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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9月份加拿大失業率略降
Canada’s unemployment rate fell slightly  
in September

A6-7 美副總統彭斯對中國政策演講全文翻譯
Calgary Chinese Christians Rally to protest against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7 「聖靈」催促 航班大地震前3分鐘起飛
Indonesian Pilot prompted by Holy Spirit to take 
off early befor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hit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採訪報導】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主席、中國公

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日前在

中國失蹤後，其妻立即在法

國大膽報案，開記者會「救

夫」。北京當局證實孟宏

偉被調查，孟宏偉隨後「辭

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一

系列緊湊的事件，引發國際

媒體關注。外界認為事件過

程有諸多異常，並將引發對

北京不利的後續效應。

少妻救夫

10 月 4 日傍晚，孟宏偉的

妻子向法國里昂巿警方報案，指

孟宏偉回中國後失蹤。 10 月 5
日有消息稱，孟宏偉 9 月 29 日

乘機返回中國時，一落地即被中

共紀檢部門帶走。但北京在兩天

內沒有就此事件回應。 10 月 7
日，中紀委官網發布簡單通報，

指孟宏偉因為「涉嫌違法」，正

接受國家監委監察調查。

孟宏偉的妻子格蕾絲．孟

(Grace Meng)10 月 7 日在國際

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的法國里昂

舉行記者會，向國際社會求救。

她說兩人最後一次聯絡是透過

WhatsApp 簡訊，她收到孟留言

「等我電話」，以及之後一把尖

刀的表情符號。孟妻在記者會上

沒有公布自己的中文名字，只允

許媒體背後拍照。媒體注意到，

孟宏偉已經 64 歲，孟妻背影年

輕，其子尚且年幼。

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在 8
日凌晨主持公安部黨委會議，

通報孟宏偉「收受賄賂、涉嫌違

法」的情況。 9 日孟妻在接受美

聯社訪問時，否認丈夫涉貪。

有媒體猜測：孟妻在懷疑

丈夫失蹤後，選擇在法國報警

而不是向當局要人。孟妻或許

掌握北京秘密資料，如果被公

開就可能成為又一起王立軍事

件，對當局具有重大殺傷力。

對於孟妻的行為，網路上

有諸多評論，有觀點認為：「當

他們自己也被這個罪惡的絞肉

機捲進去的時候，他們才不得

不利用民主自由國際社會來救

他們自己的命。」

北京為何不顧體面

BBC 中文網指出，孟宏偉

獲委任為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時

曾被外界視為中國參與國際事

務的一大突破，但如今北京也

用「措手不及」的方法扣留孟宏

偉，將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大打

折扣。法新社也表示，當局對

孟宏偉案這樣的操作，讓專制

國度鎮壓機器的手段暴露在光

天化日之下。

《蘋果日報》評論表示，如

果是體面的做法，應是孟宏偉

先以私人理由請辭國際刑警組

織主席，回中國後再暗中接受

調查。如今完全撕破臉面的結

果，自然惹來各種猜測。

（下文轉 A2）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人間蒸發
      迷霧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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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產經新聞》猜測說，

孟宏偉被逮捕主要是因其涉及中

共重要機密。一是與海航集團董

事長王健在法國墜亡事件有關；

二是可能曾計畫逃往美國，向美

方出賣機密。旅美時評人、經濟

學者夏業良稱：「肯定發生了跟

習近平高層有關的、意料之外的

重大事件，官方才必須緊急出

手。或者，孟的舉動被官方看出

存在脫離控制的跡象，如果不立

即辦理，恐他直接投靠西方。」

孟是誰的人

8 日凌晨中國公安部黨委會

議上，除了通報孟宏偉「收受賄

賂、涉嫌違法」的情況外，會議

期間還特別要求「徹底肅清周永

康流毒影響」。

孟宏偉在 2004 年升任副部

長，而恰好彼時公安部長便是周

永康。因此一些分析認為，孟宏

偉是周永康的心腹之一，孟宏偉

作為周永康的「餘毒」被拿下。

但也有評論認為，當周永康

2014 年落馬，與周有所牽連的

孟能全身而退，2016 年甚至還

被當局推上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

要職，應該算是過了中共最高領

導人的關。曾在中國公安部工作

中國學者 
海外當間諜被抓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報導，擔任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

癌症研究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 55 歲腸胃科

教授謝克平（Keping Xie），今

年 1 月因涉及「篡改政府記錄」

等詐欺行為，遭到警方調查。

法庭文件顯示，警方在調查

期間前往謝克平的住所及辦公室

時，沒收了多種設備與檔案文

件，其中 2 項設備內竟然儲存

各種未成年孩童的色情圖像，他

於今年 8 月被控持有兒童色情

物品的單項罪名。

謝克平的律師梅斯（Nathan 
Mays）回應，執法部門在謝家

總計沒收 88 個設備，包括手

機、硬碟、記憶棒和各種類型的

電腦。兩個硬碟被標記為「龍虎

一」、「龍虎二」。

與此同時，警方又發現，謝

克平也是中國政府招聘「千人計

畫」的成員之一，美國政府一直

的美國執業律師高光俊就認為，

公安部暗示孟宏偉是周永康的

人，這很荒謬。他認為，因為孟

宏偉在進公安部前最後一個職位

是喬石辦公室主任，就是喬石的

秘書，明顯是喬石政法派系的人。

不管孟宏偉在官場中屬於誰

的人，眾所周知的是，中共政法

系一直衝在迫害人權前線，而孟

是其中資深官員。 2004 年成為

國際刑警組織中國中心局局長

後，近年國際輿論批評北京政

府濫用的紅色通報（簡稱「紅

通」），也全部經孟宏偉的手。

也因此網站「LIFETIME 視

界」就孟妻「救夫」評論道：「與

中共評理，『擺功』只會自取其

辱。用中共擔憂外泄的醜聞與之

戰鬥是救你丈夫和家庭的唯一出

路。」

視線轉向國際組織

國 際 刑 警 組 織（通 稱：

Interpol）是聯合國以外，世界

上規模第二大的國際組織，包括

192 個成員國。Interpol 的主要

責任目標為調查恐怖活動、有組

織犯罪、毒品、走私軍火等大型

嚴重跨國罪案。Interpol 每年預

算超過 7,800 萬歐元，其運作資

金由成員國撥付。

國際刑警組織章程明確規

定：「嚴禁本組織進行政治、軍

事、宗教或種族等性質的干預或

活動。」然而現實中，該組織發

布的紅通經常被人權組織和歐美

政府批評違背了其章程。紅通是

國際刑警組織為逮捕、遣返逃犯

而設了警報系統，但紅通並非國

際通緝令。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對

2011 年 Interpol 公布的「紅色

通報」的評估顯示其中 28% 的

紅通來自被「自由之家」組織定

義為「公民權利沒有保障」的國

家，半數紅通來自被反腐敗組

織「國際透明度」定義為「極度

腐敗」的國家。中國旅美知名異

見人士魏京生今年 5 月告訴美

國之音，他曾被列入紅通名單，

「後來我發現很多中國人都因為

國際刑警組織被找麻煩」。

2016 年 11 月，中國公安

部副部長孟宏偉高票在會上當選

該組織新一任主席，任期 4 年，

孟宏偉是首位擔任 Interpol 主
席的北京高官，但絕非國際組織

中的「鳳毛麟角」。如 2017 年

7 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

民，被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為主管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

長；2016 年 8 月前中國人民銀

行副行長張濤，出任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副總裁；2013 年 8 月，

前中國商務部副部長易小準出任

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等等。

有媒體認為，北京在用錢買

路，這些國際組織的經費主要來

自各成員國的會費和私人捐助，

而中國是繳費大戶。以聯合國為

例，今年 8 月 14 日，聯合國會

費委員會發布的 2019~2021 年

通常預算的各國分攤比例的估算

結果顯示，預計中國的會費將上

升至僅次於美國的第 2 位，佔

預算分攤的 12.005%。

由此就不難解釋，在爭議聲

中，中國依然能在 2013 年 11
月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

一直監督聯合國人權狀況的人權

組織「聯合國觀察」說，中國、

古巴、俄羅斯和沙特等國經常投

票阻撓聯合國保護人權的動議。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被失

蹤」事件中，中國公安部在警告

其大小的官員不要指望國際身份

用戶資料外洩 
谷歌關閉

【看中國訊】在被曝約 50 萬

用戶的個人信息恐遭外洩，並刻

意隱瞞該事實後，谷歌週一（10
月 8 日）宣布關閉了 Google+
消費者版，並收緊數據分享政

策。

由於軟件漏洞，Google+
的用戶的個人信息可能在 2015
年到 2018 年之間洩露給了某些

「外部開發者」，而谷歌為避免

後果而隱瞞了該事實。

用戶可能被洩露的信息包

括：其在 Google+ 上登記的姓

名、電子郵件、出生日、性別、

個人資料照、居住地、職業等。

對 此， 谷 歌 的 母 公 司

Alphabet 當 天 做 出 回 應， 宣

布它將關閉 Google+ 消費者

版。Alphabet 的股票應聲下跌

2.77%。

谷歌解釋稱，公司在討論如

何與其他應用分享數據時，於 3
月發現並修補了這一問題。開發

人員沒有利用數據的漏洞或濫用

數據。

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

匿名消息人士的話和內部文件報

導稱，谷歌之所以沒有及時披露

問題，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受到

監管審查，以及聲譽受損。

捲入間諜疑云
華裔學者被提控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美國德州一名傑

出華裔腫瘤研究員、胃腸腫

瘤內科終身教授謝克平，因

涉嫌為中國政府充當間諜

而被聯邦調查局（FBI）調
查。調查期間，警方在其住

所及辦公室又查獲大量兒

童色情物，引發外界譁然。

認為，「千人計畫」與間諜活動

有關，因此採取行動，按照名單

人員一一調查。

目前，謝克平的相關信息已

從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網站移除。

隨著美國反擊中共盜竊知識

產權的行動態度升級，聯邦調查

局最近將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研

究中心當作打擊重點。據悉，該

中心有 18 人被逮捕或是遭校方

革職，包括有 4 名華裔學者，

分別為謝克平（被抓）、病理學

系教授黃蓬（被要求辭職）、神

經腫瘤學系教授呂志民（被要

求辭職）、流行病學系主任吳息

鳳（被撤職）。

美國媒體報導，謝克平被抓

時，與他在研究中心工作的妻子

黃曙雲也一同被抓。後來黃曙雲

被釋放，謝則仍在關押。據研究

中心的李先生透露，謝克平不

僅涉及「千人計畫」，還涉嫌泄

密。據說，FBI 提供謝克平兩個

選擇：留在美國進監獄，或是回

中國大陸。

普林斯頓社會學博士程曉農

認為，美國嚴防中共滲透，並不

限於科技範疇，而是覆蓋政治、

傳媒、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的

一場全面反擊戰。

「千人計畫」 
疑轉地下實施

事實上，中國大陸曾高調實

施引進海外高階人才的「千人計

畫」，但本月 5 日，網路卻傳出

一份官方文件，明確要求招聘海

外人才行動「轉入地下」實施。

一位在美國從事生物科技研

究的青年學者林小姐對自由亞洲

電臺透露，中國官方推行的「千

人計畫」分「國家千人計畫」和

「青年千人計畫」兩種，前者是

為從國外引進具有較高成就的科

學家，後者主要引進具有較大潛

力的年輕科學家。

比如，廣東或廈門的一些大

學，除給入選「青年千人計畫」

的年輕學者年薪 50 萬外，還附

加 300 萬至 500 萬的研究啟動

資金。林小姐說，「第一輪評審

完，決定你是否進入面試；第二

輪有一個專門的面試小組進行面

試。過了的話，回國直接是青年

千人、直接是教授、直接是博

導。普通教授待遇大約（年薪）

20 幾萬。」

華裔人才因涉及間諜活動被

美方拘捕的案例也並非首例。

比如，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
主任工程師鄭小清、美國維吉尼

亞理工大學教授張以恆，及美國

氣象專家王春等人。

北京政府宣稱「千人計畫」

是中國為加強國際科技交流、

引進海外人才而推進的計畫。

2008 年至今已有近 8000 名海

外專家入選，多數為華裔且來自

美國。

官網發布的消息顯示，

2018 年「千人計畫」、「萬人計

畫」申報推薦工作於 5 月啟動，

計畫評審工作集中安排在 8 月、

9 月份進行，建議人選名單于

10 月底前報送國家海外高層次

人才引進工作專項辦公室、國家

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畫專項辦

公室，目前仍在作業中。

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維基百科）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人間蒸發 迷霧重重

充當保護傘；但對北京相當不利

的後效應是：在中美關係大轉折

的背景下，來自北京的紅色官員

對國際組織的滲透，引發了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媒體的廣泛

關注，孟宏偉案或將進一步惡化

北京所處的國際環境。

(Getty Images)

本庶佑破除成見   
獲得諾貝爾大獎

【看中國訊】日本京都大

學的本庶佑特別教授，獲得了

2018 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

獎。本庶佑是癌症免疫療法研究

的權威。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

探索治療癌症的新方法，發現了

對抗癌症的又一條重要途徑，就

是解除免疫細胞中原本對於癌細

胞的攻擊限制，讓人體的免疫細

胞發揮自己原來所具有的更強能

力。他發現了免疫細胞中具有控

制功能的「PD-1」蛋白質，從而

通過對「PD-1」蛋白質進行操作

來加強免疫細胞對癌細胞的攻

擊。這一治療方法調動了人體本

來的能力，因此使用安全。

本庶佑教授的研究觀是，不

要相信教科書中寫過的東西，要

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然後去理

解，這才是自己的做法。不少人

把一些權威性的著作中所講的東

西，或者某個著名學者的學說想

當然的視為正確無誤，自己不再

有獨特的想法。其實，不固守已

有的理論和權威，才能有新的發

現，本庶佑教授就是如此。

奧克蘭（ChewyPineapple/

WIKI/CC BY-SA）

【看中國訊】據新西蘭 2018
年通過的海關和消費稅法，新西

蘭官員可以強迫旅行者交出電子

設備密碼以便進行搜查。新西蘭

邊境當局表示，這一舉措可能是

世界第一。

美國之音報導，新西蘭海關

官員將能夠搜查個人電子設備，

只要他們覺得有「合理的懷疑理

由」懷疑有不法行為。任何人拒

絕開鎖將可能被起訴，並被課以

3000 美元以上的罰款。

這一立法被認為是世界各國

的首創。這一立法也授權新西蘭

執法人員拷貝他們所搜查的設備

上的任何信息。

新西蘭海關部長克里斯．費

佛伊說，這一舉措將提升國家安

全。他說：「許多有組織的犯罪

團伙正在變得更加精明，採取多

入境新西蘭 要交手機密碼

種方式把東西偷運過境。假如我

們認為他們有這樣的行為，並從

手機和電腦裡獲得情報，就有助

於起訴。」

【看中國訊】香港樂施會近

日公布《香港不平等報告》，象

徵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係數對比

再創 45 年新高，已經到達「極

端貧富懸殊」、遠超其他已發展

地區。

據該報告顯示，從 2006 年

至 2016 年的 10 年間，香港的原

住戶居民（不包括新移民）收入

的堅尼係數由 2006 年的 0.533

上 升 至 2016 年 的 0.539， 成

為 45 年新高，對比其他已發展

經濟體 ( 如新加坡 0.356、美國

0.391、英國 0.351、澳洲 0.337
及加拿大 0.318)，情況非常嚴

重。香港最富裕的 10% 住戶和

最貧窮的 10% 住戶收入差距，

10 年間從 34 倍上升至 44 倍。

貧窮家庭數目高達 53 萬戶，貧

窮人口超過 130 萬人。

港貧富懸殊嚴重  堅尼係數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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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2014 Ram 1500 SLT 4×4

遙控啟動  

僅售
月供僅需$248

$22,800

Pre-Owned 

僅行駛了 84,512KM

2017 Toyota Camry LE

倒車影像 + 藍牙 

VIN: 4T1BF1FK8HU739588

僅行駛了 40,520KM

僅售
月供僅需 $239

$21,888

Pre-Owned 

2017 Toyota Camry LE

VIN: 4T1BF1FK8HU739588Pre-Owned 

2014 Ram 1500 SLT 

遙控啟動  

僅售

Pre-Owned 

2018 Toyota RAV4  LE  AWD

倒車影像 + 加熱座椅 

VIN: 2T3BFREV8JW768998

Stock #: 2976-4

Stock #: 3547-5

Stock #: 694-6

Stock #: 3177-5
僅行駛了 20,196KM

僅售
月供僅需 $347

$31,800

Pre-Owned 

2018 Toyota RAV4  LE  AWD
VIN: 2T3BFREV8JW768998

Stock #: 2976-4

2018 Kia Sedona LX 七座商務

倒車影像  

僅行駛了 34,796KM

僅售
月供僅需 $315

$28,888

Pre-Owned VIN: KNDMB5C16J6353550

新來加拿大，還沒有信用記錄   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VIN: 1C6RR7LT6ES255573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上週五（10 月 5 日）發布消息

稱，9 月份加拿大就業市場增加

了 63,000 個職位，總失業率從

8月份的6%降至5.9%。然而，

9 月卡爾加里的失業率仍居高不

下，達到 8.2％。

9 月份整個亞省的失業率為

6.8%。與 2017 年 9 月 8.4％的

高失業率相比略降，但卡爾加里

的失業率仍位居加拿大第二，

僅次於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聖 ·
約 翰 斯 (St.John's) 9.6 ％ 的 失 
業率。

「亞省失業率居高不下，反

映了對經濟長期增長的擔憂。」

卡爾加里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研

究中心主任貝夫 · 達爾比（Bev 

Dalby）說，「美國企業所得稅

率降低，導致加拿大在企業稅上

的優勢失去了競爭力，特別是在

留住企業人才方面。」

從就業增長來看，9 月份就

業人數的增加主要是由兼職工作

拉動的，共增加了約 8 萬個兼

職工作崗位。就業增長几乎全部

來自安省和卑詩省，其他省份幾

乎沒有變化。同時，自僱人數減

少了 35,000 人。

從年齡上看，9 月份的所有

就業增長主要來自於 25 至 54
歲核心年齡段的工人，青年就業

率幾乎沒有變化。 9 月青年失

業率為 11.0%，比 8 月上升 0.1
個百分點。

按行業劃分，許多新增工作

崗位都在建築行業中，9 月增加

了 28,000 個，扭轉了前兩個月

的下降趨勢。公共部門的就業人

數增加了約 12,000 人，自去年

9 月以來，就業人數增加了約 2
萬人。農業部門也有大約 9,000
個就業崗位的增長，抵消了自 5
月份以來的連續下降。

9月份加拿大失業率略降

【看中國訊】卡城市府正以

公共資金資助某些本地企業，其

目的是創造就業機會，使得本地

經濟多元化。

“機遇卡爾加里投資基金”

上 週 四（10 月 4 日） 公 佈，

向一個新興的本地科技公司

MobSqud 投資 150 萬加元。該

科技公司計劃在未來數月中招募

150 位數據科學家和軟件工程

師，向矽谷等地的美國客戶提供

服務。該軟件公司已經從私人投

資者和各級政府中籌集了 1100
萬加元的資金。

市長南施指出，卡城政府試

圖創造就業機會，其他省市也在

積極吸引初創公司。他認為不同

的省市地區都在競相採用激勵和

減免稅收的方式（創造就業）。

一些支持者認為，若要實現經濟

多元化，本地市府也必須這樣做。

然而政府將公共資金贈與私

人企業的行為，也遭到了一些組

織和人士的反對。

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

（CFIB）認為，市府向私企投資

的行為是善意的，但充滿了風

險。該組織希望看到市議會採

取措施改善城市整體的商業環

境。卡爾加里大學經濟學家湯貝

（TrevorTombe）也認為這是更

好的吸引長期工作的方式。湯貝

說：“將公共資金挪用到別處，

這錢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有評論認為，卡城需要新的

就業機會，但審慎的投資與公共

資金管理是不能打折扣的，魯莽

投資不可取。

創造就業與多元化經濟 
市府將公共資金贈私企

【看中國訊】上週五（10 月

5 日），群雄集結卡城反對聯邦

碳稅。亞省聯合保守黨的領導

人傑森 · 康尼（Jason Kenney）
和安省省長道格 · 福特（Doug 
Ford）發表了反對碳稅的講話，

現場人群歡呼，掌聲如雷。

「很遺憾，總理先生，我們

不買你胡扯的帳，我們將打擊你

的碳稅。」康尼說。

經過一個階段的宣傳，康尼

和福特反碳稅的聯盟隊伍壯大

了，對特魯多的反對聲愈來愈

大。該聯盟不僅包括薩斯喀徹溫

省和安大略省，還包括曼尼托巴

省。

上週三，曼尼托巴省長布

萊恩帕利斯特（Brian Pallister）
宣布取消曼省碳稅計畫 12 月 1
日的生效期。愛德華王子島表

示，將在沒有稅收的情況下達到

排放目標。新不倫瑞克省的態度

尚不明朗，待選舉後將由新領導

人決定。

特魯多說：「加拿大人民在

2015 年就要求我們這樣做，作

為政府我們將為污染買單。」

康尼質疑地說：「為什麼我

們要受碳稅這種經濟虐待？它對

全球環境沒造成任何影響。」

對於碳稅，聯邦自由黨認為

這是污染問題，而 Kenney 認為

這就是民生問題，關係到人民的

正常生活，如食物和住房等（正

常生活內容），絕不應受到政府

的懲罰。

儘管反對派對聯邦政府構成

了挑戰，但聯邦政府還是會對不

服從規定的省份徵收全國碳稅，

將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班芙所有道路或限速30

卡城氣溫將回升至12度

卡城經歷了冰天雪地後，

本週末溫暖的天氣可望回歸。

據氣象預報顯示，週四卡城氣

溫將會開始回升，預報週五最

高氣溫達到 10 攝氏度以上，

週末會多雲或有陣雨，下週二

氣溫可達到 12 攝氏度以上。

班芙鎮已經將一些主要街

道的限速降到了30公里 /時。

現在，鎮議會又在討論是否

將 30 公里 / 時的限速擴展到

班芙鎮的所有道路。有居民認

為，沒有必要把所有街道的限

速都降為 30 公里 / 時。一位

名叫 Jane MacDonald 的居民

說：「你如果真的只開 30，就

像爬行一樣，太慢了。」鎮議

會可望在明年春季做出決定。

卡城簡訊

位於埃德蒙頓市中心的亞

省皇家博物館自上週三（10
月 3 日）開放以來，已吸引

數萬人前來參觀。博物館執

行主任克里斯羅賓遜（Chris 
Robinson） 說 參 觀 遊 客 將

超 過 40,000 人。 這 所 博 物

館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博物

館 , 造價 3.7 億加元，建築

面積 82,000 平方英尺，擁有

約 200 萬件藏品，5,300 件展

品。它包括人類歷史館、自

然歷史館、兒童互動館、昆

蟲館等。遊客胡安妮塔．楊

（Juanita Young）說：「這太

壯觀了，神話般的設施。我們

真的很喜歡這裡。這是一個非

常好的讓女兒開闊眼界和學習

的機會。」

皇家博物館人流如潮

集結卡城 群雄反碳稅 

卡爾加里失業率8.2% 高居全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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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川普將查封江家在美資產
美「精確打擊」中共高官海外錢袋 紅色富豪已將天量財富挪至歐美

美打中共「七寸」

臺媒《自由時報》10 月 5日

報導，郭文貴在自家郭媒體上爆

出前述消息。

江澤民家族被指隱形世界級

超級富豪。郭文貴年初曾披露：

「江澤民家族是世界首富，家族

財富均由其孫江志成代表江家持

有。」郭稱，江家目前在海內外

持有的現金和資產，合計超過

5000 億美元（約為 4 萬億人民

幣）。江澤民家族控制的資產包

括：基金、股票、銀行、信託、

能源股份、科技股份、黃金期

貨、房地產、海外控股公司、離

岸公司等，江家控制的很多資產

在澳大利亞。

臺據信傳媒分析，美國在 9
月 20 日才由宣布制裁中共軍委

裝備發展部和部長李尚福，凍結

美國控制範圍內的資產和利益。

查上海幫在美財產，可能只

是美國逼迫中國重上談判桌的一

項手段。

9月 20 日，美國政府突然宣

布對中共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

尚福中將進行制裁，凍結軍備部

以及李尚福在美國司法管轄區的

資產，並限制透過美國金融體系

進入全球金融市場，凍結其任何

資產與利益，也禁止對其發放美

國簽證。

北京對美方抗議強烈，召

見美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

涉」，又召見美國駐華使館武

官，並在媒體上大肆抨擊美國，

甚至還立即召回了正在美國訪問

的海軍司令沈金龍，推遲中美兩

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會議。

法廣 9 月 25 日稱，中方為

何對這連帶性制裁而大動干戈？

一些分析指北京擔心的是川普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沛

公」就是中國的高官，權貴家

族。假如這場商貿戰持續惡化，

川普會不會讓他們的名字和財產

「亮相」，中共權貴們誰也不敢

保證，一旦美國公布中國官員、

紅色權貴們在美財產，那將會在

中國引發一場天崩地裂的海嘯。

港媒《蘋果日報》有評論文章

說，中共權貴家族轉移到美國的

財富已達天文數字，他們雖然口

口聲聲要維護國家利益、國家安

全，實際上，他們更擔心的是家

族利益和自身財富的安全。

評論說，但這次川普政府是

針對中國高官制裁，等於打到了

中共的「七寸」。

10 月1日，美國《商業期刊》

日語版報導，在川普總統提出有

關關注來美國充當間諜的中國

留學生的言論後，北京開始了行

動。中國外交界的消息人士稱，

近來一份禁止高官子女去美國留

學，讓已經出去的子女年內回國

的內部文件出爐。

外界認為，如果屬實，這或

與川普近期制裁中國軍方高官引

起北京恐慌有關。

紅色富豪「掏空中國」

海外時事觀察家認為，江澤

民、曾慶紅、劉雲山為首的超級

紅色富豪家族，在 2015 年股災

經濟政變失敗後，開始了「鬥不

倒你，就掏空你！」的綿密計畫，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國等西方

國家轉移資產。

僅在 2015 年 6 月至 8 月短

短兩個月的時間內，滬指從 5178

點暴跌至 2850 點，至少蒸發掉

17 個希臘。 2015 年到 2017 年

底短短兩年內，大陸外匯儲備流

失了接近 1 萬億資金。數以兆計

的資金通過海外併購、購置房

產、地下錢莊等方式挪往國外。

9 月 21日，川普前首席策

略師班農（Steve Bannon）接

受《南華早報》專訪，側面證實了

該「掏空中國」計畫：「這麼多中

國高級官員通過一切渠道將資金

轉移出中國，投資到舊金山、洛

杉磯和曼哈頓市中心的房地產。

為甚麼北京要進行大規模資本管

制？否則所有資本會跑到曼哈頓

市中心，他們（江等紅色家族）

想在美國購買實物資產。」

為防止紅色富豪掏空中國，

2017 年北京連續頒發了《禁貸

令》和《停購令》。臺大政治所教

授范世平稱：「北京第一波打的

是軍方人員，還有政治人物，現

在第二波打的是企業界。在江澤

民、胡錦濤時期賺大錢的人開始

一一要掃除了。」

媒體人陳高超稱：「因為太

多的錢洗出去了，已經洗到要動

搖國本，一年 2 兆人民幣洗出

去。按照北京官方統計數字，

直接和間接投資到海外的資金

（2017 年），超過 1.8 萬億人民

幣。你把錢都捲走了，我開始抓

了。」

而協助紅色權貴家族通過

海外併購等方式洗錢的富豪、明

星，不斷傳出被調查、性醜聞、

被重刑、被死亡、被退休。

【看中國綜合報導】美

中貿易戰白熱化之際，美國

政府制裁中國軍方將領李

尚福引發後續效應。流亡美

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爆料

稱，川普即將出手，查封中

國上海幫高官在美資產，可

能被查封的對象包括前中

國領導人江澤民。

毛新宇攜全家現身河南  曾傳死於朝鮮

驚動金正恩的神秘車禍

據多維網 10 月 7 日報導，

毛澤東孫子毛新宇於 10 月 3 日

攜妻子劉濱、兒子毛東東和女兒

毛甜甜，集體現身老子故里旅遊

區（河南周口鹿邑），遊覽了明

道宮、太清宮等景區。

毛澤東的唯一嫡孫毛新宇，

由於他的身分、言論及「形象」

等問題，一直備受外界關注。

去年中共十九大後，仕途

一直順暢的毛新宇進入拐點。

2017 年 9 月 9 日十九大召開

前，毛新宇落選十九大代表。

2017 年 12 月分，毛新宇再卸

任中國扇子藝術學會第五屆理事

會會長。而在 2018 年 1 月公布

的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

中，亦被除名。

半年前，毛新宇死於朝鮮車

禍的傳言曾被熱炒。 4 月 22 日

晚，中共毛左網站「烏有之鄉」

開設的非法旅遊公司，到朝鮮

進行「紅色旅遊」期間，遭遇重

大車禍，造成 36 人死亡，2 人

重傷，死者中有 32 人為中國公

民，4 人為朝鮮工作人員。

車禍發生後，金正恩當時給

予極高規格禮遇，他第一時間前

往了中國駐平壤大使館對事故表

示哀悼，之後又親自到醫院探訪

了傷者。 4 月 26 日凌晨，金正

恩還動用朝鮮專列，運送 34 名

中國死傷者回國，並率朝鮮政府

眾官員，前往平壤火車站送行。

有海外中文網爆料稱，遭遇

車禍的旅行團是「紀念抗美援朝

戰爭勝利 65 週年訪朝文化交流

參觀團」，團員大部分是曾參加

過朝鮮戰爭的中共將軍子女或崇

拜毛澤東的「紅歌會」成員。

除了多個毛粉團體和代表人

物遇難外，據說毛澤東之孫毛新

宇也在死傷者中。不過，傳聞隨

後被毛家人通過媒體闢謠。

對權力的嘲笑

有傳聞稱毛新宇不受習近平

的待見。今年 5 月 16 日，習近

平在軍科院視察時發表「強調加

快核心技術突破」的言論，毛新

宇也出現在會場，與一眾軍官齊

鼓掌。但央視在播放習近平與前

排代表握手時，並沒有習近平與

毛新宇握手的畫面。

去年 8 月，網絡上曾流傳

一段習近平在一次軍方宴會上的

視頻，習近平對站在右前方的毛

新宇視若無睹，從他身邊走過卻

不與他碰杯。

今年 4 月，毛新宇最終獲

得了一個「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

院副院長」的軍方研究機構的領

導職務。此外，毛新宇還是所

謂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博

士，常把「我爺爺」掛在嘴邊，

但他被指一點都不懂軍事常識。

他曾說，他伯父毛岸英「曾帶兵

打到柏林」的笑話。

德國之聲中文網去年 9 月

報導說，毛新宇是一個漫畫式的

人物，大家關注他，實際是對權

力的嘲笑。從江澤民時代開始，

中共軍隊和其他官僚機構一樣，

非常腐敗，基本沒有甚麼戰鬥能

力。而且把毛新宇安在這樣一個

位置，年年參加會議，其實也是

權力腐敗的一個象徵，照顧關

係，照顧紅二代。

近日毛新宇全家現身河南，外界認為毛新宇是一個漫畫式的人物，大

家關注他，實際是對權力的嘲笑。（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近期，毛澤東之孫

毛新宇全家集體現身河南

引發關注，他曾落選中共

十九大代表。半年前有傳聞

稱，毛新宇在朝鮮重大車禍

中罹難。

川普政府制裁中共高官個人引起北京恐慌。（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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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週三（10 月 10 日）公布一

份新施政報告，當中將大嶼山的填海計畫

列為「重點工作」，填海面積 1700 公頃

造島。

林鄭稱，未來這個人工島可以提供

26 至 40 萬的住屋單位，供 70 至 110 萬

人口居住，並計畫當中 70% 土地會用作

興建公營房屋，創造約 34 萬個職位。填

海計劃分成 3 個階段進行，2025 年將會

開始首階段的 300 公頃的填海工程。

林鄭表示，初步估計填海計畫需要投

入至少「4、5000 億港元儲備」。

《蘋果日報》引述東大嶼都會關注組

兼民間土地資源專家組成員任憲邦形容，

這個「明日大嶼願景」計畫是延續前特首

梁振英「東大嶼都會」、以及前特首董建

華成立的基金會所提出的「強化填海計

畫」。他形容，「這反映政府所謂的『土

地大辯論』根本只是取這『兩家人』的

中間點，人民的意見無法左右政府的決

定。」

專家：根本不可行

填海的人工島表面平整、無山無丘

陵。任憲邦指出，「你看到『山竹』（颱

風）吹襲香港的情況，怎麼可能在這個

孤島上疏散居民？從填海地點的選擇已經

是不可能接受！而且基本上將香港所有的

財富都投放進去」。

不少香港民眾也指出，早前颱風「飛

燕」吹襲日本關西，令建在人工島上的關

西機場癱瘓、對外聯絡道受損，說明人工

島面對天災的脆弱：「香港每年颱風比日

本多這麼多，把建這麼大的人工島、選在

這麼開放的水域，不是作死嗎？」

此外，對於大面積填海的方案，不少

香港專家及民間組織均提出反對。天文臺

前臺長林超英就曾批評過，在中心建島是

「逆天行道」、「島國在想如何救國時，

你自己去造個島，製造潛在災難？」他指

出，香港因氣候原因及地理環境，並不適

合在海中心造島。

由眾多香港專家及學者組成的民間土

地資源小組也指出，建造「東大嶼都會」

至少需要興建 5 條海底隧道、37 公里鐵

路等，需要至少 11 年時間，而且估計成

本高達 7000 億，直言做法並不實際。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獨立管理顧問任憲邦在 2016 年撰文指

出，根據統計處的估計，香港的人口將於

2043 年達到高峰的 822 萬，到 2064 年

將回落至 781 萬，故此「東大嶼都會」在

2040 年代落成之時，香港的人口和住戶

總數都在下跌，「東大嶼都會」卻平白為

香港新增可容納 70 萬人或 26 萬戶（平

均每戶 2.7 人）的住屋供應，相當於浪費

社會資源。

港媒指出，就像經濟效益永遠不會達

標的高鐵香港段一樣，或許政府推行的這

些政策和工程，並非真正為了未來著想，

而是眼前的政治因素、以及利益。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 107 年國慶大

典於昨天上午（10 月 10 日）登場，今

年國慶活動以「2018 臺灣共好」為主題。

除邀請歷任總統、副總統及各主要政黨領

袖出席外，也將有近 6000 名僑胞返臺參

加國慶系列活動。

大會安排美國加州排舞協會表演開

場，輕快舞步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

緊接著是三軍樂儀隊的花式操槍、憲兵指

揮部快反連的重機變化隊形等暖場表演。

大會開始後，由 6 位燈塔守護者，

搭配 40 位國防大學合唱團領唱國歌。南

投縣民和國中濁岸合唱團也以三部合音美

聲，讓世界聽見臺灣本土的原聲。

今年主題表演階段的重頭戲是花車遊

行嘉年華，特別安排由在印尼亞運表現出

色的中華代表團選手領軍，邀民眾一起上

街為臺灣英雄喝采。

活動壓軸則由 5 架幻像 2000 戰機編

成任務部隊，飛越總統府上方，為國慶大

會畫下完美句點。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9 月 1
日起北京對臺開放等同公民身份的居住

證，受到各界廣泛質疑。中華民國陸委會

早前表明領有居住證不會立即「除籍」，

對主動申報民眾以寬容態度處理，並嚴防

北京政治意圖。

早前北京向在陸臺人開放等同公民身

份的居住證，引起廣泛爭議，外界普遍質

疑為統戰手段，矮化臺灣主權。此外，對

於臺人赴中工作或求學申辦居住證，是否

該被限縮公民權，各界對此看法不一。

陸委會曾表明，領有「居住證」不會

有立即「除籍」，對於台商為了生活便利

取得居住證，當局會較寬容對待，但對於

北京政治目的，將會嚴加防範。陸委會主

委陳明通 8 日向立院內政委員會進行報

告。報告表明，居住證是在模糊兩岸間實

質與心理的界線，「具有將我方內國化與

矮化我主權地位的政治圖謀」。

陳明通表示，對於國人為了在大陸長

期停留而申辦居留相關文件，政府將採寬

容態度，但會嚴加防範中共政策意圖，因

為需要防範的是北京當局而非臺人。

他回應質詢時表示，目前臺灣居民長

住大陸半年以上的人口約有 40 萬人，有

破 10 萬人以上去領居住證是「有可能」

的。臺人若領取居住證，必須在期間透

過臨櫃、網路或 APP 申報，如果逾期申

報，或會罰款 1 萬至 5 萬元新台幣。

【看中國訊】美國《外交政策》雜誌

日前發表專文談台海戰爭，指出臺灣能

抵擋大陸軍事攻擊，強調即便沒有美國

的援助，臺灣也可以贏得勝利。對此，

大陸退役中將、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

洪光 9 日在《環球時報》撰文回嗆，「最

多堅持個把星期，我軍指戰員就能坐在

臺北街角喝凍頂烏龍茶了。」對此，臺

灣律師林智群在臉書發帖提出一個最

方便喝烏龍茶的辦法，「上網訂個機票

旅館，就可以飛來臺灣了，如果你可以

接受那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話。」

【看中國訊】《金融時報》亞洲新聞

編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主

席馬凱（Victor Mallet）5 日爆出被香

港當局拒絕續發工作簽證，且未說明原

因。馬凱被拒絕延續工作簽證的消息傳

出後，路透社引述眾多來自外資銀行和

法律專業人士的電郵、以及社交媒體信

息等，都表達對香港政府決定的震驚。

以紐約為總部的人權觀察也指出，事件

反映香港的人權急速倒退：「這是令人

震驚和史無前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

務部今日也就事件發出聲明，要求港府

就拒批簽證一事作出緊急解釋（urgent 
explanation）。聲明強調，香港的核心

價值是高度自治和新聞自由，「必須受

到全面尊重」。前港督彭定康也向法

新社表示，事件已經嚴重打擊言論自由

和違反高度自治，呼籲港府和北京盡快

重新考慮，撤回拒簽的決定。

【看中國訊】昨日（10 月 10 日）

是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暨辛亥革命 107
週年，香港有一處「青山紅樓」，曾是

國父孫中山與黃興等同志規劃革命行動

的地方，後來民間自發成立中山公園，

並每年到該處慶祝雙十國慶。然而這棟

具有十分歷史價值的古蹟，卻未被香港

政府列為法定古蹟，因此不受法律保

護。據悉，2016 年 11 月，這塊土地

被大陸商人肖俊峯購得。《蘋果日報》

報導，今年雙十國慶前，民間團體也按

照過往程序向新業主申請前往慶祝，業

主原本答允開放中山公園，卻到活動舉

行前突然變卦。

香港政府公佈
伍仟億元填海計畫

「臺灣共好」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大典

陸中將嗆：
個把星期就能在臺北喝茶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專業嚴謹·嶄新設備·舒適環境·地點方便

HorizonDental
優惠券

無保險
10%
OFF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注：如無保險，基本

服務九折優惠（洗牙、

檢查牙齒、緊急檢查）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港府拒英記者入境

國軍進行軍事演習。（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辛亥革命策劃地香港
紅樓慶祝雙十受阻

孫中山曾在紅樓內的一張木桌子上策劃
革命行動。(Wikipedia)

臺灣人
領大陸居住證須申報

2018年雙十國慶
焰火將在花蓮港東
堤施放。（圖片來
源：花蓮縣政府）

▲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
界慶祝107年國慶
大會 1 0日在總統
府前舉行，國防部
三軍樂儀隊表演花
式操槍。(圖片來
源：中央社)

▲

今年4月，港珠澳大橋香港東人工
島出現防波堤崩散情況。(圖片來
源：香港無人機航拍會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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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副總統彭斯對中國
【看中國訊】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發表長篇演說。

此演講引發了全球的關注，被視為是中美關係重大轉折的宣言。彭斯的講話回顧了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進程，

闡明瞭川普政府當前各項決策的由來，明確地將中國的執政黨與國家人民做出界別，表達了相信美中兩國人民

的友誼和兩國共同迎接未來的信心。現全文刊登，供讀者研析。

肯 ( 哈 德 遜 研

究 所 總 裁 兼 首 席

執 行 官 Kenne th 
R.Weinstein)，感謝你

的介紹。尊敬的各位理

事、白邦瑞博士 (Dr.
Michael Pillsbury)、各位尊敬的嘉賓以

及「以非傳統方式思考未來」的在座各

位，能來哈德遜研究所演講是我的榮幸。

大約半個世紀以來，哈德遜研究所致

力於「推進全球安全、繁榮與自由」。儘

管哈德遜研究所的領導層不斷更迭，有一

件事從未改變：你們不斷推進尋求真相，

美國的領導力照耀著前進的道路。

美國曾希望經濟自由化將讓中國與我

們和世界建立起更好的夥伴關係。相反，

中國選擇了經濟侵略，而這又壯大了中國

不斷擴大的軍隊的膽量。

北京也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讓自己

的人民邁向更大的自由。曾有一度，北京

慢慢地走向更大的自由以及對人權的更大

尊重。然而，近年來，中國朝著控制和壓

迫本國人民的方向急轉彎。

如今，中國已經建立了無以倫比的

監控系統，範圍越來越廣，越來越具侵入

性，而且是在美國技術的幫助之下。他們

所說的「中國長城防火牆」也筑得越來越

高，嚴重限制中國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

到 2020 年，中國的統治者試圖落實

奧威爾式的體系，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信

用分數」，前提是幾乎控制人們生活的方

方面面。用這一項目藍圖的官方文字的話

說，該體系「讓守信者暢行天下，讓失信

者寸步難行。」在宗教自由的問題上，中

國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經受新

一波迫害浪潮的衝擊。

上個月，北京關閉了中國最大的地下

教會之一。在全國各地，當局拆毀十字

架、焚燒聖經、監禁信徒。北京如今還與

梵蒂岡達成協議，讓公開宣稱不信神的共

產黨在任命天主教主教方面發揮直接作

用。對中國的基督徒來說，這些是絕望的

時刻。

北京也在打壓佛教。過去十年來，

超過 150 名藏僧為了抗議中國壓制他們

的信仰和文化而自焚。在新疆，共產黨

在政府營地內監禁了多達一百萬維吾爾

穆斯林。他們在那裡經受晝夜不停的洗

腦。營地的倖存者描述他們的經歷說，

這是北京蓄意要扼殺維吾爾文化並消滅

穆斯林信仰。

歷史已經證明，那些壓迫本國人民的

國家很少就此住手。北京還試圖將其勢力

擴展到全世界各地。正如哈德遜研究所的

白邦瑞博士所寫，「中國反對美國政府的

行動和目標。實際上，中國正在與美國的

盟友和敵人打造自己的關係，與北京的任

何和平或積極的意圖背道而馳。」

事實上，中

國用所謂的「債

務外交」擴大其

影響力。今天，

中國為亞洲、非

洲、歐洲甚至拉

丁美洲的政府提

供數千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貸款。但這些貸

款的條款就算往好裡說也是不透明的，而

且帶來的利益壓倒性地流向北京。

問問斯里蘭卡吧，他們借了巨額債務

讓中國國企建造商業價值存疑的港口。兩

年前斯里蘭卡無法償還貸款，於是北京迫

使斯里蘭卡將新建的港口交到中國手裡。

這個港口可能很快就要成為中國不斷擴展

的藍水海軍的前沿基地了。

在我們的半球內，北京向委內瑞拉腐

敗無能的馬杜羅政權提供了一條生命線，

承諾提供 50 億美元的、可以用石油償還

的貸款。中國還是該國最大的單一債權

人，讓委內瑞拉人民背上了超過 500 億

美元的債務。北京還通過向承諾配合中國

戰略目標的政黨和候選人提供直接支持來

腐化一些國家的政治。

自去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已說服三個

拉丁美洲國家與臺灣斷交，轉而承認北

京。這些行動威脅到臺灣海峽的穩定—美

利堅合眾國對此予以譴責。儘管我們政府

將遵守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所

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美國始終相信，臺

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

好的道路。（掌聲）

這只是中國試圖在世界各地推動其戰

略利益的幾種方式而已。然而，前幾屆政府

忽視了中國的行動。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

助長了他們。但是，這樣的日子結束了。

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利堅合眾

國一直在以重新煥發的美國實力來捍衛

我們的利益。

我們正在使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

更為強大。今年早些時候，川普總統簽署

法律，讓我們的國防經費有了羅納德．里

根時代以來最大的增長，撥款 7160 億美

元，以加強美軍在各個領域的實力。

我們正在把我們的核武庫現代化。我

們正在部署和開發新的先進戰鬥機和轟炸

機。我們正在建造新一代航空母艦和戰

艦。我們對我們武裝部隊的投資是前所未

有的。這包括啟動建立美國太空軍的進

程，以確保我們在太空的主宰地位能夠持

續下去。我們已經採取行動，授權加強在

網路世界的能力，打造針對我們對手的威

懾力量。

在川普總統

的指示下，我們

還在落實針對

2500 億美元中

國產品的關稅，

最高額的關稅特

別對準了北京試

圖搶佔和控制的先進產業。總統也明確表

示，我們還將徵收更多的關稅，有可能大

幅增加這筆數額，可能會翻一番還多，除

非達成公平與對等的協議。

這些行動展現了美國的實力，也對中

國造成了重大影響。中國最大的股市在今

年頭九個月跌落了 25%，大部分原因是

因為本屆行政當局對北京的貿易行為採取

了堅定的立場。

正如川普總統所明確表示，我們不希

望中國的市場遭殃。事實上，我們希望他

們的市場繁榮。但是，美國希望北京尋求

自由、公平和對等的貿易政策。我們將繼

續堅持要求他們這樣做。（掌聲）

可悲的是，中國的統治者到目前為止

拒絕走那條道路。美國人民理應知道：做

為對川普總統所採取的強硬立場的回應，

北京正在推動一場全面而有協調的運動，

以破壞總統、我們的議程和我們國家最珍

貴的理想所受到的支持。

今天我想告訴你們我們瞭解到的中國

在美國國內所採取的行動，有些是我們從

情報評估中收集的，有些是可以公開獲取

的。但是一切都是事實。

就像我說過的那樣，就在我們此時說

話之際，北京正在利用全政府的方式來推

進其影響力並謀取其利益。北京正在以更

為主動和脅迫性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干

涉美國的國內政策和政治。

今天，談到領導

力，請允許我帶來美

國在國內外發揮強大

領導力的倡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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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普的問候。

川普總統上任伊始，就把與中國和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系列為重要議題。

去年 4 月 6 日，川普總統在海湖莊園與

習主席會面。去年 11 月 8 日，川普總統

前往北京，中國領導人熱情接待了他。

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的總統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建立了堅固的個人關係，

他們合作推進共同利益，最重要的就是推

進朝鮮半島的去核化。

我今天來到這裡，是因為美國人民有

權利知道這一點，那就是在此刻，北京正

在使用一種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經

濟、軍事工具以及宣傳手段，在美國推進

其影響和利益。

中國也比以往更活躍地使用其力量，

來影響並干預美國的國內政策和政治。

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使用我們

的原則和政策，開始對中國的行動展開決

定性的回擊。

川普總統去年 12 月公布的《國家安

全戰略》中，談到了「大國競賽」的新時

代。外國開始「重塑他們在區域和全球

的影響力」，並「挑戰美國的地緣政治優

勢，並試圖改變國際秩序使之適合他們的

利益」。

在這項戰略中，川普總統明確表示，

美國已經對中國採取新的政策。我們尋求

公平、對等以及相互尊重主權的關係，而

且我們已經開始採取迅速有力的行動來達

成這個目標。

川普總統去年訪問中國期間表示，

「我們有機會加強兩國的關係並改善兩國

民眾的生活」。我們對未來的願景建立

在過去的最佳時期，那時美中兩國以公開

和友善的態度互相接觸。

在獨立戰爭之後，當我們年輕的國家

尋求新的出口市場時，中國人對帶著滿載

著人參和皮毛的美國商人敞開了大門。

當中國經受「百年恥辱」之際，美國

拒絕加入，並主張「門戶開放」政策，我

們能夠與中國進行更自由的貿易，並維護

他們的主權。

美國傳教士帶著福音來到中國海岸，

他們被古老而充滿活力的人民和深厚的文

化所吸引。他們不僅傳播了信仰，還創立

了中國一些最早、最優秀的大學。

隨著二戰開始，我們做為盟國共同打

擊帝國主義。在戰爭之後，美國確保中國

成為聯合國的一部分，成為戰後世界的一

股重要力量。

但是，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掌權之

後開始了威權擴張主義。很難想像五年之

前我們併肩作戰，而五年之後我們在朝鮮

半島的山區和峽谷中交戰。我的父親也參

與了那場自由之戰。

然而，甚至殘酷的朝鮮戰爭都沒能磨

滅我們恢復人民之間長期紐帶的共同願

望。中國與美國的隔離在 1972 年結束，

之後不久，我們恢復了外交關係並開始經

貿往來，美國大學也開始培訓新一代的中

國工程師、商業領袖、學者和官員。

蘇 聯 垮 臺

之後，我們認

為中國將不可

避免地成為自

由國家。帶著

這份樂觀，美

國在 21 世紀前

夕向中國敞開

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

此前的政府做出這個決定，希望中國

的自由將蔓延到各個領域——不僅僅是經

濟，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國尊重傳統的自

由主義原則、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

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些希望

都落空了。

中國人民自由的希望仍沒有實現。北

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

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

在過去 17 年，中國的 GDP 增長了

九倍，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很大

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中國共

產黨也使用了與自由公平貿易不符的一系

列政策，包括關稅、配額、貨幣操縱、強

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以及工業補

貼。這些政策建立了中國製造業的基本，

而以競爭對手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為代價。

中國的行為給美國帶來了巨大貿易赤

字，去年這個數字是 3750 億，幾乎佔我

們全球貿易赤字的一半。就像川普總統本

週說的，我們在過去25年裡重建了中國。

現在，通過「中國製造 2025」，中

國共產黨試圖控制全世界 90% 的最先進

的工業，包括機器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

能。為了贏得 21 世紀經濟的領導權，北

京指導其工業官員和商界以任何方式獲取

美國的知識產權。而這恰恰是我們經濟領

導力的基石。

北京現在要求很多想在中國做生意的

美國公司交出他們的商業秘密，也要求並

支持對美國公司的併購，以獲取他們的創

意。最可怕的是，中國的安全機構掌握了

大量竊取美國科技的能力——包括最先進

的軍事技術。使用這些偷竊的技術，中共

正大規模地化犁為劍。

中國的軍費是亞洲其他國家的總和，

北京將在陸海空，乃至外太空抗衡美國軍

力作為首要任務。中國希望將美國擠出西

太平洋，並試圖阻止我們援助盟友。但是

他們會失敗。

北京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地

宣示其力量。中國船隻經常在由日本管

理的尖閣列島附近巡邏。儘管中國領導

人 2015 年站在白宮玫瑰園裡說他的國家

「無意將南中國海軍事化」，今天，在人

工建造的島嶼上的軍事基地裡，北京部署

了先進的反艦和防空導彈。

就在這週，中國展示了咄咄逼人的行

為，一艘中國軍艦逼近在南中國海進行自

由航行的美國「迪凱特號」軍艦，兩艦相

距僅有不到 45 碼，迫使我方軍艦迅速採

取避撞動作。儘管受到這樣魯莽的騷擾，

美國海軍將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在我

們國家利益的要求下，繼續飛行、航行和

運作。我們不會被嚇倒；我們不會退縮。

     白邦瑞博士

     川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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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共產黨政府正在拉攏或脅

迫美國的工商企業、電影製片廠、大學、

智庫、學者、記者、州和聯邦政府官員。

最惡劣的是，中國發起了前所未有的

行動，以影響美國公眾輿論、2018 年中

期選舉和 2020 年總統選舉前的環境。坦

率地說，川普總統的領導正在奏效；中國

希望美國有個不同的總統。

毫無疑問 , 中國正在干涉美國的民

主運作。就像川普總統上個星期所說的

那樣，我們「發現中國在試圖干預我們

2018 年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

我們的情報界表示，「中國正在瞄準

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和官員，以利用聯邦

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中國正在利

用一些可能引起意見分裂的議題，如貿易

關稅問題，以推動北京的政治影響力。」

今年 6 月，北京發出了一份名為宣

傳管理通知的敏感文件，其中提出了它的

戰略。該通知的原話說，『中國必須精準

出擊，分化美國國內不同的群體。』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北京調遣其隱秘

的行動人員、幌子組織和宣傳機構來改變

美國人對中國政策的看法。我們情報界一

位資深職業官員最近告訴我說，跟中國正

在美國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俄羅斯正在

做的事情是小巫見大巫。

一些中國高級官員還試圖把美國一些

工商界領袖意圖維持他們在中國的公司運

營的願望作為把柄來影響他們，要他們譴

責我們的貿易行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

他們威脅美國一家大公司說，如果該公司

拒絕公開發聲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就不

批准他們在中國的營業執照。

就影響中期選舉而言，諸位只需要看

一看北京針對我們的關稅政策提出的反制

關稅就可以了。北京特意鎖定那些可能

在 2018 年選舉中發揮重大作用的行業和

州。有一種估算是，中國選擇打擊的美國

的郡有 80% 以上曾在 2016 年投票支持

川普總統；如今，中國希望把那些選民調

轉過來反對我們的行政當局。

中國還直接向美國選民發出訴求。

上個星期，中國政府出資在《得梅因紀事

報》刊登了好幾頁的插頁廣告。那份報紙

是美國駐中國大使的家鄉州愛奧華州的主

要報紙，也是 2018 年選舉的一個具有關

鍵州。那些廣告的版面設計看上去像是新

聞報導，把我們的貿易政策說成是魯莽

的，對愛奧華州的人是有害的。

幸運的是，美國人不吃這一套。例

如，美國農場主跟總統站在一起，而且也

正在看到川普總統所採取的堅定立場有了

實際的效果，其中包括本星期美國 - 墨西

哥 - 加拿大協議 (USMCA)，我們以實質

性的方式為美國產品打開了北美的市場。

USMCA 對美國的農場主和製造業來說

是重大勝利。（掌聲）

當我們聚集在這裡的時，一種新的共

識正在全美興起。越來越多的商界領袖考

慮的是下個季度以後的事情，如果要交出

他們的知識產權或協助北京的壓迫，在進

入中國市場之前，他們會三思而後行。但

更多企業必須效仿。例如，谷歌應立即終

止「蜻蜓」應用的開發，該應用將加強共

產黨的審查，並損害中國消費者的隱私。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更多的記者報導

真相，不用恐懼也沒有偏袒，深入挖掘

如何中國干涉我們社會以及背後原因。

我們希望美國和全球新聞機構將繼續加

入這一努力。

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大聲疾呼，捍衛

學術自由，越來越多的大學和智庫也在鼓

足勇氣拒絕中國政府的容易錢，它們認識

到，每一美元都有相應的要求。我們相信

他們的隊伍會不斷壯大。

在全國範圍內，美國人民的警惕性越

來越高，他們重新讚賞美國政府的行動，

以及川普總統重啟美中經濟和戰略關係的

領導能力。美國人堅定地支持一位把美國

放在第一位的總統。

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我可以向你們

保證，美國將堅持到底。中國應該知道，

美國人民及其兩黨民選官員的問題已經得

到解決。

正如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所指出的那

樣 : 我們應該記住，「競爭並不總是意味

著敵意」，它也不必如此。川普總統已經

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與北京建立建設性關

係，共同促進我們的繁榮與安全，而不是

分離。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在進一步偏離這

一願景，但中國領導人仍可以改變路線，

回歸幾十年前兩國關係開始時的改革開放

精神。美國人民別無所求 ; 中國人民理應

得到更多。

偉大的中國作家魯迅經常感嘆他的國

家，他寫道，「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

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但從沒

有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今天，美國

向中國伸出了我們的手。我們希望，北京

很快會以行動而不是言詞作為回應，重新

尊重美國。但請放心 : 在我們與中國的關

係建立在公平、對等和尊重我們主權的基

礎上之前，我們不會讓步。( 掌聲 )
中國有句古話 :「人見目前，天見久

遠。」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讓我們以決

心和信念追求和平與繁榮的未來。相信川

普總統的領導力和遠見，以及他與中國國

家主席建立起的關係。相信美國人民和中

國人民之間的持久友誼。相信上天能看到

未來——在上帝的恩典下，美國和中國將

共同迎接未來。

有關講話對中國的內外政策進行種

種無端指責，誣蔑中方干涉美國內政和

選舉，純屬捕風捉影、混淆是非、無中

生有。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國歷來堅

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我們也根本沒有興

趣去幹涉美國的內政和選舉。中國的對

美政策是一貫、明確的。我們致力於同

美方一道努力，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我們敦促美方糾正

錯誤，停止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和詆毀，

停止損害中方利益和中美關係，以實際

行動維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然而，中國

的行動並不僅僅

專注於影響我們

的政策和政治。

北京還在採取步

驟，利用其經濟

槓桿力和巨大市

場的誘惑力，對美國工商界施加影響。

北京如今要求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合

資企業在公司內部建立他們所說的「黨組

織」，讓共產黨在僱人和投資決策上擁有

發言權甚至否決權。

中國當局還對把臺灣描述為獨特地理

實體或者對偏離中國西藏政策的美國公司

發出威脅。北京迫使達美航空公司因為不

在網站上把臺灣稱為「中國一個省」而公

開道歉。北京還迫使萬豪解雇了一名只是

轉推了一條有關西藏推文的美國僱員。

北京經常性地要求好萊塢嚴格地正面

描繪中國。那些沒有這樣做的製片廠和製

片人受到懲罰。北京的審查人員對哪怕對

中國只有小小批評的電影都迅速加以剪

輯或取締。影片《殭屍世界大戰》(World 
War Z) 必須刪掉劇本裡提到的一種病

毒，因為這種病毒源自中國。影片《赤色

黎明》(Red Dawn) 利用數字技術進行了

修改，把反麵人物變成朝鮮人，而不是中

國人。

但是，除了工商和娛樂領域之外，中

國共產黨還在為美國境內，而且坦率地

說，在全世界各地的宣傳機構花費數以

十億計的美元。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如今在美國 30 多

個電臺播放對北京友好的節目，很多電臺

位於美國大城市。中國國際電視臺觸及到

7 千 5 百萬美國人，它直接從中國共產黨

的主子那裡接受行動命令。中國最高領導

人視察這家電視網路總部時說了這樣的

話：「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

宣傳陣地，必須姓黨。」

出於這些原因和這一現實，司法部在

上個月下令該網路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共產黨還威脅和拘押那些對問題挖掘

太深的美國記者的中國家人。中共還封鎖

美國媒體機構的網站並增加了我們的記者

獲得簽證的難度。這發生在《紐約時報》

發表了有關中國一些領導人的財富的調查

報告之後。

但 是 媒

體不是中共

試圖營造審

查文化的唯

一 領 域。 學

術界也是這

樣。

只需看看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就夠

了。這個組織在美國各地校園有 150 多

個分支。這些群體幫助為在美國學習的

43 多萬中國國民中的一些人組織社會活

動，當中國學生和美國學校偏離了共產黨

路線時，他們還向中國使領館報告。

在馬里蘭大學，一名中國學生最近在

畢業典禮上談到了她所說的「言論自由的

清新空氣」。共產黨官方報紙立刻斥責

了她，她成為嚴格控制下的中國社交媒體

批評風暴的受害者，她的家人在國內受到

騷擾。而對馬里蘭大學本身而言，它與中

國的交流項目本是美國最為廣泛的，突然

間從源源不絕變成了點點細流。

中國還通過其它方式施加學術壓力。

北京慷慨地向大學、智庫和學者提供資

金，彼此的理解是他們會迴避共產黨認為

危險或冒犯的觀點。中國事務專家尤其知

道，如果他們的研究與北京的口徑相牴

觸，他們的簽證將被延遲或拒絕。

即使避免從中國拿錢的學者和組織也

成為中國的打擊目標。哈德遜研究所就有

親身體會。在你們提出要為一位北京不喜

歡的講話人主辦講座時，你們的網站遭到

源自上海的重大網路攻擊。你們比多數人

都瞭解，中共試圖破壞美國今天的學術自

由和言論自由。

這些以及其它行動加在一起，構成了

不斷加劇的努力，目的是要讓美國的公眾

輿論和公共政策偏離堅持美國優先的川普

總統的領導。但是我們向中國統治者發出

的訊息是：本屆總統不會退縮，（掌聲）

美國人民不會動搖。雖然我們希望改善與

北京的關係，但我們將繼續堅定地捍衛我

們的安全和我們的經濟。本屆行政當局將

繼續採取果斷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美

國的就業和美國的安全。

在我們重建軍隊的同時，我們將繼續

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

在我們回應中國的貿易行為時，我們

將繼續要求與中國建立自由、公平和對等

的經濟關係。我們將要求北京打破貿易壁

壘，履行義務，全面開放經濟——就像我

們開放我們的經濟一樣。

我們將繼續對北京採取行動，直到盜

竊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永遠消失。我們將

繼續堅定立場，直到中國政府停止強行技

術轉讓的掠奪性做法。我們將保護美國企

業的私有財產利益。( 掌聲 )
為了推進我們自由開放的印度洋 - 太

平洋地區願景，我們正在與從印度到薩摩

亞等整個地區與我們有著共同價值觀的國

家建立更牢固的新紐帶。我們的關係將源

於夥伴關係的尊重，而非統治。

我們正在雙邊基礎上達成新的貿易協

議，就像上週川普總統與韓國簽署了一項

改善後的貿易協議一樣。我們不久將開始

與日本進行歷史性的雙邊自由貿易談判。

( 掌聲 )
我還高興地報告，我們正在精簡國際

發展和金融項目。我們將給外國一個公

正、透明的選擇，以取代中國的債務陷阱

外交。事實上，本週川普總統將把《建設

法案》(BUILD Act) 簽署成為法律。

下個月，我將有幸代表美國參加在新

加坡舉辦的東盟峰會和在巴布亞新幾內亞

舉辦的亞太經合論壇。在那裡，我們將公

布新的措施和計畫，以支持一個自由開放

的印太地區。我將代表總統傳達這樣一個

信息 : 美國對印度洋 - 太平洋地區的承諾

從未如此堅定。( 掌聲 )
在國內，為了保護我們的利益，我們

最近加強了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權力，加強

了對中國在美投資的審查，以保護我們的

國家安全不受中國政府掠奪性行為的影響。

當涉及北京對美國政治和政策的惡意

影響和干涉時，我們將繼續揭露它，無論

北京採取何種形式。我們將與社會各階層

領導人合作，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最

珍視的理想。美國人民將發揮決定性作

用——事實上，他們已經在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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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論認為，彭斯的講話重在說理，但態度強硬，所引發的關注度甚至超過了同一時期川普在聯大的演

講。不過北京顯然不認同，10月5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問時回應：「有關講話對中國的內外政策
進行種種無端指責，誣蔑中方干涉美國內政和選舉，純屬捕風捉影、混淆是非、無中生有。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以下是美國之音根據白宮發布的彭斯副總統演講稿所做的全文翻譯，供讀者研析。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美國總統川普與澳大利亞總理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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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Habanero Pepper 哈瓦那辣椒 Spaghetti Squash

Banana

Jumbo Onion

Red PepperLemonsFantasy Grapes

Romaine Lettuce

Celery

Cousa意麵瓜

香蕉

洋蔥

辣椒檸檬葡萄

生菜

芹菜

西葫蘆

$    .99/ 磅

$    .99/ 磅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Barlow
 Trail N

E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

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營業時間： 店內有更多特惠商品，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識為準。

$    .99/ 磅

$    .99/ 磅 $        .00/ 箱$        .00/ 箱

$    .49/ 磅$        .00/ 箱 $        .00/ 袋

$        .00/ 箱 $    .00/10 個 $   .00/ 棵

$   .00/2 棵 $    .99/ 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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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5

15 1 1

1 0

10(22 磅 ) (40 磅 )

(10 磅 ) (50 磅 )

(18 磅 )

10月 10日特價商品

10月 10日特價商品

糧食危機恐成中國更大威脅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

據顯示，今年中國的夏糧總產

量為 1.3872 億噸，比去年減

產了 306 萬噸，減少幅度約為

2.2%。據中華糧網最新數據，

中國小麥收購量與前三年相比也

是明顯掉了一個臺階，減少的量

高達 2150 噸。

農業是一國的國民經濟的

基礎，其中糧食安全又是國家安

全、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當前

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中

又以耕地數量減少已逼近 18 億

畝耕地紅線尤為需要關注。有資

料顯示，1998 至 2010 年，中

國耕地面積從 19.45 億畝減少到

18.26 億畝。 2011 年中國國土

資源部下達全國城市新增建設用

地指標只有 600 萬畝，而各地

上報國務院的計畫高達 1500 萬

畝，這都造成未來確保 18 億畝

耕地紅線的難度加大。

不過，中國知名經濟學家

早在 2013 年就對此發出質疑，

「18 億畝耕地紅線是一個彌天大

謊，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空前騙

局」。

茅于軾發文質問：一畝低

產田能頂一畝高產田嗎？同樣是

18 億畝，換了內容，怎麼能保

證糧食安全？這項政策的唯一功

能是給了管土地的政府部門一個

審批權，從中可以貪汙、索賄。

其後果是土地的正常轉換用途受

到極大阻礙。各地的企業家深受

其害，可又無言以對！中國國內

耕地面積的減少，以及夏糧的減

產都預示了糧食短缺的危機。

糧食的儲備對於擁有 14 億

人口的中國而言，其實意義相當

的重大。糧庫所儲存的陳糧只能

作為飼料或者工業用途，只有新

糧才能作為口糧來食用。

自從在 2015 年的中國一些

地方糧庫「以陳代新」的案件被

曝光後，英國《金融時報》當即

指出中國糧食儲備的真實品質或

影響全球，因為假若糧庫的庫存

含中有大量無法使用的糧食，中

國就可能會被迫大幅增加進口，

這就會造成糧食的價格飆升。

按部分中國學者估計，中

國在 2008 年以後，真實的糧食

產量大約維持在 5 億噸～ 5.2 億

噸左右。但是，中國人對糧食的

需求量，一直是穩定增長的。根

據資料，去年中國人總共消耗了

6.2 億噸糧食。同時，預計隨著

2025 年中國人口達峰值時，中

國人對於糧食的需求量將達 6.4
億噸。這也就是說，產量與需求

量的差距中有著 1.2 億噸甚至將

來達到 1.4 億噸的缺口。

中國是當今全球最大的糧食

進口國。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全面

升級，中國政府用糧食作為武器

的手段，其實已經證實不一定打

得疼美國，但肯定會將中國的糧

食價格給打得飛漲。目前光是進

口美國大豆的關稅成本，就已經

使得中國各類食品的價格以兩位

數的增幅在上漲。

7 月 23 日，北京發布全國

糧庫大清查的通知。沒過幾天，

7 月 29 日吉林省大通糧庫就發

生火災，過火糧食約 40 噸。有

評論指出，今年幾場糧庫大火燒

出的中國糧食危機真相，可能會

在未來加速推漲國內食品價格，

甚至會拉高國際的糧食價格，同

時還加大了包括中國經濟下行的

風險。

【看中國記者杜宇軒

綜合報導】中國經濟面臨

外憂內患，但是未來的貿易

戰、債務問題等更為嚴重。

例如：人口危機、糧食危機，

這些都從根本上決定中國

國力盛衰。今年中國糧食減

產，各地糧倉卻頻發火災。

糧食危機將對中國經濟產

生深遠影響。

帳面上的糧食豐產其實是迷惑人的假象。（Fotolia）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川普 10 月 9 日在白宮對記者

說：「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好。

但是，你們知道，他們多年來每

年都從我們國家拿走 5000 億美

元。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

川普說：「我們幫助重建了中

國。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中國就

不是現在的樣子。」

川普表示，美方已取消了幾

次與中國的會談，因為中國還沒

有做好達成貿易協議的準備。他

說：「我們不能是單行道。它必

須是雙向的。 25 年來它都是單

行道。我們必須讓它成為一條雙

行道。我們也要從中受益。」

當被問及是否準備好徵收新

關稅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報復時，

川普說：「當然，絕對的。」他

還說，目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不

平衡意味著「他們已經進行了報

復。」

9 月 24 日，川普對約 2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了關

稅，並警告說，如果中國採取報

復行動，將被徵收更多關稅。中

國同一天進行了回擊，對美國約

6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

稅。

據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報

導稱，有兩名為中美兩國談判做

匯報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官員

已經明確警告北京，如果沒有提

供詳細「讓步清單」，川普將不

會在下個月 30 日舉行的 20 國

集團（G20）峰會時與習近平舉

行貿易會談。

兩位消息人士說，中方聲稱

他們早已經準備好了一份清單，

但如果不能確保華府在「穩定的

政治情勢」下獲得接受，或者沒

有一個真正可以代表川普政府談

判的負責人，中方就不會交出這

份清單。

報導說，現在美國方面對

北京始終不願討論與經濟、貿易

政策相關「結構性問題」十分不

滿，認為這是導致中美貿易衝

突，而又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的

實質原因。

川普警告對中2670億商品加稅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中關稅大戰日漸升溫。有外媒

報導，中國商人找到了躲避美國

關稅的「避稅方法」，包括將生

產轉移到越南、塞爾維亞和墨西

哥等國家，取消「中國製造」的

標籤，偷偷更換商品編碼等。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今年 6 月，奧勒岡州木材進口

商接到電話，一個供應商詢問是

否想進口中國產免稅膠合板。但

當時中國產膠合板已經被加徵關

稅達 7 個月。

供應商稱，編造膠合板編碼

可躲過海關核查。

美國進口商品上都印有 10
個數字的編碼，俗稱「HTS」。

藉助該編碼，海關可辨識各種類

型的商品及產地，但這也成為了

關稅大戰中鑽漏洞的方法之一。

有專家表示，以往的避稅方

式，是將貨品先送至第三國，然

後再轉運到真正要銷售的國家。

現在，編造代碼也將成為一種主

要模式。

因為美國海關對來自中國

出口產品的「疑慮分類」數量大

增，僅 7 月就有 146 件，幾乎

是過去半年總合的 3 倍。

美聯社報導稱，據公開文件

顯示，中國工廠正在向國外運輸

裝配線，以便逃避美國對中國產

商品加徵的關稅。

據貿易數據公司 Panjiva 的

供應鏈專家羅傑斯（Christopher 
Rogers）表示，新關稅使一些

中國公司的競爭力一夜之間下降

25%，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

國進口商在全球範圍內審查其供

應鏈。

近年來，由於勞動力和環境

保護成本的上升，中國吸引力有

所下降，供應鏈已經開始從中國

遷出。專家和公司都表示，關稅

正在加劇這一趨勢。

據悉，越來越多的外國公

司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

眾多的外國公司轉移已經讓北

京感到擔憂，中國工廠也在這

樣做。

華商避稅新招 移除「中國製造」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樓市一夜入秋，多地樓

市打折促銷。大型房企紛紛更

名，房地產開發商萬科甚至喊出

「活下去」。在 10 月 8 日召開

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關於樓市

卻有更驚人的消息。

10 月 8 日，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稱，將研究完善出口退稅政

策，加快退稅進度；調整完善棚

改貨幣化安置政策，商品房庫存

不足，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市縣，

要盡快取消貨幣化安置優惠政

策。此次國常會更受輿論關注的

是關於盡快取消貨幣化安置的表

述。近年來，棚改貨幣化安置被

指是造成廣大三、四線城市房價

暴漲的元凶，也是政府的一個缺

德發明，如果棚改貨幣化停止，

樓市就將發生逆轉。

房地產開發商處於樓市的上

游，能最先感受到行業的變化。

日前，萬科召開的 2018 秋季例

會卻在行業內掀起巨大波瀾。

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強調：所

有行為都聚焦到保證萬科「活下

去」。因此回款目標的達成變

得非常重要，6300 億元人民幣

的回款目標是所有業務的起點、

基礎和保障。

分析人士們一致認為，要是

萬科都活不下去，那就沒幾家房

企能活下去了，因為上半年萬科

位居中國房企銷售額排行榜第

二。政策風險已成為萬科最大的

風險。房企開始控制負債擴張速

度，「活下去」和「安全第一」

成為房企目前最主要的訴求。

萬科喊「活下去」 
嚇壞誰？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0 月 7 日，中國央行決定從 10
月 15 日起，降低銀行業存款準

備金率（降準）1 個百分點。

中國央行此舉可以釋放 1.2 萬億

元人民幣。

據根中國央行相關負責人表

示，降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用於

償還 10 月 15 日到期的約 45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這部分當日

不再續做。除去此部分，降準還

可再釋放增量資金約7500億元。

如是金融研究院的首席經濟

學家管清友等人在 8 月撰文表

示，貨幣寬鬆似乎成了一種癮，

每隔三、四年就會犯一次。中國

央行似乎挺不住了，先是定向降

準，然後是 MLF，一切都很像

2014 年上半年。如果按照歷史

的劇本發展，接下來就是全面降

準、降息，直到地產、財政、金

融全面放鬆。

管清友認為，過去一年多收

緊銀根，去槓桿、擠泡沫，很不

容易，值得肯定。如果現在轉向

貨幣寬鬆，則貨幣放水，也一定

是一發不可收拾。

央行降準將釋放 
1.2萬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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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各市地稅稅率排名

在 線 房 地 產 代 理 公 司

Zoocasa 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

Fort McMurray 的地稅稅率為

0.47454%，意味著擁有估值 25
萬元的房屋每年需支付 $1,186
的地稅，如擁有估值為 50 萬元

的房屋，每年則需交納 $2,373
的地稅。

聖阿爾伯特的地稅稅率

為 1.05199%，如在那裡擁有

估值 25 萬元的房屋每年需支

付 $2,630 的地稅；而擁有估

值 50 萬元的房產則每年需支付

$5,260 的地稅。

卡 城 在 24 個 城 市 地 稅

排行榜上居第 4 位，稅率為

0.63573%，意味著如果在卡城

擁有 25 萬元的房產，年支付地

稅 $1,589；如房產估值 50 萬，

年需支付地稅 $3,179。

【看中國訊】卡城房市持

續低迷，9 月份銷售量僅為

1,272 套，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3%。所有房屋類型銷量均

有下挫，其中獨立屋銷量縮減

最明顯。

房屋庫存總量為 7,941
套，持續供過於求的狀況給價

格帶來下行壓力。 9 月份，

未經調整的全市房屋基準價格

為 42.8 萬元，比上個月低近

百分之一，比去年同期水平下

降了約 3%。

一些潛在買家可能希望籍

此機會購房，但他們現有的房

屋恐怕難以出手。

9 月份的銷售量有所下

滑，但第三季度的數據顯示成

交量下滑放緩，同時新上市的

房屋增長也放緩。這不足以影

響本季度的庫存水平。

卡城經濟持續低迷，但房

屋租賃市場有改善的跡象，這

會導致住房庫存逐步減少。

9 月份，獨棟房屋基準價

為 49.3 萬元，這比上個月下

降了 0.8%。公寓，由於供應

超過需求，共管公寓的基準價

格在 9 月份繼續緩解，較上

月下降了 0.4%，與去年相比

下降了 2.7%。鎮屋 9 月基準

價平均為 29.8 萬元，比去年

下降了近 2%。

【看中國訊】最近亞

省各城市地稅對比結果

顯示，麥克默裡堡（Fort 
McMur ray）的房主支
付的地稅稅率為亞省最

低，而聖阿爾伯特（St .
Albert）的地稅稅率則是
最高的幾個城市之一。

影響房市的
兩大因素

卡城房市：買家市場仍在繼續

【看中國訊】影響房市的兩

大因素，一個是人口增長，另一

個是貸款壓力測試。

對房地產市場的表現起重要

作用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口增長，

這主要受就業影響。總增長以自

然增長（總出生人數減去總死

亡人數）和移民（省際和國際

移民，以遷入人口減去總遷出人

口計算）的淨數來計算。自然

增長對價格較低的郊區新建住宅

市場影響較大；國際移民很可能

在同鄉聚集的社區尋找住房，對

成熟社區或發展中社區房市均有

所影響；國際留學生和臨時外國

工人，一般租房而非買房。對亞

省人口波動影響最大的是省際移

民。淨遷入人口越多，對房市約

有利。

去年自由黨政府推行的貸款

壓力測試，令很多購房者，特別

是首次購房者對房市望而卻步。

在經濟蕭條的背景下，令亞省房

市雪上加霜。

卡城保守黨國會議員 Tom 
Kmiec 表示，「應該研究 B-20
貸款壓力測試法案對房市的影

響。「房地產委員會，房地產公

司，加拿大房屋建築商協會都承

認壓力測試阻止了很多首次購房

者進入房市。

觀點
埃德蒙頓在排行榜中居第

14位，地稅稅率為 0.86869%。

Fort McMurray 在這份榜

單上排名第一；St.Albert 排名

最後。

Zoocasa 表示，地稅稅率是

從每個城市政府網站上獲得的，

2018 年 8 月平均房價來自各市

的房地產委員會。

各市房地產稅率列出如下

（稅率從低到高）：   
 Fort McMurray
    Canmore
    Camrose
    Calgary
    Airdrie
    Cochrane
    Cold Lake
    Okotoks
    Fort Saskatchewan
    Chestermere
    Strathmore
    Spruce Grove
    Stony Plain
    Edmonton
    Leduc*
    Sylvan Lake
    High River
    Beaumont
    Medicine Hat
    Red Deer
    Lloydminster
    St. Albert
    Lethbridge
    Grande Prai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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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

InnoFlex Engineering LTD  敬請聯繫：粵/英語（403）992-4397   國語 （403）890-5008  info@innoflexeng.com   www.innoflexeng.com    

您知道嗎？

-申報修改您住宅的類型，將有助於提高房屋價值。

-提升房屋價值的途徑包括房屋修葺、升級。

-從2018年起卡城絕大多數房屋可獲市政府批准加建後院屋（車庫房）

成為出租屋。您可擴大自住面積或增加租金收入！

  免費報價及檢測

大小工程不限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專業繪製
室內工程設計圖

包括：商業建築 民宅 
自建屋 地下室 
結構檢測調整
移除承重牆 

車庫第二套房圖 
製作3D模型圖

確保合乎市政府規範

申辦合法第二套房圖
申請更改土地使用類型

各類結構工程申請

設計
繪圖

代客
申請

房屋增值？我們幫您！

創穎工程有限公司

作為家居設計界的風向標，

每年吸引大量設計業內人士和愛

好者參與的米蘭設計週，2018
年 4 月 17 日盛大開幕。

米蘭時裝周我們都熟悉，但

這個「米蘭設計週」在國際上的

地位，其實並不亞於米蘭時裝

週。而且這也是個與時尚息息相

關的展示機會——時尚不只是把

好看的衣服掛進衣櫃裡，還可能

是把衣服掛進你好看的衣櫃裡。

（圖一）

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時尚品

牌，每年都會在這裡獻上自己的

家居系列或者特別設計。

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

今天小編就來帶你看一圈熱鬧，

帶你看看這些不甘於只做包包鞋

子的時尚品牌們，到底都在米蘭

搞了些甚麼東西。

Louis Vuitton
Louis Vuitton 是米蘭設計

週的常客。

你們都知道「旅行」是它

最割捨不掉的情結，所以 2012
年 Louis Vuitton 創立了被稱為

「Objets Nomades 漫遊者的物

品」的家居系列。（圖二）

為了致敬 Louis Vuitton 引

以為豪的訂製旅行用品，也是給

（多金）的家居愛好者們一個新

選擇。

今 年 Louis Vuitton 帶

來的家居產品中不乏 Objets 
Nomades 系列的老面孔。比如

模仿珊瑚紋路的繭式吊椅；像

一坨棉花糖的 Bomboca 沙發；

好看到讓人忘了它真正功用的

Maracatu 旅行櫃櫥；還有真的

在旅行之中用得上的可拆卸皮質

躺椅……（圖三）

今年 Objets Nomades 系列

的顏色變得更加現代多彩，甚至

可以忘掉它們的「致敬意味」，

單純作為好看的現代家居設計而

欣賞。

而 這 一 次 Louis Vuitton

也帶來了全新的家居系列 Les 
Petits Nomades，這個系列比

Objets Nomades 更 加 大 膽 和

現代。比如皮革拼接而成的座

椅；（圖四）運用到手工打褶工

藝的抱枕；線條流暢而特別的

雙面沙發；還有精緻到不行的

monogram 皮革插花。

要是不考慮價格，小編真的

想把它們全都搬回家啊……

Hermès
這一次 Hermès 玩起了色彩

遊戲，用古老工藝的磚塊建造出

赤橙黃綠藍五種色彩的房間，又

用光影打造出一束陽光灑落的效

果，簡直是誰來了都想拍照打

卡。（圖五）

Hermès 之所以如此大費周

章地建造出多彩的磚牆，除了為

了增加展覽的可看性，也是為了

呼應它這次帶來的多彩的家居產

品系列。（圖六）

手繪圖案是這次 Hermès 家
居系列的重要元素。

為了配合「花園漫步」的概

念，你可以在幾乎所有的瓷器上

都看到植物手繪圖案的身影。而

為這個系列繪畫圖案的設計師，

其實同樣為 Hermès 繪製絲巾圖

案。（圖七）

如果你並不偏愛這樣的「小

清新花園」，Hermès 還為你準

備了建築感極強的大色塊家居單

品。比如很像七巧板的擺件；或

者是同樣多彩而線條克制簡約的

毛毯。

既有愛馬仕精湛的手工和藝

術基因做基礎，又有或文藝清

新、或現代百搭的風格做保證，

小編覺得 Hermès 在米蘭設計週

展出的家居產品可能會很搶手。 
（未完待續）

（圖一）

（圖二）

（圖四）

（圖三）

（圖五）

（圖六）

（圖七）

Louis Vuitton的繭式吊椅、Bomboca沙發和Maracatu旅行櫃櫥

圖片來源 / 網絡

買了LV愛馬仕的包算甚麼？

他們出的家具你見過麼 （1）

文 / 晨曦

 裝修竅門       
廚房牆面材料

廚房裝修在家居裝修中的地

位舉足輕重，正所謂：裝修好不

好，廚房是代表。在廚房裝修過

程中，基礎材料的選擇是關鍵，

不僅要注意材料的防水、防火、

易清洗等特性，而且還要考慮到

實用性、個人的偏愛以及整體的

裝修效果。下面一起了解廚房牆

面材料有哪些 ? 該如何選擇 ?

1、瓷磚 
瓷磚是廚房較常使用的材料

之一，花色眾多好保養，它不怕

酸鹼的侵釋，平時只要清水洗滌

擦乾即可。瓷磚唯一需注意的

是，溝縫容易積攢污垢。

一般建議，廚房牆面材料應

選擇光滑釉面的，較方便清理。

另外，馬賽克也是另一種選擇，

它活潑具有設計感，甚至能為空

間增加變化。

2、不銹鋼 
新型材料不銹鋼耐用耐磨，

好清潔又防火，但質感較冷調，

被硬物碰到的話不容易修復，不

被人們所接受。

一般建議，可應用在臨近爐

具的牆面，方便日後清理。不銹

鋼適合應用在裝飾性的地方，避

免留下難看的刮痕，安裝時需注

意管線配置及安全措施，因其具

有導電性。

3、防火板 
防火壁板是以岩棉與矽酸鈣

結合而成，它具有耐高溫、不易

沾污垢，可清洗、不褪色而且完

全不會燃燒等特點，起到防火功

能。

同時能隔音吸音、隔熱防

潮、不變形，保養也十分方便，

使用效果好，可作灶台後面的主

牆點綴裝飾。缺點是整體舖設效

果不如瓷磚、石材精緻，因此多

用於過渡性點綴。

4、塗料
塗料比起其他材料，是屬於

中低價位的選擇，經濟實惠，即

使經過一段時間後，牆面褪色或

積冗油圬，只要重新粉刷，情況

立即就能獲得改善。

光面漆具有容易清潔的特

點，但在某些角度下，會因光線

的折射，造成視覺不適，所以並

不建議選用，至於平光漆雖無折

射問題，但油污可能較難清洗，

最好選用耐刷洗的漆種，或每過

幾年後重新粉刷一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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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好：

感謝來信！通常，「會客室」

來信的問題和妳恰恰相反：苦惱

家人反對和年紀大的人交往；或

者反對婚前同居（多半是怕女

兒賠了夫人又折兵）等問題。

而信中初步判斷：妳的母親是位

特別的女士，原因有二：一是鼓

勵女兒和年齡差距極大的異性交

往，尤其支持女兒婚前去男友家

過夜，這很不合理。

因為我無從由來信獲得更多

妳母親的資訊，所以，僅能就我

看到的部分，說說我觀點。首

先，信末提及「有時候媽媽也會

威脅我不聽她的，就要打電話給

男友」，我疑惑的是，對於妳的

男友，母親怎會有如此直接的影

響力？除非是熟識，如遠親等。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妳的男友能

理性瞭解你母親反覆的個性，應

該不會配合演出。不然妳的情緒

波動指數可能會逼近臨界點吧！

再者，「情人節」事件，的

確有點誇張。第一是母親不擔心

女兒到男性友人家過夜，是否會

吃虧；再則因為妳較少時間陪她

而和男友吃醋，甚至母女起口角

爭執。妳的無奈來自於這樣的情

緒起伏不斷上演，溝通似乎僅獲

得短暫的和平。

冒昧地問妳：不知道妳和母

親是相依為命？如果是，母親的

反覆，就能梳理出脈絡了。也就

是母親希望妳幸福（雖然方式

有待商榷），但是，當妳真正和

男友一起，她卻焦慮會失去妳。

所以，情緒化的言行只是妳看到

的表面，妳看不到的是內心更多

的惶惶不安。

所以，妳的溫和溝通不是沒

有效，是未能真正撫平她的恐懼

與焦慮。妳可以想像：如果一位

母親的生命全然圍繞著女兒的成

長打轉，而沒有留意其他的值得

關注的事物，妳能想像當摯愛抽

離生活視線時，對她的衝擊力？

但是，女大當婚，倘若你真

的遇到如意郎君，媽媽應該會含

淚祝福妳。遲早也習慣沒有妳的

日子，但是妳可以在這天來之

前，陪她去看看你之外的世界，

烹飪班、針織班、登山社……等

等，讓母親看到生命還有很多美

好等待她去探索。這樣的陪伴卻

曾那樣熟悉地出現在妳成長過

程，只是角色互換。

若以上「相依為命」的假設

錯誤，母親還有其他至親在身

邊，如丈夫或其他親友、兒女

等，她情緒的表現有些躁鬱的傾

向，的確讓人充滿壓力，那麼或

許可以求助專家協助或引導喔。

希望以上的回覆對妳有幫助。

讀者來信

艾莉回信

母女溝通的
文 / 艾莉

當年輕的你，面臨求學中的難題；困陷於愛情的迷宮；或遇到人際關係的瓶

頸，請寫封信投入「青春會客室」，讓艾莉陪你走過難關，渡過低潮，讓年輕的

心再度飛揚！

CROWCHILD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豐

十
二
道

味

 (403) 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傳統美味 

健康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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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循環
如何跳出

艾莉妳好：

我現在 22 歲，明年大學

畢業，現在交往的對象大我 25
歲。剛認識男友時並沒想過要更

深入的瞭解，是因為母親的鼓

勵，我才和他有更多的接觸，進

而交往。媽媽見過男友，也知道

我們交往的事。

當我提出要跟男友出遊多天

或是到男友家過夜時，媽媽都同

意。但是，每每她會在同意之後

又大發飆。最近一次是七夕情人

節，媽媽答應我可以去男友家過

夜慶祝。雖然我有答應隔天跟媽

媽一起出門，但是我們並沒有約

確切時間，隔天早上媽媽打來問

我幾點回家，我回說「下午」。

她就突然大發飆，說我現在有情

人就忘了娘等等……，並拒絕再

給我經濟支持，叫我搬出去。

這樣的發飆已經不是第一次

了，我感覺我活在一個循環裡：

媽媽開心、媽媽發飆、溝通、媽

媽開心、媽媽發飆、溝通……。

我真的覺得自己的心很累，想試

著以溫和的方式去跟她溝通，但

是好像總讓媽媽覺得發飆是有用

的，而且有時候媽媽也會威脅我

不聽她的，就要打電話給男友，

請問我該怎麼辦？

青春物語：陪母親去看看你之外的世界，讓她看到生命還有很

多美好等待她去探索。這樣的陪伴卻曾那樣熟悉地出現在你成長過

程，只是角色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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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的品種多樣，烹調手法與吃法也千變萬化。

文 / 米娜 圖 / Fotolia

德式土豆沙拉1
德式沙拉豐儉由人，豐富版有培根、高

湯提升風味。簡單版有洋蔥、法式芥末

醬調味，引人垂涎。

土豆3個、洋蔥末1杯、新鮮巴西里葉少

許。

油醋醬材料：白酒醋1大匙、橄欖油3大

匙、法式芥茉醬1大匙、鹽、白胡椒粉適

量。

食材

作法

土豆去皮切塊蒸熟軟，土司麵包切小

丁，烤微乾備用。

土豆壓成泥，加入材料A，攪拌均勻；

取一球土豆泥的量放在掌心，包入起司

丁，收口搓圓成土豆球。

土豆球均勻沾裹低筋麵粉、蛋液、麵包

丁，稍微壓緊，靜置5分鐘。

準備油炸鍋，油溫約160攝氏度即可熄

火（筷子深入油鍋，筷子周圍生出密集的

氣泡）。

土豆球以鍋中油溫炸2分鐘後再開大火，

麵包丁球呈表面金黃即撈起。

土豆麵包丁2
土豆與起司是完美搭檔的組合，相得益

彰。土豆起司球裹上麵包丁炸酥，成品

口感層次更加豐富。

土豆2個（約300g）、起司丁1/2杯、冷凍

的吐司麵包2片。

材料A：鹽2小匙、黑胡椒粉1/2小匙、地

瓜粉1大匙、溫水3大匙。

炸粉材料：低筋麵粉2大匙、蛋2個。

食材

作法

備料：土豆外皮洗乾淨瀝乾備用。
土豆切成長條厚片狀，大小盡量一致，
烹調速度才會均勻。
土豆浸泡清水30分鐘，脫去表面澱粉。
取出以紙巾擦乾水分備用。
土豆均勻鋪放在烤盤裡（鋪散開來，不
要重疊），均勻淋上橄欖油，灑上調料，
搖動烤盤，使調味料和橄欖油均勻沾裹每
塊土豆。
烤箱預熱220攝氏度，烤盤送入烤箱，
烤約20分鐘，取出翻動土豆，再送入烤
箱，再烤約15分鐘，烤至表面金黃酥脆，
即可出爐。上菜前灑上切碎的蒔蘿，風味
更佳。

香草烤土豆3
烤土豆作法、調味簡單隨性，土豆經高

溫烘烤釋放出自然香甜，少許蒔蘿香草

提味就非常可口了。

土豆3個、橄欖油3大匙、蒔蘿香草適量。

調料：蒜粉1小匙、普羅旺斯香料1大匙、

鹽、黑胡椒少量。

食材

作法

備料：土豆外皮洗乾淨瀝乾備用。

土豆切薄片，不完全切斷，底部留1公分

厚度，使土豆仍保持部分相連。

土豆均勻刷上橄欖油，土豆片與片中

間，也要刷油滋潤。

烤箱預熱200攝氏度。土豆灑上調料，

送進烤箱。烤30分鐘，取出加上奶油，再

送進烤箱，烤到表皮酥脆即可。

美味秘訣
土豆大小不宜過大，烘烤時間視土豆大

小和數量不同而增減。

土豆切片如要保持底部相連，可用有點

深度的盤子輔助。將土豆放在深盤中，刀

切土豆時，刀口切到盤頂時就停止切割。

手風琴土豆4
手風琴土豆是在土豆上切出厚薄一致的

薄片，不但加速入味與熟透的時間，也

能造就特別的外型。

土豆數個、橄欖油1杯、奶油適量。

調料：普羅旺斯香料1大匙、鹽適

量、黑胡椒少量。

食材

作法

備料：土豆外皮刷洗乾淨，在土豆中間
位置，用刀繞圈輕劃切割外皮。
準備一鍋冷水，放入土豆，開火，煮約

20分鐘後，以刀具測試可輕鬆插入土豆就
是熟透了，即可熄火。
撈出土豆，靜置降溫。因熱脹冷縮的原
理，土豆皮已經略從切口浮起，用手旋轉
切口兩側的外皮，即可輕鬆去皮。將土豆
切片，厚度約3釐米。
油醋醬材料攪拌均勻，倒入土豆碗裡，
再灑上洋蔥末，輕輕攪拌均勻。
上菜前灑巴西里葉碎，風味更佳。

土豆
各種好滋味

 土豆，豐
富烹製方
法釋放自
然清香。





惠食街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403）276-3288
每天 11AM - 凌晨1:00 AM         粵菜打冷宵夜

京都排骨

 $999
臘味椰花菜

 $999

乾燒大蝦

 $999
紅燒豆腐

 $999
家鄉小炒

 $999
霸皇大肥雞

 $999
紅燒茄子煲 $999

香芋鴨煲

 $999

家鄉薑蔥生炒雞

 $999
迷你獅子頭

 $999

豪華
十人餐 $188  歡聚

六人餐 $138   合府
歡聚宴 $368  歡樂 

四人餐 $68  合府
團圓宴 $288

家常菜 出乎意料的美味！

惠食大拼盤
翡翠炒海鮮
桂林百花球
雙菇扒豆苗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清蒸海上鮮
奶油雙龍蝦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香芋臘味炒飯
精品甜品

惠食大拼盤

XO碧綠翠海鮮

桂林百花球

鮮蟹肉魚肚羹

奶油雙龍蝦

清蒸海上鮮

北菇扒鵝掌

當紅走地雞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魚子海皇飯

精品甜品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清蒸老虎斑
金沙中蝦
雙菇扒豆苗
五子登科一品煲
京都肉排
蜜椒牛柳粒
芥蘭炒三鮮
絲苗白飯
甜品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沙律合桃蝦球
蔥薑豬爽肉
中式牛柳
五子登科一品煲
金菇扒玉子豆腐
絲苗白飯
甜品

老火例湯
貴妃走地雞
椒鹽肉排
美極牛柳粒
蒜蓉小白菜
絲苗白飯
甜品

我我們們
還還

提
供
正正
宗宗
越越
南南南
餐餐餐

多倫多名廚推薦：

$23.99

清蒸老虎斑

$9.99

貴妃走地雞

$13.99

家常蒸茄子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以下特價小菜，必須同時        
惠顧一款正價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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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660年冬天，戎人入侵衛國，衛國被打得大敗。

文︱顧言

玩鶴失國

衛國當時的君主衛懿公，他喜歡

鶴，愛鶴到荒唐。衛懿公把鶴編隊起

名，由專人訓練牠們鳴叫、樂舞；他的

寶貝們不僅封有品位，還供給俸祿，上

等的鶴供給與大夫一樣的俸糧；配備乘

用工具也一樣，還是軒車，貴族大夫才

有資格乘坐的。每逢出遊，其他鶴也分

班隨從，前呼後擁。

鶴甚麼樣？《相鶴經》這樣描述：

「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

赤。食於水，故其喙長。棲於陸，故其

足高。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

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

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

仙家之騏驥也。」鶴潔淨的羽毛、修長

的頸項、亭亭而立的身姿，確實是一種

高雅的禽類。

衛懿公喜歡高貴典雅的仙鶴，本來

無可厚非，但是玩過了頭。戎狄攻來的

時候，衛懿公正欲載鶴出遊，國人都

說：「讓鶴去！」

西元前 660 年冬，北狄王正犯愁

呢！手下的數萬騎兵知道衛懿公好鶴荒

政，正是一件可狩的獵物，於是聚二萬

騎兵向衛國突襲而來，直逼都城朝歌。

衛懿公欲跟眾臣商量，眾臣說：

「君主啟用一種東西，就足以抵禦狄兵

了，哪裡用得著我們！」

衛懿公問：「甚麼東西？」

眾臣回答：「鶴。」

衛懿公說：「鶴怎麼能打仗禦敵

呢？」

眾臣說：「鶴既然不能打仗，又沒

有甚麼用處，為甚麼君主給鶴加封、俸

祿，而不顧老百姓死活呢？」

衛懿公這才後悔了，落下眼淚，

說：「我知道自己的錯了。」命令把鶴

都趕散。朝中大臣們，分頭到老百姓中

講述衛懿公悔過之意，也有一些人聚集

到招兵旗下。

這樣的軍隊禦敵自然不會得勝。這

位衛懿公又是個極具榮譽感的人，作為

一位國君，他並沒有撒腿就跑，這時

候，他的男子漢英勇氣概，人性中正面

的東西，在激烈的衝突下顯露出來了。

衛懿公把他的玉佩交給石祁子，

把箭矢交給甯速，讓他們防守狄人，

說：「用這個來贊助國家，選擇有利的

去做。」衛懿公還把繡衣給夫人，吩咐

說：「你要聽從這兩位大臣的。」他把

衛懿公喜歡

鶴，鶴有品

位俸祿，每

逢出遊，前

呼後擁。

去，但是，國家的典籍檔案不可丟失，

我要趕快把歷史資料保護出來。」

甯速與石祁子商議，石祁子帶領衛

懿公的後宮眷屬，以及公子申，連夜出

城向東逃去。且戰且走，甯速斷後，華

龍滑抱著歷史典籍也一起逃去。

衛懿公被狄人所殺，死得很慘，據

說他身上的肉被狄人分食，只剩下肝臟。

當時衛國有個大臣叫弘演，正在出

使外國，他聞變回國後，不顧危險，跑

到戰場去找衛懿公的屍首。戰場上，到

處都是斷肢殘屍、血流成河，根本分不

清哪個是衛懿公。正在著急的時候，聽

到一堆屍體邊有個人在呻吟，原來是伺

候衛懿公的內臣，斷臂而臥，慘不堪言。

弘演問：「你可知道哪個是主公的

屍首？」內臣指著一堆血肉說：「這就

養鶴失國的衛懿公 他們的大臣們

能做到這個樣

子，衛國不能

不存在啊！

 ─ 齊桓公

國事做了交代，跟夫人道了別，他親自

上前線，國家由大臣們執政，可以隨機

應變。

衛懿公親自率軍反擊狄人，和狄人

在熒澤作戰，他不讓人把車上的國君旗

幟藏起來，所以狄人緊跟，致使衛軍慘

敗，所以衛懿公被抓、被殺了。

都城陷落。朝歌，武王伐紂封其弟

康叔為衛公時起，便一直是衛國的國

都，經歷 18 代君主。在各路諸侯中，

衛國屬於實力較強、疆土較廣的大國，

這樣一個國家，淪陷了。

衛國人國破家亡，只剩下 730 個

遺民，後來雖然在齊桓公的幫助下勉強

復國，但是那個曾經雄視諸侯的春秋超

級強國，已然不復存在了。

敗國勇將

狄人還當場抓住了衛國的華龍滑、

禮孔，此二人對他們說：「我們兩人都

是衛國的太史，專門掌握國家的祭祀，

讓我們回朝歌城為你們向神祈禱，不

然，你們是不能得到這個國家的。」剛

打到中原的狄王相信了，遂放了他們二

人，讓其登車先回朝歌城去。

衛國大臣甯速，正身穿戎服在朝歌

城巡邏，望見有單車跑過來，認出車上

華龍滑、禮孔，忙問：「主公在哪裡？」

二人說：「已經全軍覆沒了！」華龍滑、

禮孔說，北狄的兵力太強盛，應該趕緊

躲避一下狄兵的鋒芒，在這裡只有滅亡

了。

甯速忙命打開城門，二人進城後，

禮孔說：「我與國君一起出城，不能與

國君一起回來，作為臣子的仁義在哪？

我要到地下陪伴國君。」說完，拔劍自

刎死了。

華龍滑說：「我本也應該隨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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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靜安學校
校址 : 707-14th St NW Calgary
電話 : 403.283.111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是主公的屍首，我親眼看到主公被殺

的。因為臂膀和腿斷了，走不動，我索

性躺在這裡為主公守屍，等我們國家的

人來，好指給你們看。」

弘演來到衛懿公屍骨旁，只見屍體

零落不全，只有一顆肝是完好無損的。

他將出使情況向那顆肝做了彙報。他

說：「請讓臣來做你的衣服。」然後自

殺而死，死時先把自己肚子裡的器官都

掏出來，把衛懿公的肝納入腹中。

後來衛文公即位，追封了弘演，重

用弘演的兒子。

齊桓公聽說這件事之後，很受感

動，說：「他們的大臣們能做到這個樣

子，衛國不能不存在啊！」

衛國共、滕二邑的百姓和國內的遺

民共 4000 多人，逃過黃河，暫居於今

河南省滑縣西南的曹地，立了新君衛戴

公。衛戴公不久即逝，衛文公即位。

您知道最後滅亡的國家是哪個嗎？

不是戰國七雄，是衛國。衛國在秦始皇

統一中國後，直到西元前 209 年被秦

二世廢掉。



順治皇帝是大清入關

後的第一位皇帝，他能征善

戰，且書畫詩文樣樣精通。

據說他因為了悟人生而遜位

出家。

文 / 洪熙

離任洗墨的書法家——米芾

在書法上，米芾書體瀟散奔

放不失法度，蘇東坡稱其「真、

草、隸、篆，如風檣陣馬，沉著

痛快」；在繪畫上，他獨創「米

家雲山」畫法，為後世許多畫家

所傾慕，爭相仿效；在人品風骨

上，米芾「離任洗墨」的廉潔故

事至今仍為人們世代傳頌著……

天賦優異 聰慧好學
米芾（1051 ～ 1107 年），

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

史，人稱「米南宮」，其五世祖

為開朝功臣，高、曾祖輩都是武

官，至父親米佐始為讀書人，母

親閻氏為宋英宗皇后高氏乳母，

從小生長在皇親國戚豪宅下的米

芾，有著光亮顯赫的身世背景。

自幼聰慧好學的米芾，六歲

時就已熟讀詩百首，七歲開始學

書法，十歲能寫碑文，二十一歲

就步入官場，可見他的天賦資質

之優。步入而立之年後，應召選

入京城，為書畫學博士，官禮部

員外郎。

書體如風檣陣馬  
沉著痛快

米芾平生於書法用功最深，

和蔡襄、蘇軾、黃庭堅並稱為

「宋代四大書法家」，他擅長各

種書體，但成就以行書為最大，

字體剛健端莊又不失流麗的姿

態。南宋以來的著名彙帖中，大

多刻其書法，可見其影響之深

遠，在「宋四書家」中，實可首

屈一指。

米芾的書體雖瀟散奔放卻

又不失法度，蘇東坡稱其「真、

草、隸、篆，如風檣陣馬，沉

著痛快」，也就是說，他寫起書

法來，行動迅疾，氣勢雄壯，有

如風中的檣帆，陣上的戰馬。黃

庭堅則形容他「如快劍斫陣，強

弩射潛力……書家筆勢，亦窮於

此」，也是說他動作敏捷，寫出

來的字如射出的強弩般勁利。

關於寫字，米芾曾做了一個

很有趣的比喻，他笑稱蘇東坡是

米芾（芾，音「服」），

「宋四書家」之一，宋徽宗

詔為書畫學博士，人稱「米

南官」，又因舉止顛狂，稱為

「米顛」。

文 / 梅媛

順 治 皇 帝（1638 ～ 1661
年）崇尚佛法也篤好儒術，讀

起儒家經典愛不釋手。他曾在南

海子向臣子講《老子》。對釋、

儒、道經典，他都能融會貫通。

時人認為，博學多才的順治皇帝

是膺命降世的真人，能使大清基

業興起，絕非偶然。

根據正史記載，順治皇帝六

歲即位，十三歲親政，二十三歲

時駕崩。其短暫倉促的一生，不

免令後世扼腕傷嘆。

不過，由於朝廷並未宣布順

治皇帝的死因，所以引起猜度。

據民間記載，順治皇帝並非於任

上駕崩，而是離開皇宮，出家 
為僧。

順治為求靜寂而出家

據《清室外紀》記述，順治

方低凹處則可儲水又可磨墨，米

芾一再把玩，愛不釋手，連睡覺

都捨不得放下，最後竟抱著端石

睡了三個晚上。

作書認真 態度嚴謹
米芾在書法上的成就並非偶

然，而是來自他後天的苦練，他

臨摹唐代顏真卿、柳公權、歐陽

修、褚遂良等人，上溯更遠的先

秦咀楚文、石鼓文與鼎銘等。他

閱覽廣博、精通前人的筆法，因

此當時有人笑他是「集古字」，

但他在精熟古人筆法且融會貫通

後，便能加以運用並成為自己的

風格。

他每天臨池不輟，史料曾

「畫字」、黃山谷是「描字」、

蔡襄是「勒字」、自己則是「刷

字」，這是以運筆的速度來分析

作品的特色，鮮明的對比，不但

看出此四人的書風，同時也看出

此四書家的個性迥然不同。

全無富貴願 
獨好「握遊」

米芾愛石成癡，鎮日沉溺其

中，在漣山作官時，收藏許多奇

石，經常把玩，整日不出門，甚

至為之怠忽公務。他常把所愛藏

於袖中，一有空就取出觀賞，稱

之為「握遊」，旁人頗為側目，

他卻毫不以為意！

一次，他任無為州監軍，見

衙署內有一立石十分奇特，高興

得大叫：「此足以當吾拜。」於

是命左右為他換了官衣官帽，手

握笏板跪拜，並尊稱此石為「石

丈」。此事傳開後，人們都覺

得他的行為很好笑。

後來，他又聽說城外河岸邊

有一塊奇醜的怪石，便命令衙役

將它移進州府衙內，米芾見到此

石後，大為驚奇，竟跪拜於地，

並說：「我欲見石兄二十年矣！」

還有一次，他得到一塊端

石，此石直立部分像座小山，下

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

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米芾作

書十分認真，曾自述：「余寫《海

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

二字好，信書亦一難事。」（明

范明泰《米襄陽外記》）。意思是

說一首詩，寫了三、四次，還只

有一、二字自己滿意，可見他對

自己的要求相當高，態度嚴格 
謹慎。

獨創「米家雲山」畫風

米芾也是一位特別的畫家，

他畫圖的時候，不一定用筆，有

時以蔗渣，有時用蓮蓬，常有新

的創意。

特別擅水墨山水的米芾，人

稱「米氏雲山」，以模糊的筆墨

作雲霧迷漫的江南景色，以大小

錯落的濃墨、焦墨、橫點、點簇

再現層層山頭，世稱「米點」。

然而，米芾畫跡甚少留傳下來，

他的兒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較多，

使此畫風得以延續，致使「米氏

雲山」畫風登上另一新階，為畫

史所稱道。

離任洗墨的故事

米芾一生以石為伴，以筆寫

書，更難得的是，他特有的人品

和風骨，書寫人生，書寫清正。

關於米芾的廉潔故事，最著名 
的莫過於「米公洗墨」的故事了。

米芾曾在漣水為官，他辦事

秉公，愛民如子，民眾待他也如

父母一般，都稱他為青天。元佑

年間，米公任滿即將離去。百姓

們得知他要走，天未亮就起床，

有的拎來雞鴨，有的扛來花生、

大米，有的提來海味，有的送來

果品，可是米公還是跟往常一

樣，一樣禮物都沒收。

米公告別鄉親後便動身起

程，才走了一段路又折轉回來，

大家都覺得詫異。原來幾天前他

就叮囑隨從，不許帶走漣水的一

草一木。此時他突然想起自己帶

走的筆尚留有墨汁，於是便轉身

回來，把筆統統取出，在池中

一一清洗乾淨，百姓見了都覺得

非常感動。

現在在江蘇淮安市北邊的漣

水縣，在五島公園南島上，有一

個卓然聳立的亭子，亭前是一池

墨硯狀的清水，亭曰「米公亭」，

池曰「米公洗墨池」，便是人們

為紀念這位清官所建造的，據

說，這裡的池水終年呈墨色，宛

若一面歷史悠遠的古鏡，折射出

百姓對米公亙古不變的景仰。

順治皇帝出家的傳聞
皇帝年幼時期，就尋求空靈靜

寂。他曾經寫過一副對聯，大意

是說：過去的事我都已經歷過；

未來的事，也不過如此。人生在

世索然無味。既然已經參透這個

道理，為何還要駐足世俗。所以

當時的百姓相信，順治皇帝是和

大臣商定，對外假稱「駕崩」，

實際上是遜位前往天壽山寺（一

說五臺山）出家為僧。

天壽山寺有一張僧人畫像，

畫像表面上漆，外面塗著黃金。

當時一般的僧人，都是披著紅色

的袈裟，但這張畫像中，僧人穿

的僧衣是黃色的龍袍。當時的人

們說，這件僧衣龍袍是清聖祖康

熙大帝送給這名長老的。

長老在世時，康熙皇帝曾

經親自三次來到這座廟中。長

老面見康熙帝，不行叩首禮。

長老圓寂後，康熙帝送來一尊

銅像和珠玉，作為陪葬祭物。

長老去世後，寺廟為他修建墓

塔，每年對外開放一次，供世

人憑弔瞻禮。凡是來到天壽山

寺的人都說，這裡葬了一位皇

帝。雖然真偽難以考證，當時

的人都說得歷歷如繪。

順治因情傷而出家之說

順治皇帝出家，還有一說，

是因董鄂妃去世的緣故。

順治十五年（1658 年）正

月，順治皇帝的第四子，即董鄂

妃所生的皇子，不滿周歲就夭折

了。董鄂妃悲痛欲絕，兩年後撒

手人寰。順治皇帝寵愛董妃，為

此罷朝五日。

傳說有一天，順治皇帝坐在

偏殿，偶然目睹梧桐葉落，觸景

生情，令他感懷。順治皇帝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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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皇帝

米芾畫像

右侍臣說：

「人生在世，不過幾十個寒

來暑往，人人追逐名利，何時才

到盡頭。朕雖然貴為天子，開國

後繼承家業，如今也有十八年

了。長此下去，何時才能滿足心

意？朕覺得世事猶如天上的浮

雲，轉眼即過。事後追憶，那味

道如同嚼蠟一般，不如真修悟

道，才能達到無上的高妙境界。

何況朕年幼時，就有出家修佛的

志向。如今飽經無常世事，已然

看破情網。如果不在這時解脫，

還要等到甚麼時候。」

說罷，立刻召見大臣瑪尼哈

特等人入宮，期勉他們輔佐幼

主。當時順治皇帝交代得簡潔扼

要，眾位大臣聽畢，苦苦勸說，

希望他能留下。然而順治皇帝意

志決絕。就在大眾苦勸的同時，

順治皇帝已經命人取來袈裟、僧

帽，從容脫下龍袍，改穿僧服，

然後飄飄然步行而去，徑直走出

東華門。

瑪尼等大臣全都長跪於地，

拉著順治皇帝衣服的後襟，希望

能留下皇帝。只是帝心決絕，眾

臣見無法挽回，就請派侍衛護

送，順治皇帝堅持拒絕。由於

眾臣苦勸，最後，順治皇帝同

意讓四名護衛隨行，但還沒有

走到五臺山地界，順治皇帝就

命他們回京。

順治十八年正月，朝廷發布

順治皇帝病亡的消息，並頒布一

份以十四項罪名罪己的遺詔。

然而後世學者認為此遺詔是

偽造的，加深了順治皇帝身故事

件的懸疑。

順治崇佛已久

順治皇帝崇佛，也早有修佛

意願。他自幼博覽群書，無所不

通，尤其對禪語禪機領悟頗深。

順治皇帝在宮中時，曾召玉琳、

木陳兩位和尚駐萬善殿，處理政

務閒暇時，就和他們談論禪機，

由於天賦異稟，順治皇帝對大乘

要義均能領悟。

西山新法海寺，對面有一個

湖泊。順治皇帝曾經駐蹕在此，

遠眺湖光山色。寺殿中有一巨大

的石碑，刻著「敬佛」二字，就

是順治皇帝的親筆御書。

參考資料

《聽雨叢談》、《吉齋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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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偶談》、《十葉野聞》


 

米
芾
拜
石
圖

整版圖片：公有領域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第 23期     2018年 10月11日—10月17日   看文史 Literature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2018年 10月11日—10月17日     第 23期    看養生Health

冼
慧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 消化系統  ‧ 婦兒科  ‧ 心血管系統 
‧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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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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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種「天然胰島素」 
糖尿病患的好幫手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食物堪

稱「天然胰島素」，如果善加利

用，可以幫助我們控糖，遠離糖

尿病的威脅。

紫菜

紫菜營養價值很高，含有

豐富的紫菜多醣、蛋白質、脂

肪、胡蘿蔔素和維生素 A、B、

C 等成分，其中紫菜多醣能顯著

降糖，建議飯前食用紫菜，以降

低血糖。

秋葵

秋葵非常適合糖尿病患食

用，所含黏液可以幫助排毒，

減緩糖分吸收，改善血脂；「異

槲皮素」可阻斷負責分解澱粉

給人體吸收的「雙醣酶」蛋白作

用，故能降糖；又含有類胡蘿

蔔素，對於維持胰島素的正常

分泌和作用，以及平衡血糖值

都十分有益。

療養
保健

蘋果

蘋果所含的綠原酸、阿魏

酸、楊梅素等都是調整血糖的植

化素；富含果膠，適合飯後食

用，有延緩飯後血糖上升的作

用。

南瓜

南瓜能促進體內胰島素分

泌，加強葡萄糖的代謝，降低血

糖；富含纖維，有助於幫助腸道

將多餘的糖排出體外，同時，吃

南瓜易有飽足感，糖尿病患者適

合食用。

苦瓜

苦瓜含有苦瓜苷，具有刺激

分泌胰島素的功效；所含的果

膠、粗纖維能幫助控制血糖，並

可刺激腸道蠕動，解決便秘的問

題；還含有一種特殊多胜肽類，

類似胰島素的構造，亦有助於降

低血糖。

糙米

文 / 簡文均 
整版圖片  /  FOTOLIA

現代經濟富裕，使得

人們的飲食往往吃得太甜、

太油，營養過剩又不愛做運

動，沒有相對的消耗，日積

月累就很容易被「糖尿病」 
盯上。

糙米營養豐富，所含的礦

物質、維生素、膳食纖維是白米

的數倍，又含鉻等多種礦物質，

可幫助促進脂質和糖的代謝；糙

米富含纖維質，讓人食用後有飽

足感，又不會大幅提升血糖的含

量。

洋蔥

洋蔥的保健功效很強，含有

礦物質鉻，可幫助胰島素發揮作

用；所含機硫化合物稱烯丙基二

硫醚，有助於體內胰島素增加，

幫助血糖的利用。洋蔥和大蒜一

起食用，降血糖的效果很好。

魔芋

魔芋熱能低，富含高纖維

素，能延緩葡萄糖吸收，降低餐

後血糖的升高；魔芋所含的葡萄

甘露聚糖對於降低糖尿病患者的

血糖，效果不錯。

地瓜葉

地瓜葉的熱量低，食用後有

飽足感，能幫助糖尿病患的血糖

控制和降低膽固醇；富含楊梅

素，可以讓血管中多餘的血糖跑

到細胞中消耗掉，不會滯留在血

管內，是抗血糖的好食物。

山藥

山藥是低脂、高醣類、高

蛋白質的好食物，含有楊梅

素，是幫助身體調節血糖的植

化素；又含有胰島素分泌不可

缺少的鎂、鋅和維生素 B1、B2
等，能促進血液中葡萄糖的代

謝；山藥的黏滑成分使糖分緩

慢吸收，不但能抑制飯後血糖

急升，又可避免胰島素分泌過

剩。但山藥是澱粉類，不宜多

吃。

文 / 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御醫責任大
來《證治準繩》、《本草綱目》等

藥書查對，然後擬出第五張處

方。清朝 268 年經歷十帝，留

有醫案 4 萬多件，是一筆珍貴

的醫學遺產。

元代許國禎醫術精湛

古代御醫中，元代名醫許國

禎備受恩寵，他博通經史，尤精

醫術。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召他

掌醫藥。許氏忠貞敢諫，深得世

祖信任，並曾治癒了世祖的足

疾。世祖即位，授榮祿大夫、提

點太醫院事，賜金符。後又改授

金虎符，遷禮部尚書，拜集賢大

學士，進光祿大夫。至元二十一

年（西元 1284 年）十二月主持

編修《至元增修本草》，是元代

唯一官修本草，可惜書佚不傳。

至元二十年，他承世祖之

命，召集全國醫學名士，增修

御藥院所刊方書，「正其訛，補

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編

成《御藥院方》20 卷，是我國現

存最早、最完整的宮廷醫藥處方

集，並流傳至朝鮮、日本等國。

御醫如履薄冰

明洪武三十一年，太祖朱

元璋得病，諸醫官救治無效，

太祖駕崩。建文帝繼位，逮捕

諸醫官治罪，唯有老邁的御醫

戴思恭倖免。戴思恭，婺州浦

江（今屬浙江）人，家世業

儒，並數世業醫，投丹溪門下

學習，還從羅知悌學過醫。

明成祖在位時，東宮太子楊

妃經水不通 10 多個月，眾說是

懷孕，御醫盛啟東卻說是血疾，

要用破血劑。太子略懂藥性，不

讓妃子服藥，拖了幾個月，病情

益加嚴重。妃子堅持請御醫盛啟

東診病，太子無奈，召來盛啟

東，卻仍是開破血藥方。太子一

方面派人持方取藥，一方面派人

將他看管，一有意外，立即治

醫 師 講 堂

炭火，焚燒蒼朮之類的芳香藥物

以驅穢，眾醫從火盆上入內，以

防病邪帶入。見到了帝王行跪拜

大禮，膝行而前，由兩醫分診左

右手脈，之後互換位置，複診一

次。診畢向帝王稟奏，然後出宮

到御藥房會商，宮廷內臣也參

加，議定處方後，寫明用方大法

與藥物功用，面奏帝王，獲准後

由御醫與提督太監一起選配藥

方，煎煮時由兩人監視，御藥一

式二劑，煎好後合在一起，分盛

二器，一份由御醫與內臣先嘗，

沒問題後將另一份進奉帝王服

用，過程由御藥房太監筆錄加蓋

鈐記。

慈禧太后略懂醫理，她親自

審查御醫用藥。據稗官野史記

載，慈禧太后患病，一次詔四位

御醫替其診病，每位御醫各擬一

處方呈進，而慈禧詔司書太監取

皇后、妃子們有特別的女侍

醫，如：穩婆（收生婆）負責

接生；醫婆負責疾病診治。漢代

時，著名的醫婆是義姁，她是河

東郡人，漢武帝召她入宮，拜為

女侍醫，專為皇太后看病。

御醫診病制度

自隋唐起，御醫診病有一套

嚴格的制度。帝王患病，太醫院

率眾御醫穿上吉服，於白日進

宮，無論冬、夏，總於殿門內置

罪。楊妃服藥後，病情有了轉

機，證明不是有身孕。盛啟東釋

放後，皇帝過意不去，重加賞

賜，並說：「非謝醫，為壓驚。」

歷代朝廷為了讓「龍

體」無恙，都有御醫專

為帝王服務，御醫所待

的地方稱為太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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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憲問》中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無懼」的名

句，可見要達到完美的人生境

界，勇是不可或缺的美德。

古今中外確也不乏勇者。相

傳墨子門徒中，服役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刃。刺秦的荊軻在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回」的悲歌中，慷慨赴死；

西楚霸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

世，只因無顏見江東父老，不肯

苟且偷生而自刎江邊，他們都堪

稱無懼的勇者。而孔子最為推崇

的其實是另外一種「大勇」。

《孟子．公孫丑上》說：昔

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

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從

前，曾子對子襄說：「你希望能

勇敢嗎？我曾從孔子那裡聽到關

於大勇的：如果反躬自省，覺得

正義不在我這一邊，那麼，即使

對方是一個卑賤的人，我也會害

怕。如果反躬自省，覺得正義的

確在我這一邊，那麼，對方縱

然有千軍萬馬，我也會勇往直

前。」

夫子這樣教導他的學生，也

是這樣終生踐行的。相傳孔子身

材魁梧，力能搏牛，但「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對學生循循善

誘，且非常謙虛謹慎。如果有過

失，即使是自己的學生，也誠懇

的向他承認錯誤。

在周王室衰弱、禮崩樂壞之

際，他胸懷大志，一心推行「仁

政」，以「禮與樂」來教化百

姓，濟世救弊。孔子居魯期間，

曾想振興魯國，卻遭致失敗，於

是他周遊列國，風塵僕僕地四處

奔波，宣揚他的政治主張，孔

子曾到「周、齊、衛、曹、陳、

蔡、  宋、葉、楚」等國遊說。但

是十四年間，他治魯不遂，見逐

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

於陳、蔡，處處碰壁。當權者不

接受他的思想，隱逸者譏諷他不

識時務，還遭受「包圍、驚嚇、

斷糧、飢餓、受困」等災難，最

狼狽的時候，惶惶然如喪家之

犬。就連楚國的狂人接輿也勸說

孔子，既然生不逢時，道德都如

此衰敗，還是不必再勞心費神

了。

但是滔滔日下的世風潮流不

能使他動搖，毀謗和冷遇都無法

改變聖者的志向，始終把傳承禮

樂文化視為天命，以推行仁義為

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對子路

說，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來改

變它了。

為傳播思想、教化百姓，孔

子首開私人興學之風，不問其出

身是貧富貴賤，智愚，賢或不

肖，一律可以當孔子的學生，廣

開平等受教的大門。除此之外，

孔子在年近古稀之時，集中精力

整理舊有的古籍。他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刪詩書、訂禮樂、讚

周易、著春秋，使文教大宣於

世，奠定了中華道統的基石，自

此，在神州大地上回歸的眾多聖

賢的智慧集成於孔門，再經其弟

子們堅持不懈的弘揚，儒學在漢

朝以後大放光芒，對中國的歷

史、文化、人格、思想，都產生

了深遠的影響。　　（待續）

這日全家正在吃早飯，秉智手提一

個小瓷罐進來，放到桌上說：「這是隔壁

的王爺爺剛才送來的乳酪，指明給趕考

的人和兩位新人喝的。」大嫂笑瞇瞇地

連忙拿了幾個細瓷碗過來，邊倒邊說：

「王爺爺老兩口沒有田地，只餵了幾隻

奶牛，每日把乳酪送給村裡的產婦、嬰

兒，和體弱多病的人喝。老倆口也活得

挺滋潤，村裡人不斷送糧、送菜、送雞

鴨魚蛋，足夠兩人吃的。」大哥對大嫂

說：「咱們家也該送些。」杏花連忙說：

「我嬸早送了一袋子大米，一小筐雞蛋去

了，平日做好吃的，也盛一碗送去。」大

哥望著大嫂笑笑說：「做得好！」

竟倒了四碗。小翠連忙端了一碗送

給良玉，杏花把其他兩碗送給寶黛二

人。小翠說：「還有一碗給誰？」想了

想，推到紫娟跟前。紫娟說：「你弄錯

了，我既不趕考，又不是——」小翠連

忙接口：「你快當新人了。」這時只見紫

娟臉頰上飛起兩朵紅雲，杏眼圓睜，狠

狠地啐了小翠一口：「你再胡說，看我怎

麼收拾你？」大嫂笑嘻嘻地接過話，「這

次小翠倒是說對了，你姐都出嫁了，你

不快當新人了嗎？只不知哪個有福分的

男人能娶我這個好妹妹。」紫娟的臉更紅

了，嗔怪地說：「大嫂，你今天也不正經

了。」低頭絞著手中的帕子。全屋的人

都望著她笑。這時良玉也隨著眾人望過

去，心想：那天剛進這個院子，就覺得

有個俏麗的身影在晃，當時滿心滿眼都

是黛玉，哪裡顧及他人。今日望去，只

見她面如芙蓉，眉如細柳，眼如水杏，

紅唇如櫻，黑而長的睫毛如花蕊般覆在

花瓣上，真是絕色女子矣。又見她此時

含羞帶嗔，嬌媚無比，更是楚楚動人。

想到此，良玉忽覺心中「怦，怦，怦，」

連跳數下，面上也熱了起來。良玉暗暗

吃驚：我這是怎麼了？從來沒有這樣的

感覺！要穩住！穩住！連忙假裝喝湯，

低下頭去，再不敢看紫娟一眼。

這日乾爹乾娘過來了，乾娘說：「有

件事情要同各位商量，良玉來幾天了，

忙著讀書，寫文章，屋裡要有個妥當的

人服侍。」大嫂說：「不是有冬兒嗎？」

冬兒說：「在老家，少爺屋裡有一大群女

孩子服侍，我只是少爺出門時跟班的。」

乾娘說：「一大群女孩子咱們做不到，可

必須有一個女孩兒啊！」小翠說：「我是

女孩兒，我去服侍玉叔。」大嫂噗嗤一

笑：「你這個毛猴子，到了叔叔的房裡不

得大鬧天宮，倒是越弄越亂了。」眾人都

笑了。「那杏花去。」杏花說：「我只會

燒火做飯，餵雞養鴨，別的活兒我沒做

過。」眾人想了想，不由都向紫娟望去。

「看來紫娟最合適，又穩重，又細緻，又

道之所在　雖千萬人吾往矣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apter 
Xianwen, Confucius made the famous 
remark: "A benevolent man worries not, a 
learned man is not perplexed, and a brave 
man fears not." Courage is an essential 
virtue to achieve perfection. Historical 
records speak of many courageous people 
in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were 180 Mohist disciples, all of whom 
would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the truth 
without hesitation. There was the warrior, 
Jing Ke,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He was on a quest to assassinate 
the king of the Qin Dynasty, singing the 
song, “The wind swirls, chilling the waters 
of the Yi River, the brave soldier leaves 
on a quest of no return.” Xiang Yu (232 
– 202 BC), the King of Western Chu, had 
unrivaled strength and a reputation that 
was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he was defeated, he was grief-stricken and 
ashamed to face his people back home such 
that he committed suicide at the bank of 
the Wu River. These men are all brave and 
fearless. However, Confucius appreciated a 
different kind of great courage.

Mencius said,  “Do you want  to 
be brave? I have heard from Confucius 
about being brave: 'If you look inward, 
and find justice is not on this side, then I 
would be fearful even if the other party 
is a lowly person. If after examination, I 
feel that justice is indeed on my side, then 
I will forge ahead even if the other side 
is a mighty army.'” (The First Volume of 

Gongsun Chou of the Works of Mencius)
Confucius guided his students by 

demonstrating such principles during his 
entire life. According to legend, Confucius 
was tal l  and muscular,  with enough 
strength to wrestle an ox. Nevertheless, 
he was always kind to everyone. He was 
very patient with his students and very 
modest and prudent. If he made a mistake, 
he would apologize sincerely even to his 
students.

When the  Zhou Dynas ty  began 
w e a k e n i n g ,  p r o p r i e t y  a n d  m u s i c 

deteriorated. Confucius had the lofty goal 
to promote benevolence and persuade the 
king to educate the people by promoting 
etiquette and music.When Confucius lived 
in the State of Lu, he tried to resurrect it but 
failed. He then traveled throughout the land 
to promote his political views. Confucius 
went to the states of Zhou, Qi, Wei, Cao, 
Chen, Cai, Song, Ye, and Chu, but over the 
fourteen years of his travels, the authorities 
rejected his views and others ridiculed him. 
He experienced hardships such as being 
surrounded by soldiers, being subject to 

scare tactics, deprived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starvation and being trapped. 
Even Jie Yu, the maniac of the State of 
Chu, lamented to Confucius that he was 
born in the wrong era and that he should 
stop pursuing his ideals given the lack of 
morality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downward spiral of 
the deteriorating moral standard could 
not affect him. Slander and cold reception 
could not change the aspirations of saints. 
He always put the spreading of the culture 
of etiquette and music as his destiny and 
took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ghteousness as 
his responsibility. He told his student Zilu, 
“If virtue existed nowadays, I would not try 
to change it.”

In order to spread his ideas and 
educate the people, Confucius opened the 
first private school. No matter if a student 
was poor or rich, intelligent or slow, filial 
or not, all could attend his school. When he 
was in his 70s, he concentrated on finishing 
and revising ancient books. From Emperors 
Yao, Shun, to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rom then on, the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saints and wise men 
returned to China. 

Through the endless promotion from 
Confucius’ students, Confucianism became 
widespread after the Han Dynasty (202 BC 
– 220 AD). It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history, culture, character, thought, 
and much more.

Confucius and Socrates: 
The Courage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Truth (Part 1)

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有關

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人物及個別

情節而已。

第二十三回（上）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溫柔，我早該想到的。」乾娘說。紫娟

說：「我笨手笨腳的，不行，再說我還要

服侍姐姐、姐夫。」乾娘說：「你姐姐屋

裡，我讓桃花去，換下你，你就去照顧

良玉。」紫娟不敢違抗，但面有難色。黛

玉央求說：「我的好妹妹，你就應承下來

吧，你看這屋裡除了你，誰還行。」此

時，紫娟心想：你們只顧讓我去，只不知

林少爺肯不肯？想到這裡，不由看了良

玉一眼。良玉心想：「你們只管勸，只不

知姑娘是否情願。」不由看了紫娟一眼。

此時正好四目相望，二人又像觸電般，

快速掉轉頭去，都紅了臉。這霎那間的

情景，有兩人看得真真切切，大嫂和黛

玉不由相視一笑。乾娘還只顧問：「紫娟

你到底什麼主意？」紫娟輕輕點了點頭。

大家都舒了口氣，又繼續談笑。

過了一會，眾人離去。只有良玉和

黛玉又在廳內說了一會話。良玉踱到自

己房間，不由眼睛一亮！原來凌亂的房

間，現在整整齊齊，桌明几亮。筆墨紙

硯，書本紙張都恰如其分地放在各自的

位置上。窗前的桌上放著一瓶不知名的

淡紫色的花朵，為房內增色不少。走到

裡間臥室，被褥枕頭疊得平平展展，滿

地穿過的衣襪也不翼而飛。衣架上掛著

乾淨的衣服，拖鞋端正地擺在床前。良

玉愜意地躺在床上，頭枕著胳膊，望著

帳頂，想，她剛才還在餐廳，怎麼這

麼快就做了這麼多事，真神了。躺了一

會，自言自語：「該喝杯茶，讀書了。」

走到書桌前，只見一個定窯白瓷藍花小

茶杯放在茶碟上，旁邊還有配套的小茶

壺。打開茶杯蓋，香氣淡雅，輕煙裊

裊，喝了一口，濃淡相宜，冷熱恰好。

不覺甜在心裏。喝了一小杯茶，忙定住

心神，埋頭讀起書來。讀了約一個時

辰，良玉抬起頭來，伸展兩臂，站起來

走到門外的涼台上，活動筋骨，休息了

一會，心想：該回去寫點文章了。走到書

桌前，只見茶壺裡換上了新茶，硯臺裡

已磨好了墨汁，筆放在筆架上，一疊白

紙放在座椅前。良玉蘸了墨汁，不濃不

淡。寫了幾頁文章，良玉往屋內看了一

圈。這屋內到處是她的蹤跡，可又看不

到她的人影，真怪！他想了一想，故意

小聲說：「真有點餓了，能有幾塊點心才

好。」說完假裝低頭看書，卻用心諦聽動

靜，不一會一股似有似無的香味飄來，

感到一種極細微的腳步聲進了房間，走

到了椅後。良玉頭也不回，反手抓住了

身後的一隻胳膊，說：「我終於抓到你

了。」這時才轉回身子，只看到紫娟一手

端著點心，一隻胳膊被自己牢牢抓住。

良玉忙放了手，說：「你很愛玩捉迷藏！」

紫娟紅著臉，說：「少爺要潛心讀書，我

若在你面前晃來晃去，怕打擾你。」良玉

說：「你搞的神出鬼沒的，反倒亂了我的

心！」話一出口，又覺得太直露了，不由

說：「對不起，我說話太造次了。」急忙

轉過身，低頭讀書，再沒抬頭。（待續）

怦然心動良玉驚  一見鍾情紫娟痴

( 上 )

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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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And Hi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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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記

載：玉石有「除中熱，解煩懣，

潤心肺，助聲喉，滋毛髮，養五

臟，安魂魄，疏血脈，明耳目」

等療效，有 106 種玉石用於內

服外敷的治病方法。總之，人們

長期使用玉器，可以養顏、鎮

靜、安神，祛病，會使你容光煥

發，延年益壽。

古代的官員、民間的富商、

讀書的才子，甚至貧苦人家，都

認為玉器可以流傳給後人，也是

趨吉避凶法器。常言道：「人養

玉三年，玉養人一生」今天我們

就從命理的角度，分析其中之

道。玉，何以趨吉避凶？玉有

靈，傳說玉可以吸取三精六血，

只要把一塊玉掛在脖子上又或擺

人養玉 玉養人
放家中，就能降魔伏妖，世代

平安，有讀者會問「是不是玉吸

血，養自己後才有靈氣？」

玉，來自石頭，它經歷銀河

的甘露，時空的洗滌，玉的靈氣

其實就是鋅、鎂、鐵、銅等微量

元素的神奇份子力量，人體內的

精氣排出體外，在體溫、氣場跟

玉互相結合而產生了神奇的力

量，而非吸人血！

有關「玉吸血」，筆者做了

很多諮詢，其中二個典型例子供

讀者參考

例一：為何我戴了玉鐲子一

段時間，它裡面有紅色的絲？

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來

一點目測，一般的玉在燈光下一

照，裡面有甚麼顏色就知曉；我

們不排除玉質中有血紅色的天然

色因被石灰質蓋住，日久才會顯

示出來；其實形成「血絲」的玉

石筆者常見到，任何物質是在不

停的運動變化中，人跟玉鐲的接

觸，我們的汗液、體質的不同，

再加上外界錯綜復雜的影響，內

部有微量改變也屬正常。

另一種則是材質問題，坊間

有些玉石加工場唯利是圖，人工

加色的玉石魚目混珠，長時間配

戴會有色澤改變。

例二：我的手腕常常紅腫，

是不是玉吸了我的血？

這個問題，筆者從小孩戴玉

鐲開始說起，由於小孩子的手腕

比較幼小，成長的過程中，手腕

的直徑變大，被玉鐲卡住了，而

人體的指尖離心臟最遠，血液循

環受影響，因此發育期間的年輕

人手腕紅腫而指尖發冷，這是

正常現象，並非傳說中的「玉吸

血」！

玉有靈性 可以戴活
這也是筆者常被問到的，因

為汗液中的水分會進入玉飾，所

以常戴水頭就好，越戴水頭會越

足，不常戴就會發乾。再者，人

體分泌出的油脂，進入到玉石的

空隙中會增加其溫潤感；就像加

工玉石，對其上蠟，藉以增強溫

潤感。同時，在吸附水的作用

下，玉飾裡面的雜質，隨著經年

古人視玉如寶，作為家

傳，亦有佩用。《神農本草

經》載:「玉乃石之美者，味
甘性平無毒。」

◎文︱魏乙欣

故宮養心殿 意外發現祥龍寶匣

北京故宮 9 月 3 日下午舉

行了「故宮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

目修繕開工儀式」，正式進入了

保護修繕古建築的工作進程。

在施工的過程中，竟意外地

從養心殿的屋頂瓦片下方發現了

一個罕見的祥龍彩繪寶匣，上頭

註明的年份為「嘉慶六年」。

話說這座建造於明嘉靖年間

的養心殿，打從雍正開始，陸續

經歷八位大清皇帝在那兒主政，

並做過明神宗的寢宮。熟悉清宮

劇的人，如《延禧攻略》和《如懿

傳》，必定知道這個大名鼎鼎的

養心殿。

然而，這個彩繪寶匣為何會

出現在屋頂上呢？

這是因為古人會把鎮宅、驅

邪招福的物品埋藏在屋瓦的下

方，研究員推測，當年養心殿這

兒應當是有舉行過一場安放彩繪

寶匣的儀式。

此外，這個彩繪寶匣並非是

紫禁城中唯一的趨吉避凶的物

件，據悉紫禁城有將近三十個地

方都置放了相似的寶匣。

鑑於維持古建築物的完好與

寶匣存在之意義，故宮表示，等

到養心殿的大修工程過後，故宮

會再將彩繪寶匣歸還原處的。

故宮預計此次近百年的大修

工程，將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正式竣工，那時恰好遇上紫禁城

的 600 歲大壽。對於這一大喜

慶，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

受訪時表示，屆時將為紫禁城歡

慶 600 歲生日。

累月的摩擦，會逐漸游離出來，

致使越來越透、越來越亮，甚至

內部的底色更明顯的透漏出來，

像有人覺得飾品裡的綠絲是活

的、會生長，其實是透明度提高

所致。其次是軟拋光的作用，因

為長期與皮膚和衣物等摩擦，或

佩戴者經常性的轉動，讓玉飾的

表面越來越光潔，越戴越亮。

溫馨提示

「玉」分為兩種，一種是

「古玉」，另一種是「新玉」（又

叫嫩玉）。一般來說，「古玉」

是世傳下來，亦即是家傳、墓

地、宮廷等留傳下來的；「新玉」

則是新開採的玉石原石。

古玉的來歷比較複雜，有短

命的人佩帶玉鐲懸梁自盡，亦有

富貴人家用來陪葬，卻被人盜墓

偷去等等。由於每一件玉器都有

主人，如上述，人的精氣跟玉的

靈氣彼此產生奇妙能量（感情

和記憶），因此，玄學上有句話

「不要佩帶不明來歷的法器」，

尤其是古玉，因為古玉會記錄舊

主人的信息，除非你們是一家

人，有血緣關係。我們用自己的

正能量養玉，而玉也常常提醒我

們行善，這種彼此鼓勵的精神才

是「養」的資糧。

人們長期使用玉器，可以養顏、

鎮靜、安神，祛病，延年益壽

玉的來歷比較複雜，玄學上有

句話「不要佩帶不明來歷的法

器」。

故宮養心殿（維基百科）

臺灣的道教廟宇，

在神像前幾乎都會擺

放一到數對筊杯。當人

們心中對某樣決定有

所疑惑或是有難解之

情事時，總會到廟裡上

炷香、擲筊杯，藉以解

惑。

凡是求籤，也一定要向

神明擲筊確認。有時候家族

中的事若不能解決，也會

擲筊請示神主牌（祖先牌

位），幫忙做最後的決定。

筊杯多用竹、木等材質

做成，兩個為一對，呈立體

的新月形狀，每一個稱為一

「支」，並分有正反面，凸

起部份稱為「陰面」（也就

是反面），平面的部分則稱

為「陽面」（也就是正面）。

儀式是擲筊者需說明自己姓

名、歲數、生日、住址和請

示的事情。

擲筊前雙手要合住一對

筊杯，參拜之後，才能鬆手

讓筊杯落下。

擲筊結果

一 陽 一 陰（一 平 一

凸）：稱之為「聖筊」、「允

筊」（筊或作「杯」），表示

神明允許、同意，或行事會

順利。通常以連續三次聖杯

才算確定。

兩 陽 面（兩 平 面）：

稱之為「笑筊」（筊或作

「杯」），表示神明一笑、不

解，或者考慮中，行事狀況

不明。可以重新再擲筊請示

神明，或再次說清楚自己的

祈求。

兩陰面（兩凸面）：稱

之為「陰筊」、「無筊」（筊

或作「杯」），表示神明否

定、憤怒，或者不宜行事。

可以重新再擲筊請示。

特殊結果

立筊：一個或兩個筊杯

直立，此現象，會被視為神

蹟。依習俗以金紙將之圈住

保護，只有擲筊之人才能移

動擲筊。

一般人擲筊多半對神明

「有所求」，相傳若為「無

所求」的信徒，為了國運或

公益等事項求問，較容易

擲出「立筊」，而 同心杯：

兩筊杯相疊。

擲筊
◎文︱吳之道

◎文︱宋進

Fotolia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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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共鳴
原來這位凱特的小姐畢業

後，來到了一個叫做聖地亞哥的

小鎮工作，這是個沙漠中的小

鎮，周圍居然看不到一棵樹，這

對愛樹如命的她來說實在是個難

以想像的現實。她是為了到這裡

教書，成為這裡的副校長而來，

沒料到環境竟然如此荒涼。媽媽

讀到這裡，不忘文章的線索，引

導孩子追逐這裡變成綠色城市的

原因，於是說道：「原來如此，

沒有樹實在太痛苦了，肯定是為

了到處能看到樹，像她小時候到

處都能見到樹的願望，才下了決

心要在這裡大量種樹的。不過即

使有心，這難度可太大了。」

女兒點點頭，催媽媽趕緊往

下讀。故事說道，凱特在學校教

了兩年書，每天都看到學校對面

一個很荒涼的公園，名為公園實

為一座小山丘，不僅無樹還是丟

垃圾的場所，沒有人認為那裡能

長出樹來，但是凱特卻認為即使

那樣一個看似毫無希望的地方也

能長出樹來。

讀到這裡，媽媽真心感慨：

「這位女子真的了不起，別人覺

得不可能的事，她卻不放棄。」

一直聽故事的女兒這時突然說話

了：「媽媽，我一年級在公園玩

耍的時候，騎單輪車要過那座搖

晃的橋，當時特別害怕，可是我

堅持練習，你看現在我都不怕

了，很簡單就能騎過去了。」媽

媽聽了非常高興：「對啊，只要

不放棄、堅持練習就能看到進

步，即使比別人慢一些也不要

緊，你學琴也是一樣，慢一點

沒關係但是不能遇到困難就放

棄。」女兒顯得很有信心地點頭。

沙漠變成名城
不久凱特辭去校長的工作，

變成了專心研究植物的園藝家，

決定尋找和研究出能在極端惡劣

的環境下（強烈的日照、極端

的乾旱）生長的植物。但是所

有人都認為她在白日做夢，在不

斷的失敗和眾人的否定下，她一

次也沒有動搖，不斷給全世界的

園藝家寫信尋求幫助，自己也親

自跑遍世界各地，尋訪生長在極

限狀態下的各種植物。最後她終

於找到了辦法，她先是把沙漠變

成綠樹成蔭的公園，之後改變了

整個學校，她的成功使當地的人

們看到了希望。於是人人種樹、

紛紛效仿，她的樹走進了千家萬

戶，她幫助了無數的人學會了種

樹。 1909 年，那裡被選為巴拿

馬和加利福尼亞博覽會的開辦地

址。如今那裡變成了著名的觀光

景點：美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公

園——巴爾博亞公園，1200 英

畝鬱鬱蔥蔥的草地上匯集著 15
家博物館、8 座花園、聖地亞哥

動物園、藝術畫廊以及多個著名

的演藝場所，曾獲得過托尼獎的

老環球劇院就座落於此。為了記

念這位創造了奇蹟的奇女子凱特

塞申斯，她被尊稱為「巴爾博亞

公園之母」，凱特活了 82 歲，

獲得了無數的褒獎和榮耀。

女兒受教初立志
讀完故事女兒非常激動，說

自己將來要當幼兒園的老師，因

為自己很喜歡跟小朋友在一起，

並問媽媽是不是只要努力就能實

現？媽媽說：「對啊，你看幼兒

園老師要是不會彈鋼琴，那可不

行，所以為了當老師你要學會

它。你看凱特喜歡樹就去種樹，

千字文
鳴 鳳 在 竹 白 駒 食 場

解釋
鳳：鳳鳥，又叫鳳凰，是中

國古代傳說中的百鳥之王，在中

華文化中的地位和龍相同。其

羽毛一般被描述為五彩，「鳳」

為雄性，「凰」為雌性。〈淮南

子〉：「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

皇」認為鳳凰是飛龍之子。古人

認為太平盛世時，就會有鳳凰飛

來，所以鳳凰象徵天下太平、祥

瑞。

在：棲息。

竹：竹林，因為鳳凰吃竹的

果實 ( 竹米 )。
駒：小馬。

白駒：比喻騎著白馬的是賢

能的人。

場：牧場的青苗。

白駒食場：出自〈詩經．小

韋應物，唐長安﹙今陜西

省西安市﹚人。生於玄宗開元

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卒

於文宗太和四年﹙公元 830年﹚

左右，享年約九十多歲。

他是唐朝代宗大歷年間

(766--779) 有名的詩人，生於

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少年的時

候曾經以三衛郎的身分侍候過唐

玄宗。擔任過江州、蘇州刺史，

因之人稱「韋江州」或「韋蘇

州」。他的詩以寫山水田園最

為人稱道，和陶潛相近，世人並

稱「陶韋」，著有《韋江州集》十

卷收錄在《全唐詩》中。

(1) 滁州：唐時州名。在今

安徽省滁縣，當時韋應物任滁州

刺史。

(2) 西澗：俗稱上馬河。在

滁州城西，宋朝時已淤塞。

(3) 獨憐：特別憐愛。

(4) 黃鸝：黃鶯。 

(5) 深樹：樹蔭深處。

(6) 春潮：春天的潮水。定

時漲落的海水稱潮，後來引申為

江、河水的漲落也用潮來形容。

(7) 野渡：野外的渡船口。

(8) 自橫：任意的橫列著。

河邊生長的野草，是那樣幽

靜而富有生趣；河岸上茂密的叢

林深處，不時傳來黃鸝鳥的叫

聲，是那樣婉轉動聽。因傍晚下

了春雨，河面像潮水一樣流得更

急了，在那暮色蒼茫的荒野渡

口，已沒有人渡河，只有小船獨

自橫漂在河邊上。 

韋應物出身望族，少年時曾

為玄宗侍衛，他憑恃玄宗恩寵，

放浪形骸，不可一世。當時的韋

應物不僅不學無術，而且酗酒濫

賭，竊玉偷香，可謂無惡不作。

但隨後不久，韋應物失去了靠

山，一度「憔悴被人欺」，從此

只好折節讀書。應該說，這段困

而學之的生涯對韋應物的人生產

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再為宦之

後，不再是一個輕薄浪子，而完

全成為了一個寧靜淡泊的士人。 
這首詩是德宗建中二年

（781 年），作者任滁州刺史時

所作。 
整幅畫卷給人留下了無限的

遐想空間。全詩有動有靜，有聲

有色，形象豐富優美，組成了一

幅意境淡雅的風景畫。首兩句表

露了作者閒適恬淡的心境，接下

來荒津野渡之景。傍晚時分，春

潮上漲，澗水勢湍急。難覓人

蹤。唯有空舟隨波縱橫。更顯作

者的隨緣而安。 
關於《滁州西澗》的詩意歷

來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此詩止於

寫景，而有人認為韋應物以幽草

自比，「野渡無人舟自橫」究竟

是蘊涵了作者不得其用的無奈。

抑或是遇境對景怡然自得的開朗

豁達。千百年前古人的心境誰又

說得清、理的明呢 ?

míng fèng zài zhū bái jū shí chǎng

拾
柒

讀繪本故事能讓孩子

成績提高，還能培育孩子豐

富的心靈和道德修養。但

是，如果只執著這個目的去

讀，則會因急功近利，讓孩

子感到讀書是一種無形的壓

力而適得其反。這一期，我

們介紹一位日本媽媽針對一

本非常有意義的繪本，引導

孩子樂於接受、最後成功達

到了教育目的，期待她們母

子的故事能成為一個有效的

參考。

故事講完 女兒成功受教
文 / 劉如 直到成功，即使碰到天大的困

難，她也去想辦法克服並不放

棄，從自己力所能及的小範圍做

起，結果成功後鼓勵了所有人一

起加入進來。很多巨大的成功是

從一點一滴的堅持和努力開始

的，但是你首先要學會堅持。要

想實現你的理想，你只管好好努

力，就會看到好結果的。」

媽媽終於成功地通過這本繪

本讓孩子懂得了堅持和努力的重

要性，也讓孩子初步有了人生的

志向。從那之後，女兒的鋼琴學

習變得非常快樂了。希望大家通

過這對母女真實的故事受到啟

發，善用不同種類和主題的繪本

教育子女、溝通心靈、解開大家

育兒的千愁萬難。

結語
日本擁有眾多的繪本，我們

無法在這裡一本一本地介紹給大

家，這龐大的繪本資源包羅萬

象，適合從幼兒一直到大人的各

個年齡層，極其豐富。閱讀繪本

可以讓孩子和大人的生活變得豐

富多彩，利用好它們會讓您和孩

子受益無窮。如果不知如何利

用，請到圖書館參考各種介紹繪

本的書籍，那麼更多的樂趣、更

好的經驗和做法，都有待大家自

己去摸索和實踐了。（全文完）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繪本
教子

雅．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

苗，執之維之，以永今朝。」原

意是賢能的賓客騎來的白馬，也

受到親切的對待，願意在主人的

牧場上吃著青苗，所以賓客和主

人也能盡歡。也就是：主人和賢

能的賓客一起快樂逍遙，盡情歡

度美好時光。引申為：賢能的人

受到禮遇，願意在適當的位子上

發揮才能造福人民，使朝野呈現

國泰民安、如魚得水、各得其所

的景象。

譯文參考
鳳凰出現在竹林裡鳴叫著，

賢能的賓客的白馬願意在主人的

牧場上吃著青苗，呈現天下太

平、國泰民安、如魚得水、各得

其所、一片祥和的景象。

臺北龍山寺屋檐上的鳳凰剪黏
圖片來源：Wikipedia

滁州西澗
作者：韋應物 wéi yìng wù 

chú zhōu xī jiàn 

dú lián yōu cǎo jiàn biān shēng 

chūn cháo dài yǔ wǎn lái jí 

shàng yǒu huáng lí shēn shù míng 

yě dù wú rén zhōu zì héng 
獨憐幽草澗邊生，

春潮帶雨晚來急，

上有黃鸝深樹鳴，

野渡無人舟自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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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

印度尼西亞海嘯 
罹難者增至1400人
據報導，印度尼西亞的中

蘇拉威西省，9 月 28 日傍晚遭

遇強度高達 7.5 級的大地震，地

震侵襲後不久，高達六公尺的

海嘯隨即扑上帕盧沿岸，不少

村落一夕之間被夷為平地。

由於帕盧市剛好位處一狹

窄海灣，因此海嘯浪潮抵達時

也更高更猛烈。當地通訊在地

震後中斷，印度尼西亞政府確

認的罹難人數已超過 1400 人，

但仍有人被埋在瓦礫堆當中，

實際的死亡人數恐怕會更多。

決定提早起飛的巴澤航空

機長馬費拉（Icoze Mafella），
於雅加達的教會分享了地震當

天的見證。馬費拉機長表示：

「週五那天，我整天都覺得很不

安，但也不知道原因。」

為了消除自己不安的情

緒，機長馬費拉在從烏戎潘當

飛往帕盧的航班上哼起了讚美

詩歌，他表示：「平常我只會小

聲的吟唱，但是那天我就很想

要盡全力大聲地讚美主……」

馬費拉機長： 
聖靈催促我快點起飛

當他們準備降落在帕盧機

場時，那時的風力比平常更加

強勁，馬費拉機長說，他的心

裏聽到了一個聲音，那聲音要

他在降落前再盤旋一次。

帕盧機場的位置剛好就擠

在兩座山峰之間，有的飛行員

會稱這類機場為「死亡之谷」，

所以，馬費拉機長覺得自己降

落時得比平常更小心。

馬費拉機長說道：「飛機降

落後，聖靈再次督促我要快點

起飛。所以，我請機組人員把

休息時間縮短至 20 分鐘。我自

己根本沒離開駕駛艙，並請求

塔臺，允許班機比表定時間提

早 3 分鐘起飛。」這班飛機接

下來要經由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飛回首都雅加達。

飛機剛離地 
大地震就到來

後來馬費拉收到航空管制

員 阿 貢（Anthonius Agung）
的批准，便開始準備起飛。由

於馬費拉感到事態緊急，甚至

還違反了標準的飛行程序，並

接管了副駕駛的部分工作，以

加快飛離的速度。

當飛機快速滑過跑道，準

備要起飛時，馬費拉說：「當時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但是我腦

中有股聲音，一直敦促我要推

進控制桿，加快起飛的速度。」

當他們加速駛離跑道時，

大地震開始撼動帕盧，兩位飛

行員都感受到機身在左右搖

晃。副駕駛用恐懼的眼神瞥了

馬費拉機長一眼。

馬費拉機長指出：「如果我

當初晚了三分鐘起飛，就不可

能拯救那 140 名乘客的性命，

因為當時跑道上的瀝青就像窗

簾一樣在風中擺動。」起飛後幾

分鐘，他試圖和塔臺通話，但

卻沒有任何回應。

當他往下望時，看到了很

不尋常的景象。「岸邊的海中出

現了個大洞，連海床都裸露出

來。而且那漩渦越來越大，真

的很奇怪。」

其實海嘯來臨前的徵兆，

就是海水會急劇倒退，露出平

常在水面以下的海床。

而協助航班起飛的 21 歲航

管員阿貢，堅持留在塔臺內，

確保飛機順利起飛後，才急忙

逃離傾頹的塔臺。

目擊者指出，大家當時曾

經呼叫阿貢要他快點離開塔

臺，但是他拒絕了，因為飛機

還沒起飛。後來塔臺屋底坍

塌，阿貢的腿、手臂和肋骨都

斷了，還來不及到院治療就死

於內傷。

馬費拉機長感恩地表示：

「在如此艱困的時刻，決策的一

瞬間，他決定等我安全起飛後

才離開。所以我稱他是我的守

護天使。無論發生何事，我們

都要鎮定不要慌張，這樣我們

才能聽到神藉著聖靈要向我們

說的話」。

許多人都稱讚航管員和機

長是英雄。

其實，很多大的災難來臨

之前，人類都會得到神靈的啟

示和點化。那些被神靈安排需

要拯救的人，就如同巴澤航班

上的 140 名乘客，會在大難來

臨之際得以逃脫。

1937 年，考古學家 Stéphane Lwoff
等在維埃納省 (Vienne region) 的馬齊

(La Marche) 發現了許多古代文物。

考古學家在挖掘時，一些很特別的

古蹟令他們感到震驚。他們馬上叫來了

一些專家，鑑定這些看起來很難得的珍

貴古蹟。這其中包括 Abb Breuil，當時

最負盛名的石器時代洞穴文化權威。這

次保存完好的一萬四千年前古代文物的

挖掘過程，在 Abb Breuil 等專家的親眼

目睹下完成。

馬齊位於巴黎南部約 350 公里處，

風景優美。這裡發掘的文物超越了人們

對石器時代人類文明的認識。一些文物

上再現了當時人們對藝術的表現手法，

比如生活於石器時代的古人已經懂得使

用誇張的手法進行人物素描。

大多數男性人物的面部是刮過鬍鬚

的，也有一些留有別緻的山羊鬍子或短

鬚。他們穿的鞋子有鞋墊和鞋跟，頭上

有時還帶著類似頭盔的帽子。

文明社會才會出現的精緻藝術、裝

扮、物品，在馬齊文物中隨處可見，人

們因此稱之為馬齊文明。

但這一發現卻因其過於現代化、與

古代文明差異太大並未得到人們的認同。

1941 年，當 Lwoff 在法國史前文明

學會上介紹他的發現時，他的同行武斷

地做出結論，馬齊文明中的現代化藝術

品是 Lwoff 做的假。

他們認為，生活於一萬四千年前的

洞穴中的原始人，不可能創造出如此精

緻、現代化的藝術品。他們甚至開會來

批判 Lwoff。
事實上，人們拒絕承認遠古文化中

出現的類似甚至超越現代文化的現象由

來已久。

西元 1879 年，西班牙考古者桑圖

拉在亞達米拉洞穴發現，洞頂和壁面上

畫滿了紅色、黑色、黃色和深紅色的野

牛、野馬、野鹿等動物。

其中最重要的是畫在洞頂上的，長

達 15 米的群獸圖，共有 20 多頭，動物

的身長從一米到兩米以上。

原始畫家利用洞壁的凹凸不平，創

造出富有立體感的形象。色彩鮮豔的動

物，無論是受傷的還是奔跑的，姿態都

十分真實生動。

1880 年，馬塞利諾發表了他的研究

成果 :《桑坦德省史前文物筆記》，公布

了這一發現。但引起學術界的嘲諷：「除

了瘋子，誰也不會相信舊石器時代的原

始人，能夠畫出這樣高水準的作品。」直

到 1902 年，這一發現才獲肯定，考古

學證據證實了亞達米拉洞穴壁畫至少有

一萬六千年的歷史。

馬齊文明的發現重蹈了亞達米拉洞

穴壁畫的命運。經過大量的考古學證據

顯示，那些發達、精緻的文物與藝術

品，確實出自一萬四千年前的古人之手。

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顯示，人類存

在史前文明的事實，已經無可爭辯，但

由於長期以來受現有科學框架的限制，

人們不願意去承認。但如今，最頑固的

科學家也開始關注史前文明。也許在不

久的將來，歷史終究會呈現出它的本來

面目。

「聖靈」催促 
航班大地震前3分鐘起飛

在印度尼西亞的帕盧市

（Palu，或譯巴路市）遭到
地震與海嘯巨浪重創的前

夕，一架停在帕盧機場的巴

澤航空（Batik Air）客機機
長，決定提早起飛；而這個

驚險的決定拯救了機上140
名乘客及十多名機組員，讓

眾人幸運逃過了一場可能喪

命的劫難。

文 / 佚名

UFO，是人類樂此不疲的

外星生命探討話題。承認的、反

對的各占其理。但全球最大的

UFO 目擊事件，卻無法不引起

科學家的重視。

1997 年 3 月 13 日晚八點

到十點之間，美國亞利桑那州菲

尼克斯南部山脈上空，五個排

列成 V 字形的白色發光點，在

四百多米高的低空緩緩飛行。月

光透過飛行物，可見其呈透明

狀，加速時會變成紅色，飛行物

的後面還跟著一個紅色的圓球。

在菲尼克斯及附近地區，大

約有 700 多名民眾看到了這一

幕，該事件因此被稱為菲尼克斯

之光。

當地一居民稱，他清楚的看

到一艘類似飛船的 UFO，機身

呈扁平型，底下有五個巨大的發

光點，就在他的頭頂緩慢低空飛

行，無聲無息。飛過遠處山口

時，兩翼都快要撞上山口。

科學家對這位目擊者家附近

及山口附近進行鐳射掃瞄，發現

兩個山口距離約 470 米，證明

該不明飛行物體寬近 460 米。

假設它用鋁合金材料製成，那它

的重量至少在 1600 多萬公斤左

右。而如此重量的飛行物，按照

人類現有科技水平推測，應該需

要大量火箭發動機推動，那就會

發出巨大的轟鳴，不可能悄無聲

息。科學家推斷，菲尼克斯之光

中的不明飛行物可能是用了電磁

能推動，而這一科技卻是目前人

類科技水平所無法達到的。

那麼多的人目擊了菲尼克斯

之光，讓人們不再懷疑這一事件

的真實性。但在美國軍方的雷達

中，卻沒有發現任何物體。這就

說明菲尼克斯之光一定不是金屬

或者密度較大的物體，科學家推

測，菲尼克斯之光很有可能是一

種光學現象，或者是密度非常低

的物質存在。

也有科學家認為，菲尼克斯

之光仍然屬於 UFO，它實質上

屬於以往認知方式所不能認知

的物質形態形式—極限粒子固

體中的一種—無機可感的「剛性

空間」。這種無機可感「剛性空

間」會呈現碟狀、雪茄等各種形

狀，還具有發光性能，並且可以

做各種移動，懸停的動作，最重

要的是這種空間密度非常小，無

法被雷達所發現。

全球最大集體目擊 UFO事件

菲尼克斯之光

文 / 藍月 圖 / 視頻截圖

文 / 紫雲 圖 / 公有領域

半個多世紀前的考古學家們，面

對一萬四千年前的文物上所表現出來

的高度發達的文明，除了驚歎其精緻

程度外，唯一的結論就是：假的。

揭開史前文明的面紗

大窟頂的野牛。

巴澤航空公司飛機（公有領域）

* * * * *

* * * * *

21歲航管員阿貢（推特） 巴澤航空機長馬費拉接受CNN採訪（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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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協一級代理

熱線電話：中文服務 403-230-3311  587-586-456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週六 11:00-16:00 地址：1507 Centre B Street NW（金記牛肉粉旁邊，後院停車）

旅遊神器等    拿 !

圣诞亲子古巴自由行大促销！

你
【特別推薦】

旅遊神器旅遊神器更多超值行程掃一掃

加航：卡尔加里—上海 CAD609 起（含税）

加航：卡尔加里—北京 CAD679 起（含税）

南航：卡尔加里—广州 CAD679 起（含税）

东航：卡尔加里—上海 CAD559 起（含税）

国航：卡尔加里—北京 /各大城市 CAD597起（含税）

海航：卡尔加里—上海 /广州 CAD659 起（含税）

海航：卡尔加里—各大城市 CAD679 起（含税）

優遊假期（卡尔加里）優遊假期（卡尔加里）

2018 圣诞热恋游系列买一赠一

本期熱推！

金秋胜景，尽收眼底

零

2018 秋季热卖机票系列（含税）

【圣诞热恋团】顺道相约韩国首尔 6日游仅 CAD199 起

              顺道相约台湾环岛 6日游仅 CAD199 起

【圣诞亲子自由行】圣诞古巴 8天 7晚全包假期仅 1598 起！

                圣诞墨西哥 8天 7晚全包假期仅 1698 起！

带上他 /她圣诞探索世界奥秘

2018 年圣诞亲子游系列

【金秋回国游】珠江水故乡情广东贵州黄果树 10 日游 CAD0

【金秋回国游】江南水乡美食 7日游 CAD0

【金秋回国游】张家界秋叶美景 7日游 CAD0

 2018 年    团费金秋回国游系列
【双亲赏枫团】加东深度赏枫 6/7 日游双人间

              CAD579 起（第三人仅 CAD50)

【双亲赏景团】加东海洋三省 9/10 日游双人间

              CAD739 起（第三人半价）

【双亲畅游团】美加东深度畅游 6日游双人间

              USD613 起 ( 买二赠二）

2018 秋季美加东休闲游系列

拿 !你

南極，地球最南端，傳說中的世界盡頭。四周環繞太平洋，印度洋和大
西洋，陸地面積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相當於中國面積的1.5倍。南
極高原氣候惡劣，處於海拔3500米，年平均氣溫零下55攝氏度到零下60攝氏
度；12級颱風風速是32.6米/秒，南極最大風速可達100米/秒！挑戰南極，是對
膽魄和體力的最大考驗。南極寧靜、壯美、純潔、神秘，所有經過南極冒險的
勇士都堅信：南極之旅絕對是一個人一輩子最值得回味的經歷。

烏斯懷亞是世界最南的城市，也
稱世界盡頭。這裡依山傍海，別緻而
美麗。小城街道不寬，但十分乾淨。
街邊全是在童話裡才會出現的那種屬
於白雪公主的可愛小木屋。屋前屋後
的鮮花開得正旺，這裡正是南半球生
機盎然的夏天。但清冷的空氣和抬眼
處白雪皚皚的山峰，又讓人恍然提前
感受到南極的氣息。這個小城平時住
戶僅有 1 萬多人，每年大約接待 7 萬
遊客，城市面貌乾淨整潔，治安也很
好，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不同，居
民友好而羞澀，整體感覺安定又祥和。
烏斯懷亞距本國首都布宜諾斯艾

利斯遠達 3200 公里，距南極洲卻只
有 800 公里。從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地乘船往南極洲，至少需要一周的時
間；而由烏斯懷亞起航，越過德雷克
海峽，兩天便可到達。因此前往南極
洲探險和考察，烏斯懷亞是一個理想
的起航和補給基地，堪稱世界上最南
的居民點。
在碼頭附近，有一塊漂亮的木

牌，上面用西班牙文寫著「世界的盡
頭」，到這真不容易啊，必須合影留
念！這裡一家中餐廳「Bamboo」，能吃
到帝王蟹，肉鮮嫩而美味。之後回酒
店休息，第二天將前往火地島。

火地島位於南美

洲的最南端，面積約

48700 平方公里，1881

年智利和阿根廷劃定邊

界，東部屬阿根廷，西

部屬智利。阿根廷的火

地島區相當於一個省，

它的首府烏斯懷亞是個

只有1.7萬人口的城市。

它佔地 6.3 萬公頃，是

1960 年正式開放的，每

到南半球的夏天，從世

界各地前來旅遊的人絡繹不絕。

火地島也曾是阿根廷罪犯關押和

改造場所，可以搭乘世界盡頭的蒸汽

小火車，體驗當年罪犯生活改造的路

徑，當年，這小火車每天發車，兩車

皮獄警押解十幾車皮罪犯同時帶十幾

節空車皮上山砍樹，下山時車皮滿載

樹木，如此循環往復，改造火地島。

沿途風光如畫，河水，綠地和雪山並

存，珍稀動物時有出沒，沿途拍攝，

是一種享受。

火地島的夏天是最美的，白天

長達近 20 個小時，半夜 23 時太陽

才落入海面，凌晨 4~5 時，太陽又升

起。由於島上的動植物資源保存較

好，島上有不怕人的海豹和企鵝，有

優良品種的羊和眾多的野兔，茂盛的

山毛櫸樹構成了森林的主體。

在島南面的比格爾海峽一帶，還

時常有巨大、珍貴的藍鯨出沒。另

外，火地島的土著奧那族人的流浪式

生活和風俗也獨具特色。他們的房子

簡單，就是在地上插幾根木棍，再搭

上幾張駱馬皮，很像我們所說的窩

棚。特殊的地域、神奇的自然和人文

景觀，吸引了旅遊者來此觀光。

下午 4點，登上海鑽號科考船，
正式開始南極海上之旅，預計 40 小
時後會到達第一個登錄點～領隊千叮
嚀萬囑咐，上船後所有人不要吃飽，
因為要過 12 級西風帶，大家會吐得
一塌糊塗，這給所有人帶來了壓力，
看來行程沒那麼簡單，考驗大家的時
候到了！
注：夸克郵輪 - 海鑽號
「海鑽號」遊輪號稱是全球最先

進的極地破冰船，建造於 1987 年，
容納旅客189人，船身長度124米，
寬度 16 米，排水量 8300 噸，動力
可達 7375 匹馬力，航速約 29 公里
/ 小時。船上環境相當不錯，雖然海
鑽號是科考船而不是豪華遊輪，但該
有的設施一樣不缺。三至七層都有客
艙，其中七層是豪華艙，有露天陽

台；六層是主駕駛艙；五層是大會
議廳；四層是酒店前台、小咖啡廳、
圖書館、可點菜的小餐廳，以及商品
部，這裡的商品相當不俗；三層是餐
廳，環境特別優美，服務相當周到，
食物也非常美味；下面兩層是水手室
和儲藏室。
在離開烏斯懷亞進入公海後，漫

遊寶就失去信號而無法上網，通過德
雷克海峽之後，才能買到衛星上網流
量，10 美金 10M，100 美金 200M，
我們多數人都天天發微信，買的都是
100 美金 200M 流量，衛星信號的通
訊質量還不錯，只是每天看著流量嘩
嘩飛逝還是有一絲心痛，海上整個行
程 200M 流量夠用，有幾個團友前期
節省過度，導致下船時流量都沒有用
完。（未完待續）

旅程起點：阿根廷烏斯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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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款
近日，網站 RepairPal.com

評選出來在各自類別中維護和修

理費用平均最便宜的十款汽車。

小型轎車：Toyota Corolla

RepairPal 指數分 21；年平

均費用 $341。Toyota 的緊湊型

房車不僅是一款可靠的座駕，而

且是維護起來成本最低的汽車。

房車：Honda Accord

RepairPal 指數分 21；年平

均費用 $351。在預計維修費用方

面，寬敞且性能優秀的 Accord 領

先眾多的家庭房車。

中型轎車：Toyota Camry

RepairPal 指 數 分 23； 年

平均費用 $388。Toyota Camry
（凱美瑞）非常可靠，而且保持

最佳狀態並不貴。

跑車：Ford Mustang

RepairPal 指數分 27；年平

均費用 $454。維修費用低廉，

這款偶像級的「小馬車」引領全

部跑車品牌，至少在主流品牌上

如此。誠如老話說的那樣，如

果你不得不問，得花多少錢來

維護一輛 Ferrari（法拉利）或

Lamborghini（蘭博基尼），那也

就意味著你玩不起這玩意兒。

緊湊型SUV： 
Honda CR-V

RepairPal 指數分 22；年平

均費用 $385。作為最早緊湊型

跨界車之一，CR-V 是 Honda 最

暢銷車型，年平均維修費用只比

Accord 高幾十元而已。

中型SUV： 
Nissan Pathfinder

RepairPal 指數分 24；年平

均 費 用 $406。 中 型 Pathfinder
跨界 SUV 在擁擠的 SUV 細分

市上，就可負擔得起的維修用方

面，居於領先地位。

迷你麵包車： 
Honda Odyssey

RepairPal 指數分 24；年平

均費用 $403。比其他所有迷你麵

包車（minivan）的修理和維護成

本都低，Honda Odyssey 年維修

費用比小型麵包車裡面維護成本

最高的車型（Kia Sedona）多約

50 元。

緊湊型/中型皮卡： 
Toyota Tacoma

RepairPal 指數分 23；年平

均費用 $398。一輛皮卡車運行的

成本通常取決於其尺碼類別，在

這方面小車型擁有優勢；Tacoma
略勝自己的競爭對手一籌。

全尺寸皮卡： 
Ford（福特）F-150

RepairPal 指數分 29；年平

均費用 $482。儘管它具有極為豐

www.secretchina.com
www.vision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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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8 GLE400 4MATIC/2018 C 300 4MATIC Sedan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75,755/$49,900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839/$589.52 per month for 45/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5,000/$5,0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75,755/$49,900. Lease APR of 2.9%/2.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
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7.96/$27.96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33,105.00/$26,490.00.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
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October 31, 2018

2018 Mercedes-Benz C300 4MATIC

*不含稅。優惠截止於2018年10月31日。 Stock #: 18820328 

2.9%* $449* $5,000
租賃貸款利率

45 個月

租賃月付款

$5,000 首付

僅需

首付款

2018 Mercedes-Benz GLE400 4MATIC

*不含稅。優惠截止於2018年10月31日。 Stock #: 18824108

2.9%* $799* $5,000
租賃貸款利率

45 個月

租賃月付款

$5,000 首付

僅需

首付款

抓住最後機會體驗心跳感覺。
我們擁有一系列2018年精選車型。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806-3762,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富的配置，但 Ford F-150 在為數不

多、維修費用低的全尺寸皮卡中依

然名列前茅。

重型皮卡： 
Nissan Titan XD

RepairPal 指數分 27；年平均

費用 $463。最近推出的 Titan XD
比貴得乍舌的 Ram 3500 的年維修

費用每年低了近 $800。

迷你麵包車 
Honda Odyssey

跑車 
Ford Mustang

全尺寸皮卡 
Ford F-150

小型轎車 
Toyota Corolla



D3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汽車 Auto 第 23 期     2018 年 10 月11日—10 月17 日    

最後壹塊拼圖

動力方面，沃爾沃為 V60 
Cross Country 提供 3 種不同

的動力選擇，美規車型僅有

最大輸出功率 187kW 的 T5
汽油引擎。歐規則是提供 T5
與 D4 兩種動力選擇，前者最

大輸出功 率 184kW，0-100
公 里 / 時 加 速 6.8 秒，

極 速 210 公 里 / 時；

後者最大輸出功率

140kW，0-100 公里

/ 時加速 8.2 秒，極

速 210 公里 / 時。

沃爾沃官方表示，雖然率

先提供傳統的汽油與柴油動

力，但 V60 Cross Country 未

來會跟上 XC60，V60 與 S60
的腳步，進一步增加可充電式

油電複合動力以及微型油電複

合動力選擇。

——  V60 CrossCountry

該車與其他 60 系列最大

的區別就是安裝了越野外觀

套件。前保桿的造型線條還

是保留現行 V60 的樣貌，並

在下方嵌入消光黑的越野套

件以及中央的銀色下護板，

搭配同樣使用銀色與消光黑

搭配的側裙，嵌入銀色下護

板的後保桿越野套件，還有

輪拱的消光黑防刮塑料，展

現了都會氣息更濃郁的越野

旅行車樣貌。

車頭「雷神之錘」LED
是沃爾沃的招牌設計。雙邊

雙出共四出的排氣管配上了

鍍鉻裝飾。此外新車的車身

高度相比 V60 增加 75mm，

匹配尺寸更大的輪圈，使得

新車看起來更加硬派。

新 車 的 內 飾 與 V60 相

似，基於北歐簡約和諧理念設

計，中控臺配備大尺寸多媒體

顯示屏，支持蘋果 CarPlay 和

安卓 Auto 智能互聯功能。空

調控制則整合到中控屏內以觸

控形式呈現。三輻式多功能方

向盤後是全液晶儀表盤，十分

具有科技感。

配置方面，新車將配備

陡坡緩降以及越野駕駛模

式。另外還有沃爾沃主打的

安全配備，標配城市安全自

動制動系統以及車道保持

輔助系統。此外，該車還

將搭載主動安全系統 Pilot 
Assist，該系統可以在高達

80 英里 / 時（129 公里 / 時）

的速度下協助轉向、加速和

制動，以及提供交通警報，

甚至在緊急情況下自動剎車。

沃爾沃60系列的
【 看 中 國 訊 】 近 日 ，

沃爾沃官方發布了全新V60 

Cross Country的官方圖片。

這是繼XC60、V60與S60

後，以SPA模塊化平臺為基

礎進行大改款的60系列中的

最後壹款車型，該車主打越

野旅行車領域。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Vince Luong
(403) 258-4279

vincel@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9 Acura MDX (YD4H2KJNX) // model shown, a 2019 MDX ASPEC (YD4H0KK)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3.46%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68 // $312 with $6,500 // $6,5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7,404 // $30,836. Offer includes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5), PPSA ($26.50),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 ‡$3,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Tech (YD4H4KKNX ), MDX A-Spec (YD4H0KK), MDX Elite (YD4H8KKN), MDX Elite 
6P (YD4H0KKN) models from Silverhill Acura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September 30,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3,5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 nance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September 30, 2018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Silverhill Acura.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

36個月

租賃2019款MDX起價 

258
每兩週

$6,000 down 
車型代碼: YD4H2KJNX

† 1.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3,500
於其它2019款MDX車型

‡
或者

Da il excepratem simet velit aditatis quame volupta epedis doleni nullores est venda consectis aperum invenda ntius. At quiae culpa nonseri tatiist, et verruptatis eossi ut qui audis min premo dolupta tendes rat pro ducid quia quis doluptaecto vellit occum volum num qui vellupidis iniminimus es di cuptatu 
santis re velendit qui archill aborem reritiae pernamustion re nus, vercia nonsect emquas estiunt magniat eneceribus nosandi onestius am ium eium quam sitatis sitat. Nem fugiti berumquodi vel inctecto doluptibus repudae optas eliqui ducium ditem quo blati volor sumet quo id enditatem dolupta musdaectem 
et et ma ducid quodis ex eumque volectur alit que pedit voluptas dolorae. Ed ulparch iliquat eceptatiam acepers pernatium fugitempos quassunt, cor sum quodi re serem. Nam ium quibusae eligend elique parumquis distisi blam, od quiaerat estest, sam que preicimi, quatur? Nullorument invent aut entio. 
Ut od utempor eperum vid quia dolupta quunt plaborenti te volorumque neceres tiaturis erum qui deseque ad qui temoluptat. Xerit etur? Quibus essita quam fugit, tem untium rempor sitibea dellor rem. Re pro mosamusa verfero repudaeseque alit, ut hill ignis seque sit fuga. Ne ium dolupta tquiatectate 
doluptio. Is earum, accus alistibus repe dolest, quas alicatis maximus, velitiunt quiberem sum non re nes eaquis que voluptis dolupta erovition num iliquam is alique quiat aperferi tem qui am ressimi, quunt que none nemoluptat quo volo con exerum et quiatia dem est omnihicae. Et laborera quis doluptae 
rempere asi doluptatis vollant quia ne nest quiam et dolor sequi audam que ni reicit, sunt. Netum net harum quidem ne excestis etur sa nam quis aut offici quis quossequam, ipsundit, nonetus andaest fugitas as quam, voloraeri res dolorro escima quam, eaquisque estium assim sitia comnis magnia 
nonecaboris as aut magnatur, aperum nim nus a sit istist omnima cus sunt officae nem harum et ulluptas seque pra dolorro reptaquibus aspitium faccum vellore natibus dolor aligendi voluptatur?Bus pel im sundit volor mo dest aligend eriosaecus elitius plaboria cus voles ereiur, volorerae nobit quo vendanto 
offic te consed magnita quatiist, optas non prorempore quas aliqui cora doloreceate cus. Ehent lam, nem. Ut harumque ne volupit atquuntempos quod quiaepel molecus mincim que nonsequam quodigenis qui velessum hillabo. Ut la venderu mquias eium quam fugiae consectatqui con num fugit, ent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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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心 設 計 非 凡 性 能

圖示2019年MDX A-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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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2019款MDX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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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週

$6,000 down 
車型代碼: YD4H2KJNX

† 1.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3,500
於其它2019款MDX車型

‡
或者

Da il excepratem simet velit aditatis quame volupta epedis doleni nullores est venda consectis aperum invenda ntius. At quiae culpa nonseri tatiist, et verruptatis eossi ut qui audis min premo dolupta tendes rat pro ducid quia quis doluptaecto vellit occum volum num qui vellupidis iniminimus es di cuptatu 
santis re velendit qui archill aborem reritiae pernamustion re nus, vercia nonsect emquas estiunt magniat eneceribus nosandi onestius am ium eium quam sitatis sitat. Nem fugiti berumquodi vel inctecto doluptibus repudae optas eliqui ducium ditem quo blati volor sumet quo id enditatem dolupta musdaectem 
et et ma ducid quodis ex eumque volectur alit que pedit voluptas dolorae. Ed ulparch iliquat eceptatiam acepers pernatium fugitempos quassunt, cor sum quodi re serem. Nam ium quibusae eligend elique parumquis distisi blam, od quiaerat estest, sam que preicimi, quatur? Nullorument invent aut entio. 
Ut od utempor eperum vid quia dolupta quunt plaborenti te volorumque neceres tiaturis erum qui deseque ad qui temoluptat. Xerit etur? Quibus essita quam fugit, tem untium rempor sitibea dellor rem. Re pro mosamusa verfero repudaeseque alit, ut hill ignis seque sit fuga. Ne ium dolupta tquiatectate 
doluptio. Is earum, accus alistibus repe dolest, quas alicatis maximus, velitiunt quiberem sum non re nes eaquis que voluptis dolupta erovition num iliquam is alique quiat aperferi tem qui am ressimi, quunt que none nemoluptat quo volo con exerum et quiatia dem est omnihicae. Et laborera quis doluptae 
rempere asi doluptatis vollant quia ne nest quiam et dolor sequi audam que ni reicit, sunt. Netum net harum quidem ne excestis etur sa nam quis aut offici quis quossequam, ipsundit, nonetus andaest fugitas as quam, voloraeri res dolorro escima quam, eaquisque estium assim sitia comnis magnia 
nonecaboris as aut magnatur, aperum nim nus a sit istist omnima cus sunt officae nem harum et ulluptas seque pra dolorro reptaquibus aspitium faccum vellore natibus dolor aligendi voluptatur?Bus pel im sundit volor mo dest aligend eriosaecus elitius plaboria cus voles ereiur, volorerae nobit quo vend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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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英語流利，會講國語和粵語 ;
2. 可駕駛手動擋車輛；
3. 持有效駕照。

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聘聘聘華華華
語語語銷銷銷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

有行業銷售經驗者優先
提供培訓

有意者請聯繫 Navroz Jessani
電郵：navroz@tandthonda.ca
電話：403.291.1444

Country Hills Mercedes-Benz 招聘品牌專家

您對汽車行業有熱情嗎？您是否依靠客戶體驗茁壯成長？
——請立即加入我們的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團隊！無需相關經驗！
我們正在尋找積極、自信、專業的人，他們渴望成功並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快
來加入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團隊——卡城最新的奔馳經銷商！

積極的態度
優秀的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具備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能夠在快節奏的環境中獨立工作，確保

    工作質量和數量符合預期
能夠與現有客戶和新客戶建立並保持良

    好的職業關係
有效的亞省5級駕駛執照（AMVIC註冊）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和強烈團隊合作精神的公司工作，請立即申請！

作為梅賽德斯奔馳鄉
村 山（MBCH） 的 品 牌 專
家，您將與銷售經理攜手
合作，協助客戶找到中意
的車輛並協商令人滿意的
財務條款。您將負責幫助
MBCH實現月度銷售目標。

經過驗證的專注於員工的經理團隊
優厚的薪酬和福利計劃
員工認證計劃和活動
全新的擁有先進設施 9 萬 5 千平方英尺銷售大廳
店內配置餐吧
位置優越
職業發展的機會
綜合培訓計劃

為什麼為我們工作？ 崗位職責

工作要求：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聯繫我們
(587)806-3762

因您而

中國民族風

髮簪步搖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油紙傘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
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絲巾新品

春上新

蕾絲扇

ZenZenZenZenZenZen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地址：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美

文/郭惠潔

居家清潔小妙招

難清理的油脂類

如果一不小心弄翻食用油時，

在打翻的油上倒上麵粉，讓麵粉慢

慢吸收油，接下來抹布或是紙巾就

很好清理。

茶葉泡腳可除臭

腳臭、鞋子臭的困擾該如何解

決？取少許茶葉放在鞋子裡，一陣子

便能去除異味。此外，在盆裡擺一些

溫熱的水，再置入部分茶葉，每天回

家脫下鞋子後，腳放入浸泡一會兒，

可以去除異味。

鋁鍋煮久了會變得暗淡、焦黑，

自然特別難以清洗，用食用醋或是蘋

果皮加水一起煮，焦黑的地方會消失

得無影蹤。

小蘇打清潔效果佳

油漆溶劑是可以去除蠟筆的痕跡的，

但是化學劑量含量太多，氣體揮發到空氣

中，對家人和孩子的健康都有負面影響，

濕布沾些小蘇打，即可把蠟筆汙跡完全去

除。 另外小蘇打水也很能去除衣領、袖

口上的汙垢，對於難清理的電腦鍵盤，也

能使用小蘇打水。

小蘇打粉可以直接清洗嬰幼兒的尿

漬，因為就算清洗了，還是有種難聞的

臭味，所以無論是嬰幼兒尿床留下的難

聞氣味還是廁所地板，都可以使用小蘇

打粉來清洗，效果很不錯。

市面許多芳香劑都含有化學溶

劑成份，會傷害到人體的中樞神經

系統，可使用各種開口容器

裝小蘇打粉，放在鞋

櫃、衣櫥角落，可

以去除臭味，對人體

也不會有傷害。

馬桶刷別使用太久

馬桶刷其實非常容易

藏汙納垢，如果使用太久

而不更換，馬桶反而刷不

乾淨，最好半年就換支新

馬桶刷。有些馬桶刷會和

盛裝的器具成組的販售，

這類型的馬桶刷和容器都

要經常清洗。

整版圖片：FOTOLIA

牆壁發暗

房子住久了，灰塵會附在牆面，時日一

久，房間會看起來比較暗淡，長時間空氣中的

水分會和髒灰塵溶解，一起滲透進牆壁。所以

牆壁一定要定期擦拭。

藤編家具的清潔

藤編家具不可以使用一般清潔

劑。藤條是有彈性的，容易被清潔

劑洗壞。鹽水是藤編家具很好的清

潔劑，除了不會使藤條的彈性減少

外，還能有一定的去汙

能力。使用偏軟的舊

牙刷從網眼由

內向外刷去灰

塵，便可清除乾

淨。此外，小蘇

打水也能去除藤

條上的污垢，也

可以試試看。

勿使用熱水擦拭真皮產品

真皮的產品，如：沙發等，不能使

用熱水擦拭，因為真皮一碰到熱就容易

軟化、變形。

其實肥皂水輕擦

就可以有很不

錯的效果了，

也不一定要使

用 石 化 產 品，

而且這樣更加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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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
好評。

35年中 加 兩 地
行醫經驗；

兩萬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
Michael Zhao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電話：403-255-5288 
地址：#116, 738- 3Ave. SW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徵人
外場服務員數名

廚房助手數名

請致電：403-455-3188（Yuki）

地址：#2243 2213 Centre St NW, Calgary

E-mail: sunday021674@gmail.com

鼎鑽日式小火鍋

尺寸：2.33×2.27英寸

限時推廣價
3 個月    $15/週
6 個月    $12.5/週
12個月    $10/週

聯繫人Amy: 587-500-3288

惠食街

炒鍋、執碼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名片廣告

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孿生熊貓崽生日活動

卡爾加里動物園熊貓雙胞胎要過三歲

生日了，現場有許多有趣的活動

時間：10 月 12 日～ 14 日，上午 10
點到下午 2 點

地點：卡爾加里動物園西部草坪 , 
210 St. George's Drive NE

電話：403.571.0849
網站：www.calgaryzoo.com
票價：$29.95

原創藝術品展賣

50 多位藝術家展示他們的畫作、珠

寶、玻璃、攝影、陶瓷、雕塑和布藝。這

是為婚慶、生日、畢業等購買禮品的絕佳

機會。可收信用卡或借記卡。

時間：10 月 13 日～ 14 日，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

票價：免費參加

地 點：Bridgeland-Riverdale 
Community Association, 917 Centre 
Avenue NE  （距離 Bridgeland 輕軌電車

站一個街區）

提供免費泊車。

秋收找南瓜活動

坐在拖拉機拉著的乾草車上，在農地

裡尋找南瓜。還可以在農家院落裡訪問喜

歡的動物。每個孩子可以帶一個南瓜回

家。

門票：$13.99 ～ $15.99。
時間：10月 6日～ 28日之間的週六及

週日，上午 10：20 ～下午 1：40
地 點：Butterfield Acres Farm, 

254077 Rocky Ridge Road, Calgary
電話：403-239-0638 

Horsin Around
騎小馬、寵物農場、蹦蹦床城堡以及

乘坐馬車等活動

時間：每週六及週日上午 10 點～下

午 4 點

地 點： 距 離 Mahogany 及 Auburn 
Bay SE 交叉口 5 分鐘車程。

網址：www.horsinaround.ca

十月驚駭（Shocktober)
帶領全家人體驗驚駭的遊戲活動。

時間：10 月 6 ～ 31 日。週日～週五

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週六上午 10 點～

下午 5 點

地點：Telus Spark, 220 St Georges 
Dr. NE, Calgary

門票：成人 $26，長者 (65+) $24，
青少年（13-17）$22，兒童（3-12）$19

秋季南瓜節

曾經獲獎的秋季南瓜節是不可錯過的

秋季活動，現已成為許多家庭的年度傳

統。在每個週末提供以下節目：

 9 撿南瓜

 9 塗臉

 9 騎小馬

 9 魔術表演

 9 糖果南瓜大爆炸

 9 迷你南瓜裝飾

 9 手工作坊

 9 小豬賽跑

時間：9 月 29 日至 10 月 28 日，上

午 10 點～下午 5 點

地點： Calgary Corn Maze & Fun 
Farm, 284022 Township Road 224

門票：$16.95，2 歲及以下免費

誠聘誠聘

華語銷售代表
要求：流利英、粵、國語

有意者請聯繫 Sam
info@cellcan.ca / 403.474.3263

有效期：2018年10月12日∼10月18日

小芋頭檸檬（2 磅裝）基拿蘋果蜜柚

新鮮棗子

豬絞肉 / 豬腿肉（連皮）

新鮮燈籠椒（2 磅裝）

牛坑腩（原袋）

日本南瓜

海燕牌龍脷魚柳

哈密瓜

海燕牌 31/40 去頭黑老虎蝦

營業時間：早 9 點∼晚 9 點

店內有更多優惠商品。更多詳情請訪問網站www.luckysupermarket.ca

大廚牌特級絲苗米 超 Q 牌米粉 / 玉米粉 海燕牌雞湯

含味精 原味


	23_A1_Front
	23_A2_News
	23_A3_Alberta
	23_A4_China
	23_A5_HKTW
	23_A6_Topic
	23_A7_Topic
	23_A8_Economy
	23_B1_real estate
	23_B2_Home
	23_B3_Marriage
	23_B4_Food
	23_C1_Culture
	23_C2_Literature
	23_C3_Health
	23_C4_Biling Fiction
	23_C5_Fortune
	23_C6_Education
	23_C7_Anecdote
	23_C8_Travel
	23_D1_CarNews
	23_D2_CarNews
	23_D3_Life
	23_D4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