煎
釀茄子，大點$4.25蝦餃、豬膶燒
賣和中點$3.95的牛肉球，點心份
量比昨日去的西湖細，但用料和味
道比西湖更佳，還吃剩帶走。

隧道Othello Tunnels停止使用後，
成為聞名遐邇景觀步行徑，兩側壯
麗高聳峽谷壁，五條長短不一幽深
的隧道，最長看不到出口，漆黑一
片，要自備照明燈，基於安全，關
閉了第五條隧道。「第一滴血」
The First Blood驚險動作場景，就
在第三條隧道和險要的峽谷間完成。
我倆一來遲了出發，再加上不是假
期，遊人稀少，安全第一，留待下
次探訪。

白色如緞帶雲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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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403-263-8300 Fax: 403-263-8638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10am-6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以誠信忠厚 待客如己 為基本服務態度
早

午

晚 睡前

Fred

Lucas

本藥房可提供

兩位資 深
亞省註冊 藥 劑 師
梁垣英 Fred Leung
黎懿雄 Lucas Lai

每日用藥
獨立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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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加利中醫癌症專科診所
11420 27th Street SE #206, Calgary, AB T2Z 3R6 (Douglasdale Professional Centre)
●

殺滅腫瘤

●

減輕痛苦

●

提高免疫

●

延長生命

- 乳腺癌

- 惡性腦癌

- 胃癌

- 鼻咽癌

- 骨癌

- 腸癌

- 子宮癌

- 皮膚癌

- 惡性淋巴

- 胰腺癌

- 攝護腺癌

- 食道癌

- 頭頸部癌

癌

- 白血病

- 肝癌

- 卵巢癌

- 腎癌

- 肺癌

Dr. David Ke, TCMD, RAc / Dr.Ellen Zeng, TCMD, RAc / Dr. William Ke, TCMD

上海腫瘤專家駐診 （博士導師、腫瘤科主任醫師及腫瘤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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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03-399-2461

花麗雅

鮮花超級市場

#12 132 3rd Ave SE, Calgary T2G 0B6 (華埠東方商場內)
Tel:403-265-3388 / 889-1000 Fax:403-262-6522

¤
¤
¤
¤
¤

結 婚 花 球
開 張 花 籃
剪 綵 花 球
中國香花盆栽
禮物生果包裝

¤
¤
¤
¤
¤

靈 柩 花 被
長 壽 花 圈
花牌、花籃
祭帳、檯圍
壽衣、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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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音樂的成就
要在音樂學習上有所成就，
學生還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一)一個表演慾強烈的同學是
佔有優勢。正因為鋼琴演奏的一種
表演藝術，盡情地發揮和投入的關
鍵的所在。我時常和同學說：“表
演的時候不要怕表現得太多，你的
觀眾才可以接收和感受到你的音樂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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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無數次反覆的練習，紮實的基
本功和演奏技巧決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擁有，而當中的毅力和自律是不
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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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音樂家性格究竟是甚麼？
一個開放活潑的同學都是充滿想像
和創造，他們“看到”的，不祗是琴
譜上的音符。一個小小音樂家也可
以看透樂曲的意境，想像到它所要
表現的畫像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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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導呢？還是需要與生俱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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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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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不得大師 •

備
必
懶人

自動
摺衫 機

很多人都覺得疊衣服是件枯燥又乏味的
家務活，不過在這個互聯網智能時代，沒
有什麼困難是科技所解決不了的，最近就
有一款名叫FoldiMate的「自動摺衫機」問
世，讓你逃離家務勞動的苦海，有更多的
時間享受人生！使用前用戶需要將衣服挂
在FoldiMate的衣架上，包括襯衣、褲子和
毛衣等形狀規則的衣服，且單次能夠疊
10-15件衣物，而襪子、毛巾和內衣等不規
則狀衣物暫不適用。除此之外，FoldiMate
會自動噴出蒸汽進行熨燙以保證衣物的平
整，甚至可以添加衣物芳香劑和柔順劑，
實用性滿分！
FoldiMate整部機器寬71公分、高81公
分、深79公分，重量30公斤，可擺放在居
家空間。根據官方數據顯示，折疊衣物的
時間不到10秒，使用蒸氣除皺再花費20至
30秒，每件衣物的處理時間約半分鐘，節
省您熨燙與折疊衣物的時間。
據悉這款FoldiMate摺衫機將於2017年
正式發售，定價在$700-$850美元左右，喜
歡的朋友可以點擊https://foldimate.com
查看詳情。

Trend Weekly June 16, 201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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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kout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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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客、飯廳、家庭廳，二樓4

。包一土庫停車位，管理月

，有大廳、睡房及全浴廁。特
大後陽台，近年裝修及更新：

費$423.01，地稅每年$1,295

屋頂膠片、仿木地板、不銹鋼

。夾13街，交通方便。

超吸引叫價 $189,999

電器、廚房桌面、油漆、電

大件抵買

panel等。

$475,000

睡房，主人套房，按摩浴缸。土
庫部份完成，有大廳及壁爐。
開放屋：6月19日(周日)下午1-3時
地址： 62 Sanderling Close NW

$498,000

中央北 Beddington 平房

中央北 Panorama Hills 孖屋

西北 Tuscany 兩層屋

1981年建，1001呎，三睡房，兩全浴廁，坐東北，位

前示範屋﹗2010年建，坐東，1506呎，相連屋

2005年建，1794呎，坐西北，位處幽靜內街，大

處幽靜內街。土庫完成。近年翻新：屋頂膠板、窗、

。上等用料及upgrades﹙麻石桌面、燈飾、地

單邊。全屋頂級upgrades：雙壁爐、中央冷氣、木

熱水爐、麻石桌面、廚房

磚、地氈、油漆....等﹚。

地板、不銹鋼電器...等。地

sink盤...等。大量花、樹

二樓三睡房，主人套房；

暖式土庫完成，有大廳，

及靚園景。後園兩個水泥

後進雙車庫。

辦公室及全浴廁。社區(年)

泊車位。

安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398,000

居樂業

置業是人生最重要投資之一
，當然需審慎。保障客戶，正常
情況買賣合約都有買家的「先決
條件」Condition Precedent（即：條
件未能符合，交易告吹，訂金全數退還買家）；
最常見的有：(一)房貸、(二)驗房、(三)審閲共管
單位（Condo或分契物業）法團文件、(四)律師審
閲合約（包括地契、業權）...等。

「驗房」，並非是買保險：日後一旦出現情
況，去找驗屋師算賬（賠償）。為增強競爭力及
令客戶更安心，收費較高大驗屋公司提供60天保
證，直接付費投保任何專業疏忽。
驗屋是有不少限制的：例如只能靠肉眼及用
器材（例如濕度、紅外綫熱能探測器）所能得出

費用$245。

$545,000

驗屋=打保單
之結果。因不是把墻的灰板翻開，不可能剖析及
告知墻內情況。
驗屋師的故事流傳多。例如：(一)某人購入了
大麻房，因買家所聘人士未能驗出來；(二)驗屋師
旨在「表現」其個人（impress），而非「啓發」
（inspire）買家。例如：並非列舉極端例子，而
是清楚解釋，買二手屋，猶如買二手車，買家不
可能期待付二手價錢是全新的貨品。屋的任何配
件，都有使用壽命期，更何況其他因素（例如：
建築商用料平貴、員工手工好壞之分...），二手
屋有維修保養小瑕疵，正常不過。
因於亞省建築條例Building Code，不斷更新，
買家需理解：驗屋師提出某些事項（例如：所有
樓層以現今標準，應有煙霧及一氧化碳smoke+CO
探測器...）是
「時空標準」
的差異，並非
欲購入物業本
身問題（註：
新建屋，各睡
房現要求有其
獨立探測器）
舊規格
新標準
。參照本文兩

圖片，可見屋外墻電插制的不同年份要求。
過往，驗屋行業監管不嚴，質數因人而異
。數年前，Service Alberta統一了「許可證」
licensing制度（持牌執業者需符合之基本入職
資格：學歷、經驗）。
但，由於所屬不同之驗屋師協會，標準仍有
差異；為進一步提升及管制該行業，聯邦政府
今年三月推出，將全國驗屋（最低）標準一統
化：統稱為CSA Standards（由CSA Group，前身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所創建）。範
圍包括：外殼、引流drainage、室內之水、電及
加熱系統。
建議文件長達300頁，初期亦遇上不少行內
組織的抗拒。例如：要登記所有編號（包括天
花桶燈）。最終，採用了近乎CAHPI（Canadian
Association Of Home & Property Inspectors全國
最大的驗屋師協會）的驗屋標準，另加添了某
些要求：如檢查業權內之圍欄fence。
新推規例仍屬自發性遵守階段，非強制性對
業內持牌人士執行。但基本要求已設立，長期必
提升對消費者的保障！業內更能公平競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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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審閲」一關，很多時會出現一情況：
律師為表現買家所付（費）物有所值（例如：若
只說地產代理草擬，一切正常，客戶可能感覺平
白花了律師審閲費用），其意見除合約的“合法
性及對買家保障是否足夠、合理”外，還加添了
對該交易的個人評語：例如“所付價錢過高”或“
項目的可行性”...等。尤其是商業（大銀碼）買賣
，影響不少買家打退堂鼓。

$4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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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HONDA Ridgeline開始量產
為了在北美的Pick-up貨卡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本田在2005年以
旗下SUV車型衍生出Ridgeline貨卡，以方正、粗曠的外型上市。
雖然在銷量上仍不敵傳統的美式貨卡，但卻也在同級車款中擁有
優 異 銷 售口 碑 。 如 今 在 年 初 的 底 特 律車 展 上 ， 全 新 一 代 的 Ri dgeline以更具科技的面容與日系品牌獨有的貼心設計，再次讓北美市
場消費者見識本田近年來性能風格之外的另一面。
第二代Ridgeline在體型上比起第一代車型略有增長，寬達
1219mm的貨斗最高可乘載725kg的大型貨物。搭配本田新一代，
更為節能的3.5L V6自然吸氣引擎，輔以六速自排配置，使其在耐
用與強悍中保持優異的平衡，此外四驅車型更採用本田引以為傲
的I-VTM4系統，備有一般、沙地、雪地、泥濘等多種模式進行切
換，提供車輛優異越野性能藉此攻克各種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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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Ridgeline的生產作業交由 HONDA Manufacturing Alabama
（HMA）阿拉巴馬組裝廠執行，而在近日與共用部分零組件、動
力單元的 HONDA Pilot、HONDA Odyssey、ACURA MDX 等
車款共同歡慶阿拉巴馬廠營運十五周年。阿拉巴馬廠如今擁有
370萬平方英尺占地面積，雇員人數更高達4500人、年產量達到
34萬輛，是本田在北美市場相當重要且專為北美市場營運所需而
成立的專責分公司。
透過 HONDA Ridgeline 相較於各項車型級距中獨有的貼心配備，
包括貨斗隱藏式置物空間、雙開啟模式尾門與貨斗音響系統等實
用機能，Ridgeline所主打的客群並非傳統上希望Pick-up強悍、
耐用的既有客戶，而是在Pick-up車款實用機能下享受悠閒生活
型態的消費族群，成為 HONDA Ridgeline 與同級車款相較之下
最重要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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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友園地

0 6 1 6 - 0 1 春江水暖
0616 - 03凴歌技藝

0616 - 02山明水秀

0616 - 04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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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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選相片方法： 細節將會日後公佈

西 北 Country Hill

樓房出租
詳情請來電：403-265-8333查詢

獨立屋，五睡房，兩浴廁
雙車房，可商議與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自付水、電、煤
0630

西北
Evanstone

西北
Tuxedo

西北
Thorncliffe

獨立屋，三睡房
兩個半浴廁
雙車房
備圍欄
歡迎與小童
入住，寵物免問
自付水、電、煤

西北1街
孖屋半邊
兩睡房，一浴廁
歡迎小童
寵物可商議
連洗/乾衣機
自付水、電、煤
月租：$900

64大道
一房一廁
可與1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包電視及上網
自付電費
月租：$795

0630

市南唐餐外賣店
誠聘 全職經驗炸爐
有意請電

東南區大型櫥櫃厰聘請
漆房工人廠房雜務，幫工

0707

餐館檯椅出讓

土庫出租

84座位檯椅及
大批新淨大小生財用具
廉讓，有意請電

東北區，土庫出租，分門出入，
近輕鐵，巴士站及學校，
包水、電、煤及上網
有意請電

0630

(

趙
寶
遜

)

卡城以城市來說，說大不算大（畢竟只
有 百 多 萬 人 口 ） ， 但說細也不算是細；可說
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市政府是由一位市長
及十四位市議員組成。他們全是由卡城市民選
出來的，每四年便要面對選一次。由於要管理
卡城事無大小由警察局、消防局、公立學校、
交通馬路、公園、垃圾等等。市政局便僱請了
一大班公務員。筆者沒有見過統計，但估計市
政府應是卡城的三甲僱主之一。這些公務員，
高級的沒有工會，但中下層的員工則大部份
都屬於某某工會。由於市政府並非以賺錢為

0616

聘美容按摩師

0630

誠聘點心師傅

東北 Edmonton Trail 美容 Edmonton 著名大酒樓誠聘
按摩店誠聘 有牌經驗

點心師傅，有意請電劉太

美容及按摩師，有意請電

0630

華埠一品火鍋

403-669-8233

地稅及商業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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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617-8232

洽

0630

780-435-3388
403-717-0800 587-229-2362 780-951-9981
經驗安裝員，有意請電

403-510-9896

西北
Citadel

17大道
獨立屋
兩睡房主層
三睡房
一浴廁
兩個半浴廁
新裝修
雙車房
可商議與小童入住 歡迎與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寵物免問
自付水、電、煤
月租：$795

0630

Golden Leaf 聘 C&L 櫥櫃厰 聘

招聘
出租
買賣

52

0630

西北
Bowness

急聘經驗幫廚
點心幫廚及流利
國、粵、英語傳菜

0707

金源菜館 聘 免費上門診斷
晚間經驗炒鑊
及
懂流利粵、英語企擡

有意請電

403-708-8088

0616

0707

殺毒、維修、升級
安裝、優價、快捷

403-680-0288 403-775-9877

目標，因此由市長到最低下層的員工都是以
市場的工作責任及範圍來比較，衡量薪俸及
福利的多與少。但不用讀者指出，大家都看
到卡城及亞省不少城鎮的經濟經歷了年多的
裁員陳及減薪，都知道失業是什麼了。唯獨
是市政府的員工，筆者並沒有聽到什麼大幅
裁員或減薪重組的新聞。那些高級公務員還
大讚自己勞苦功高，大派獎金給自己。市長
也支持這班高級公務員，認為他們的獎金是
值得的：如果不給他們獎金及高薪福利，他
們便會跑去私營公司賺取更高的報酬。可能
市長及這些高級職員未聽過失業率高這現實
情況吧。那十四市議員亦只為重選來計劃及
打算，可能也沒空理會那個人工高，那個有
獎金了。

0707

0729

這些高級公務員，計了自己應該要拿取的
薪金之後，便要扮很忙；除了起新馬路，亦要重
建舊馬路，又推出各種新環保措施，實行要越做
越忙。但新措施還是要資金的，便實行羊毛出在
羊身上，向市民及居民加地稅及商業稅。什麼世
界石油價大跌，石油及能源公司都要開源節流，
裁員減薪希望能渡過難關。但市政府的高級公務
員卻希望多花市民的金錢來證明他們有做嘢，他
們的人工是值得的。
為什麼我們選出來代表我們的市議員全噤
聲呢？他們真的是替大眾服務嗎？還有一年，
這十四位市議員及市長便要交功課，請求我們
會繼續要求他們留任。讀者們，請留下您們過
往四年的地稅單及商業稅單，這樣便會提醒大
家，到底誰是幫誰的！

盛世地產
Monterey Park NE 城市屋

西南 Springbank

PANORAMA HILLS NW

SHAWNESSY SW

1200多呎兩層式城市
屋，主層客飯廳及廚
房，硬木地板，樓上
三睡房，主人套房，
單邊， 前 進 單 車 房 。

10年新，2773呎，4
房+1書房，兩個半浴
廁，近學校及巴士站
， 前 進 雙 車 房， 9 呎
樓頂。
$
7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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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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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untry Hill Village NE

東南 Ogden

STANLEY PARK SW

唐人街柏文

$

299,900

1350呎，兩層式城市屋，
主層客廳、飯廳、廚房，
樓上三睡房，主人套房，
Walk-out土庫，前進單車
房。

$

335,000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509,900

60座位唐西餐館，有酒 獨立2+1房Bungalow
， 步 行 Ch in o o k Ma ll
牌，生意穩定，生財工
及 C - Tr a i n 站 ， 5 分 鐘 到
具齊全，租金$3250+ 市中心，近Stanley公
$
園。
水暖電。 $

69,900

379,900

459,000

有河景，約820呎，兩
房兩全浴廁，頂樓單邊
柏文，保養好，投資自
住 皆宜。 請來電查詢！

$

238,800

惱人的狗狗尿失禁，該怎麼辦？
如果狗狗身體健康，卻

會有尿失禁的情形喔。

層面的問題，然而，在動物
醫學上，的確有狗狗尿失禁
的病症，這個老毛病可是讓
主 人 們傷透腦筋。

的生理機制，光是排尿就分
成蓄尿期、排尿期，因此狗
狗的體內無時無刻都在製造

尿失禁又可分為神經性
尿失禁、非神經性尿失禁。
神經性尿失禁，是指狗
狗的脊髓受傷、體內可能有
腫瘤壓迫到控制排尿的神經
，或是椎間盤疾病壓迫到脊
髓神經。因此，神經性尿失
禁的患者，通常還可能會有
後肢癱瘓、後肢肌肉僵直等
臨床症狀，不可輕忽。

傳導的敏銳度降低，引發尿液
外漏，就成了尿失禁囉。
此外，輸尿管異位，也是
許多狗狗發生尿失禁的常見原
因。如果輸尿管的開口位置沒
有乖乖待在膀胱，而是跑到尿
道來的話，那麼尿液自然無法
順利儲存在膀胱內，而是直接
宣洩排出體外。

尿液。就連睡著的時候，體
內 也 在製造尿液。
所謂的尿失禁，指的就是
無法控制排尿行為，在不適當
的地方進行排尿。因此尿失禁
，除了人類以外，有些狗狗也

至於非神經性尿失禁，
則是指狗狗的尿道可能被感
染、發炎，或是腎臟結石、
腫瘤等因素在影響著。如果
是部分阻塞尿道，那當狗狗
就會不自主的讓尿液流出，
引起尿失禁。

當主人發現狗狗有尿失
禁的情形，請務必立即將狗
狗送醫，交由專業獸醫師診
斷，才能確保狗狗的健康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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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排尿是一種複雜

因此，尿道無力的主因來
自於尿道括約肌鬆弛，使神經

還漏尿的話，那就屬於心理

況，如此也才能盡早解決惱
人的尿失禁問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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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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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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置身其中，用心體會
讓生活更舒心
1.寬心：置身其中，用心體會，讓生活更舒心。人
活著，沒必要凡事都爭個明白。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
無朋。跟家人爭，爭贏了，親情沒了；跟愛人爭，爭贏了
，感情淡了；跟朋友爭，爭贏了，情義沒了。爭的是理，
輸的是情，傷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讓時間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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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己的固執己見，寬心做人，舍得做事，贏的是整
個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點溫暖，生活才有陽光。

；緣分，不能揮霍。把情當情，才有真感情；平等互愛
，才有真人心。

2.貧富：知足的人，雖然睡在地上，如處在天堂
一樣；不知足的人，即使身在天堂，也像處於地獄
一般。人生，心靈富有最重要，若囿於物質欲望
，即使擁有再多，也會覺得不夠，這就是貧窮；
反之，物質生活清貧，並不影響心靈的充實，知
足而能自在付出，就是真正的富有。

7.福禍：積德雖無人見，行善自有天知。人為善，
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行
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做惡之人，
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福禍無門總在心，作
惡之可怕，不在被人發現，而在於自己知道；行善之可嘉
，不在別人誇贊，而在於自己安詳。

3.計較：予人方便，就是待己仁厚。人心
是相互的，你讓別人一步，別人才會敬你一尺
。人心如路，越計較，越狹窄；越寬容，越寬
闊。不與君子計較，他會加倍奉還；不與小人
計較，他會拿你無招。寬容，貌似是讓別人，實
際是給自己的心開拓道路。

8.空白：給自己留點空白，會使心靈更暢快地呼
吸，當你春風得意時，留點空白給思考，莫讓得意衝昏
頭腦；當你痛苦時，留點空白給安慰，莫讓痛苦窒息心
靈；當你煩惱時，留點空白給快樂，煩惱就會煙消雲散
，笑容便會增多；當你孤獨時，留點空白給友誼，真誠
的友誼是第二個自我。留一點空白，這是人生的真理；
留一點空白，這是生活的智慧。

4.放下：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
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
到了來世就是傳說，我們最多也就是個有故事的人。生
活中、工作中遇到不順的事，對自己說一聲：今天會過去
，明天會到來，新的一天會開始。
5.簡單：心簡單，世界就簡單，幸福才會生長；心
自由，生活就自由，到哪都有快樂。得意時要看淡，失意
時要看開。人生有許多東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
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寬容，多一些大度，揮揮手，笑一笑
，一切的不愉快都會成為過去。
6.人心：別把他人的善良當軟弱，那是一種大度
；別把他人的寬容當懦弱，那是一種慈悲。好脾氣的人
不輕易發火，不代表不會發火；性子淡的人只是裝糊塗
，不代表沒有底線。感情，不能敷衍；人心，不能玩弄

9.感恩：感激傷害你的人，因為他磨練了你的心
志；感激欺騙你的人，因為他增進了你的見識；感激鞭
打你的人，因為他消除了你的業障；感激遺棄你的人，
因為他教導了你應自立；感激絆倒你的人，因為他強化
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責你的人，因為他助長了你的定慧
。感謝所有使你堅定成就的人，要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
，生活才會更精彩。
10.隨緣：人生，不過一杯茶，滿也好，少也好，爭
個什麼；濃也好，淡也好，自有味道；急也好，緩也好，
那又如何；暖也好，冷也好，相視一笑。人生，因為在乎
，所以痛苦；因為懷疑，所以傷害；因為看輕，所以快樂
；因為看淡，所以幸福。我們都是天地的過客，很多人事
，我們都做不了主，一切隨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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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雙車庫，包名貴家電。以下價錢已包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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