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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香港局勢11月11日以來驟然升級，繼警察
近距離朝民眾連開實彈3槍後，12日港警首度
衝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園，與學生爆發

激烈衝突，瞬間校園變成硝煙瀰漫、火光血水

相間的戰場，引發國際高度關注。北京政府有

何意圖，將有何後續動作？美國《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是否因此加快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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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學之道(上)
The Great Learning in Ancient China (Part 1)

《聖經》插圖「中國化」耶穌著漢服 瑪利亞成中國婦女A6  以所有可能的方式逃離
Escape in all possible ways from communismA9Chinese illustration of the Bible: Jesus & Mary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13 日中大宣布，第一學期從即

日起提前結束，直至來年 1 月第二

學期開始。香港浸會大學當天也宣布

提前放假。香港教育局宣布 14 日全

港學校停課。

中大事件回放

上週 22 歲香港科技大學學生疑

似「被墜樓」傷重不治，少女在警署

被輪姦導致懷孕的消息在流傳，港府

拘捕多名民主派議員等，將港人的怨

憤推至新的沸點。民間醞釀「和你周

圍塞」的「黎明行動」，即設置路障

以配合罷工、罷市、罷課的倡議。香

港校園也有人堵路，包括中文大學。

12 日香港警方衝入中文大學校

園，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攻擊數百

名筑壘對抗的抗議者。學生們則拿起

鋪路石、汽油瓶還擊。夜幕降臨，警

方動用水炮轟擊，抗議者點燃了路

障。槍聲不絕於耳，標示抗爭口號的

黑色旗幟在火光映襯的夜色中飄揚。

警方最後撤走。

校園臨時救護站負責人披露，在

衝突期間收到至少 119 起學生求助

個案，更傳出有人頭部中彈不省人

事，不少學生燒傷、脫臼。由於現場

醫療資源缺乏，外界得到中大求援信

息後，很多市民開著自家車前往馳援

中大。（下文轉 A2）

中大變戰場中大變戰場  
世界在抉擇世界在抉擇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淪為反送中戰場，引發國際關注。（譚蕙芸臉書）



Albert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2 看要聞 News 第 80期     2019年 11月14日—11月 20日    

（上文接 A1）為給中大解

困，港人在網上串聯，試圖施

「圍魏救趙」策略，在香港多個

區域快閃堵路，希望藉此分散警

力，舒緩中大校園受到的猛攻。

同日在其他幾所大學，也爆

發了衝突，相對規模較小。如在

城市大學，警方向城大宿舍發射

多枚催淚彈。NOW 新聞拍到，

有指揮官對持槍警員喊道：「他

的頭露出來了，打頭啊！」警方

後證實，12 日共發射 1567 枚

催淚彈、1312 發橡膠彈，過程

共逮捕 142 人。

香港地政總署資料顯示，中

大校園範圍是政府批出的私人土

地，保安工作由大學負責，警方

進入校園時應遵循適當規定。但

港警稱，校園不是私人土地，警

察進入不需要任何人批准。

軍隊可能介入

11 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強

硬表示抗議者「一定不可以爭取

到你們口中所謂的政治訴求。」

13 日傳北京正在重新考慮派軍

隊平息香港的示威活動。

13 日中午多架標有「八一」

字樣的解放軍直升機在香港中文

大學和大埔公路上空徘徊；石崗

軍營內的中共軍隊也全副武裝待

命。有人估計，此舉表明北京可

能介入香港事件。

12 日中大大陸學生微信群

傳出，香港中聯辦已安排車輛接

載他們回深圳；有學生證實，中

聯辦確實安排他們去深圳暫住。

中聯辦負責人 12 日發表聲

明，稱香港暴力分子「這種光天

化日之下的謀殺行徑是赤裸裸的

恐怖主義」，《美國之音》報導分

析，「謀殺犯」和「恐怖主義」

這種「定性」的變化，可能預示

�六 (11 月 16 日 )  1-3:30 pm

�日 (11 月 17 日 )  2-4:30 pm
90 Arbour Vista Close NW1

180 Panamount Hill NW2

獨立�層屋 2224 呎,������步小徑,
寧��街,由 Cardel Homes 建成,��一�,
較��屋頂 ��水爐,主人套�� 5 件裝�
套 , 家庭���層高��,旋轉�梯,�大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599,900

�校� Edgemont

獨立�層屋 1601 呎建於 2006 年 , 位於寧
��街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 9 呎高 , 實
木�� , ��油漆 ,3 �� ,2.5 浴廁 , 主人
�� 4 件裝�套 , �大雙車��暖��� ,
���� , 學校 ,
�車站��場� $429,900

西北 Evanston

獨 立 � 層屋 1769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位
於寧��街 , 較�屋頂��牆 , 開放式設
計 , �大 Bonus Room �� 9 呎高 ,3 �
� ,3.5 浴廁 , ���� , 學校��車站�
�勿錯� ! $439,900

西北 Citadel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400 呎 ,Walk-Out 土 庫� 部
完 成�獨立 廚� , 客��壁 爐 , 較 �屋頂
(2017 年 ) ��合�� ,2+1 �� ,3.5 浴廁 ,
�大 Bonus Room, 位於寧��街 , ���
� , 大��超市 ,
�車站��場� $39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新
上
市

豪�獨立三層屋 349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2014 年 ,
� 180 度�敵�景 , �置升��可逹所��層 , 主層�
二���高 10 呎��舖實木�� , 客�� 14 呎高�
��壁爐 , 廚��高�不鏽鋼家��石�檯面 ,4 ��
4.5 浴廁 , ��學校�
����車站� $1,699,900

�市中心 Bridgeland

獨立�層屋 2046 呎,土庫�部完成,
主層�層鋪實木��,開放式設計,�
大廚�,4 個��,3.5 浴廁,���車
站�大���場
�飛�場� $47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1378 呎,加土庫�部完成,
主層�拱形天��實木���3+3 ��,3
浴廁�主人套�� 4 件裝�套�土庫�家庭
��3 個���衛生間和洗衣����學校�
�車站���� $449,900

西北 Sandstone

新
上
市

豪�城市屋 1374 呎建於 2013 年,��天
��林 , ����景 , 光猛向南�� , 主層
��高 9 呎�實木�� ,2 個主人套� ,2.5
浴廁 , ��雙車� , ���學校 Webber �
Rundle College� $435,000

西南 Aspen Woods

獨 立 平 � 1314 呎 , � 大 65 呎 寛 � 皮 ,3
�� ,2 浴廁 , �� 45 街夾 17 大�輕鐡站 ,
學校 , ��� 2 ��車站���不�鋼家� ,
較��户 , �合�� , 䁔�爐 , �水爐 , �
頂���單車庫 ,
�勿錯� ! $549,900

西南 Glendale

西北 Arbour Lake
豪�獨立�層屋 2789 呎,Walk-out 土 庫
� 部 完 成�� � � �,� � � � 景,建 於
2004 年�主層�實木��,9 呎��高,旋
轉�梯,中���,4+1 ��,3.5 浴廁�土
庫��吧����場�
�車站���� $928,800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902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步小 徑 , 由 Arcuri Homes 於 2001 年 建 成 , �
�屋頂 , �氈�油漆 , ��一� , 主層�� 9 呎高 ,
實木 �� , 開放式設計 , 廚��不� 鋼家� ,3+1
�� ,3.5 浴廁 , ����,
學校 , �車站��場� $48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獨 立 Bi-Level 1287 呎,Walk-Out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廚 � , 主 層 � 拱 形 天 � ,3+2 �
� ,3 浴 廁 , 主 人 套 � � 4 件 裝 � 套 , 土
庫�獨立門出� , 較� �大陽臺 , ��學
校 ,Superstore, ��
��車站� $465,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頂層 2 ���2 浴廁�� 931 呎,開放 式
設計,客� ��� 光猛開陽,廚��中�
島�不� 鋼家�,露台�� 景,單位��
洗 衣 �,一 個 停 車位,�� 學 校�� 場 �
�車站� $1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1

新
上
市

獨立平� 975 呎 + 土庫�部完成��門出
� , 可步行至學校� Nose Hill �� , 較�
屋頂 , 暖 爐��水 � ,3+2 �� ,2.5 浴廁 ,
�大�院���雙車� , ��學校����
�場�C-Train
��車站� $429,900

西北 Brentwood

獨立�層屋 23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 向南�院較�屋頂 , �水��中����
主層��高 9 呎�鋪實木�� , 家庭��壁
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4+1 �
� 3.5 浴廁 , ���
���場��車站� $649,900

�校� Edgemont

2

看

著特區政府，甚至北京政府將採

取更嚴厲的強制措施。

為何進攻中大？

香港中文大學面積廣闊，其

中百萬大道及烽火臺是香港學運

及民運的聚集地。中大最初是由

幾所書院合併而成，這些書院

的成立緣於 1949 年大陸地區易

幟，大量民國優秀學者逃離大

陸。比如新亞書院的創辦人國學

大師錢穆，開宗明義：「在今日

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

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

以免誤入歧途……」

儘管當下的香港民主運動具

有水般特質，沒有傳統運動當中

的領頭人，但在香港「三罷」行

動中，中文大學是一個策劃中

心。因此有不少人士認為，當局

鎖定培養自由意識的大學，意圖

用壓制主力年輕人的方式，達到

削弱抗爭力量的目的。

另外，香港國際網絡交換中

心由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服務

處負責，所以港警試圖攻進中大

目的是為了搶奪這個中心，為了

下一步控制香港的新聞傳播等做

準備。也有評論員認為，港警此

舉是為了刺激港民，進一步搞亂

香港，首先達到或暫停、延後即

將到來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而五個月的香港動盪，讓北

京政府顏面盡失，因此北京慾速

戰速決、平息抗爭。在四中全會

中，中共高層或達成內部共識，

對港民進行極限施壓，用挑釁和

刺激民眾憤怒的方式，從而讓警

方找到合理藉口來升級鎮壓，大

規模「平暴」。

港民不屈

當前港民尚未出現任何退縮

的跡象。 12 日當夜香港大專學

界 11 所高校發表聲明呼籲：「一

方有難，八方支援。我等絕不坐

視不理，活於平行時空，誓與中

大共存亡。……學生無罪，暴政

應亡。」香港學術自由學者聯盟

也發表聲明，呼籲大專學界教職

員和學生考慮罷課，以促請政府

回應抗議者訴求。另據《紐約時

報》報導，抗爭者得到廣大港民

的支持。志願大軍有來自香港各

個行業的專業人士。「如果沒有

公眾的支持，這場運動失去動力

的時間會早得多」，聖母大學政

治學家許田波說。

香江才子陶傑在《蘋果日報》

撰文分析，如此大規模的民主示

威，只有兩條路：一、出百倍的

軍力鎮壓，抗爭從此噤聲；如

1989 年的鄧小平所為；二是抗爭

人數宏大，獨裁政府終於倒臺。

中國會選擇哪個方向呢？

國際環境劇變

大部分觀察者認為，決定中

國未來路徑的，除了內部因素，

還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

11 日、12 日的香港事態，

進一步推動了國際社會對香港問

題的認知。 13 日英國《金融時

報》刊文指港府已失去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金融時

報》以「編輯部」名義撰寫的文

章，份量頗重。極少公開回應香

港事態的韓國、日本政壇，12
日也罕見發出支持港民的聲音。

美國國會眾議院上個月中旬

全票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左：前往中大支援的私家車堵塞了道路（視頻截圖） 中：港警在中大發射近3000發各類子彈。(Getty Images)  

右上：港警12日抓捕了142名示威者。（美聯社）右下：中大年輕人收集的各種子彈殼共2356枚。（網絡圖片）

中大變戰場 世界在抉擇
案》（簡稱《法案》），但此後一

直未被提上參議院投票日程。有

分析人士認為，即使是華府鷹派

人士中，也對中國的市場抱有期

望，在維護美國價值和獲得中國

市場兩者間，他們尚未找到兼得

之道，因而在香港議題上，一拖

再拖。而部分美國企業擔憂《法

案》帶來經濟損失，亦遊說國會

參議員，希望叫停《法案》在參

院的進程。

但香港步步升級的態勢令美

國上下對共產黨政權的認知程

度幾乎與日俱增。 13 日夜間，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發起人盧

比 奧（Macro Rubio）在推特

上表示，「今天在參議院，就推

動該法案通過方面取得重大進

展。」當日稍早時間，盧比奧與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里

施（Jim Risch）一起，與參議

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會面，討論就該法

案進行參議院全體投票事宜。

之後香港眾志在其臉書專頁

上表示，從美國兩黨幾位人士

處分別收到確認，美國參議院

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開綠

燈，最快本週內開始審議，本月

22 日前完成立法程序。

此外，外界在密切關注，香

港事態的升級是否影響到第一期

中美貿易協議的簽署。在上週

五《華盛頓郵報》有專欄作家撰

文說，「如果美國張嘴指責北京

和香港官員侵犯人權，中國政府

會威脅懲罰美企、並破壞貿易協

議。」但在急劇變化的香港局勢

推動下，即使是上週五，似乎已

屬於過去了。

海外媒體評論員夏小強認

為，港民的抗爭，給全世界的國

家和政府、以及所有的人，提供

了一個選擇的機會。面對正義和

邪惡，短期利益與終極價值的問

題，每一個人，都要從內心，做

出一個基本的、道德和精神層面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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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1 月 9 日（週六），省

長康尼（Jason Kenney）在紅鹿市曼寧

中心會議表示，推行亞省「公平交易」計

畫，以獲得聯邦更公平的待遇。

康尼演講

康尼宣布，作為解決「加拿大大草原

上的嚴重不平等和不公正感」計畫的一部

分，亞省政府將在渥太華，魁北克和卑詩

省開設辦事處，以捍衛該省的經濟利益。

此外，政府還建立了一個 9 人「公平

交易小組」，考察亞省與聯邦達成的一些

協議的利益，例如加拿大 - 亞省稅收征管

協議，加拿大退休金計畫和亞省警察服務

協議。並探索達成一項在亞省徵收聯邦稅

的協議，以及創建自己的省級養老金計畫

和省級警察部隊。

康尼在掌聲中宣布，「亞省人為渥太

華工作已經太久了。現在是渥太華開始為

我們工作的時候了」，「我們現在要求加

在拿大亞省公平交易。」

「亞省尊重憲法並使渥太華擺脫困

境，我們一直盡力在做此事：發展經濟，

創造就業機會，重返工作崗位，並為加拿

大的財富做出超額貢獻」。

康尼說，亞省將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更

多地受益於本省，方法是將非可再生資源

收入從均衡公式中排除，對均等化轉移支

付設置上限，並要求對就業保險進行改

革。

公平交易小組將在 3 月底之前提交

報告，於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 月 30
日與公眾和利益相關者進行磋商。

康尼表示，方案必須得到亞省大多數

人的支持，才能實施。

符合憲法

根 據 憲 法 律 師 米 勒（Brendan 
Miller）的說法，所有這些變更都是可能

的，而無需修改加拿大的最高法律。

他確認公平小組將有效探索亞省不

再依賴渥太華的方案，「不需要憲法修正

案」。

米勒評論道：「本質上是在主張而不

是在獨立或退出，這不是正在發生什麼

事情，而是在聯盟中樹立我們的積極作

用。」

「如果渥太華不想聽我們的話，並且

從根本上不為亞省謀取我們的利益，那麼

我們將開始採取更多的控制權，如果願意

的話，我們將開始（選擇）我們自己的

道路或命運。」

並非分離

官方反對派、新民主黨領導人諾特利

（Rachel Notley）指責康尼煽動西方分離

之火。

她表示，康尼「利用數十年前衰敗想

法來播種分離的種子，發掘了亞省人日常

的真實挫敗感」，但「亞省是加拿大的一

部分，康尼需要接受這一點」。

康尼宣稱「我是而且永遠是加拿大

愛國者」。雖然他和其他亞省人一樣生

氣和沮喪，「我們都認為現狀是不能接受

的」，但「永遠放棄加拿大並不是解決這

個問題的答案」。

可否實現

皇家山大學的政治學家布拉特

（Duane Bratt）稱，「（康尼）提出的想

法並不新鮮」，但與以前不同之處在於康

尼任命的專家小組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

「如果這樣做的話，它將徹底改變亞省。」

布拉特指出，「公平交易」計畫著眼

於亞省在加拿大的「主張」本身，但並非

脫歐。

康尼的演講「結束了分離的爭論」，

「現在任何退出的討論都將被亞省在加拿

大擁有更大的自治權所取代。」

這是亞省優先的方法，但問題是，其

他省份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嗎？

布拉特表示，康尼和莫伊（Scott 
Moe）在薩斯喀徹溫省建立了這種聯盟。

但薩斯喀徹溫省人口較少，可能會影響其

養老金的計畫，以及加拿大皇家騎警的歷

史。

「魁北克願意因為語言，文化，歷史

等民族特徵而為所有這些計畫和服務重複

支付額外費用。亞省人願意為此支付額外

費用嗎？」

布拉特表示，公民投票將如何進行，

其結果如何影響康尼最大化影響渥太華的

計畫，以及亞省是否會支持這些計畫，都

是未知數。

卡城公交（Calgary Transit）計

畫明年推出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手機電

子車票（mobile ticketing）服務。

系統的 MyFare 應用程序測試成功，

乘客可在手機上購買和驗證成人、青

少年月票或單程票。

公交公司表示，相對紙質車票而

言，電子票易於保存和攜帶。該系統

的便利性會使越來越多的人們喜歡，

他們未來幾年的目標是使 10% 到

25% 的用戶受益。現金和傳統的紙

質車票仍然有效。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8 日，麥當

勞將為顧客提供價格實惠的寒冬「暖

手器」——1 元價格、任何尺寸的

McCafe 咖啡，或 2 元的任何小杯拿

鐵，其中薄荷拿鐵在麥當勞的網站

上被描述為「經典拿鐵節日版」。 1
元咖啡促銷活動將在加拿大各地的麥

當勞門店進行。

上 週 五， 總 部 位 於 卡 城 的

Enbridge Inc. 宣稱，他們對其主要

管道 Mainline 系統做了優化處理，

預計到年底其石油日輸送量將增加

10 萬桶，佔加拿大向美國出口石油

量的 70% 左右。其最初目標是將日

輸送量提高 5 萬到 10 萬桶，比加拿

大自然資源有限公司預期的 8.5 萬桶

增加了 1.5 萬桶。

Enbridge 第三季度的利潤為

9.49 億，股價上漲，而去年同期虧

損了 9000 萬。

上週三（11 月 6 日），《人體組織和

器官捐贈（假定同意）修正法》獲得省議

會一讀通過。如果該法案通過，意味著未

經事先同意，所有亞省人都可能很快成為

器官和組織的捐助者。

當今的器官捐贈系統法案規定，如果

某人想在死後捐獻器官，他（她）必須

選擇「同意捐贈」，且讓家人知道他們的

願望。如果上述「假定同意」修正法成為

法律，一個人就只可選擇「拒絕捐贈」而

不是「同意捐贈」。

聯 合 保 守 黨 議 員 Matt Jones 說：

「90% 的人支持器官和組織捐贈，但計畫

捐贈的人不到 20%。」

週二（11 月 12 日），總理賈斯汀．

特魯多（Justin Trudeau）在總理的國會

山辦公室會見了保守黨領袖安德魯．謝

爾（Andrew Scheer）。謝爾指出西部的

疏離和「我國正面臨的民族團結的真正危

機」。

謝爾表示，他同總理談到了國家所面

臨的民族團結危機，並談到當務之急是應

對西部的挫敗感和恐懼，敦促總理制定一

個「路線圖」，完成跨山管道擴建項目以

解決經濟問題，呼籲特魯多 11 月 25 日

重新召開議會，保守黨將推動一項計畫，

以解決國家日益擴大的分歧，生活成本以

及能源行業的經濟衰退的問題。

在一項有爭議的信息共享協議下，加

拿大政府與 IRS( 美國國稅局 ) 共享的銀

行記錄數量急劇增加。

9 月份，按照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信

息共享協議，CRA（加拿大稅務局）向

IRS 發送了 90 萬份加拿大居民的財務記

錄，比上一年的發送記錄增加了 1/3。
該協議是美國根據《外國帳戶稅收合規法

案》（FATCA）為了遏制離岸偷稅漏稅

而達成的。迄今為止，260 萬份加拿大人

的銀行記錄已與 IRS 共享。多倫多律師

理查森說，IRS 此舉會致使一些居住在美

國的加拿大人主動向 IRS 報稅，也會迫

使很多人直接放棄美國公民身份。

近來，電話詐騙走家串戶。卡城

警方忠告市民：挂斷不需要任何費用。

警方稱，比較典型的電話詐騙方

式有兩種：

1. 社 保 號（Social Insurance 
Number,SIN) 類的詐騙。詐騙者謊

稱是聯邦政府的執法人員，說接電話

人的社會保險號出了問題，要驗證他

們的身份，以此為由來套取接電話人

的個人信息；或是聲稱他們捲入了什

麼司法糾紛，或是欠了政府的稅款，

不馬上交就會被逮捕或被驅逐。

2. 冒充警察電話行騙。電話上

顯示 403-266-1234（卡城警方的非

緊急電話），用以煩擾警察和佔用警

方資源。警方說，該號碼的真實電話

顯示為「被阻止」（blocked）。

卡城警方忠告掛斷詐騙電話

卡城公交明年啟用電子車票

麥當勞一元咖啡即將回歸

Enbridge日輸油量將達10萬桶

亞省推「公平交易」

亞省省長康尼與總理特魯多會談。(Getty Images)

診所新址：#320 3916 Macleod Trail SE    電話 : 403-592-8509 （粵 / 國 / 英） www.365acupunctureandmassage.com

365 Acupuncture & Massage
卡城大型中醫診所 原綠葉診所 11月 15日更新喬遷

付弋博士致力於打造為卡城服務的優質中醫大師團隊

主治範圍
> 婦科
月經不調、痛經、閉經、
乳腺疾病、更年期綜合症、
不孕症等

> 呼吸科
哮喘、肺氣腫、肺心病、
過敏性鼻炎等

> 免疫專科
風濕、類風濕性關節炎，
系統性紅斑狼瘡等

> 心血管科
高血脂、高血壓、冠心病等

> 消化系專科疾病
慢性胃炎、胃潰瘍、
胃神經官能症、慢性直腸炎、
腸易激綜合症、糖尿病及併發症、
肝炎等

> 精神、神經性科
失眠、抑鬱、焦慮、臆病、
精神分裂症、顛癇綜合治療管理、
中風、面癱、頭痛、偏頭痛、
三叉神經痛等。

> 痛症專科
癌症疼痛、帶狀皰征疼痛、
頸椎病、腰椎病、坐骨神經痛、
車禍後遺症等

> 皮膚科
帶狀皰疹、凍傷、濕疹、蕁麻疹、
皮膚乾燥症、皮膚搔痒症、
牛皮癬、痤瘡、
頑固性脂溢性皮炎、
頑固性脫髮、斑禿等

喬遷優惠一個月 

新病人憑此廣告
獲 10% OFF 優惠
贈送多款保健茶

減肥     脫髮     斑禿     針灸增高   

醫學美容 - 祛斑、祛皺、

青春痘、卵巢保養

另有中醫特色項目

（贈品先到先得，贈完為止）

亞省簡訊

加稅務局向美提供
居民財務數據

亞省將推「假定同意」
器官捐贈法

保守黨謝爾促
建設跨山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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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11
月 7 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突襲

搜查了美國北馬里亞納聯邦總督

的辦公室及住所，以及數個與博

華太平洋公司相關的辦公室。據

悉，博華太平洋這家賭場，在中

美都具有相當的背景，水深直通

中美政界頂層。

FBI突襲是 
一次重大行動的一部分

美國北馬里亞納群島自由

邦，是美國位於西太平洋上的戰

略要地，二戰後，群島由美國管

治，1986 年 11 月正式成為美

國領土。群島包括 15 個島嶼，

其中面積最大、最知名的島嶼是

塞班島。

據當地媒體 Saipan Tribune
報導，至少有 5 名聯邦調查局

特工進入了總督拉爾夫 · 托雷斯

（Ralph Torres）的辦公室，總

督府的工作人員接受了詢問，電

話被沒收，電腦文件也被檢查。

與此同時，當地由華人開設的賭

場——博華太平洋公司的財務、

人力資源辦公室以及該公司顧問

Alfred Yue的辦公室亦被搜查。

此次 FBI 的突擊行動，據

悉是一次重大行動的一部分，

FBI 在全島範圍內執行了多項搜

查令。

博華太平洋的表面股東

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的前身是一家食品加工及貿易

公司。 2013 年 9 月，該公司被

崔麗傑收購 74.99% 的已發行股

份。被收購後，該公司主要業務

變更為開發及營運目的地賭場，

現已在塞班島開發綜合度假勝

地，設有賭場、豪華酒店、餐

廳、零售商店及休閒設施。

博華太平洋主要股東為崔麗

傑和紀曉波這對母子，紀曉波是

臺灣一線女星吳佩慈未婚生四子

的配偶。

賭場與總督家族 
利益密切

2014 年，塞班島自治政府

因資金短缺，放開了對賭場的管

制，並授予博華太平洋公司修建

賭場的許可。

彭博社報導說，博華太平洋

自 2014 年抵達塞班島以來，已

成為該島的主導力量，「它已經

向總督拉爾夫 · 托雷斯的家族支

付了數百萬美元的款項，其中包

括長期土地租賃交易，僱用其兄

弟的律師事務所打理塞班島的法

律事務。」

賭場營業額驚人 
或涉洗錢

紀曉波拿到該島博彩牌照

後，2015 年，就在島上開設了

太平洋娛樂這家小賭場。這個只

有 16 張輪盤賭桌的小賭場，一

年營業額竟高達 320 億美元，

盈利能力遠遠超過號稱世界最大

博彩市場的澳門，令博彩業和金

融業人士感到震驚。

賭場的鉅額現金流引起了

美國有關機構的注意。 2016 年

11 月，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消

息稱，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

辦公室，派員實地到博華太平洋

賭場考察，指其實際營運情況與

公布數據似有不符，因此開始

調查博華太平洋是否涉及「洗黑

錢」，但美國財政部及司法部均

未回應消息。

使塞班島賭場揚名的，還有

另一些重要人士。比如，中國

金立公司創始人劉立榮 2018 年

11 月 24 日接受《證券時報》的

專訪時承認，自己參與過賭博，

輸掉的錢大約十幾億，而賭博地

點不在香港、澳門，是在塞班

島。

據悉，一些高消費的貴賓客

戶一般按照轉碼營業額的百分比

獲取佣金及津貼，賭場「洗錢」

的名聲由此而來。

金錢王國的中國勞工

年營業額高達 320 億美金

的金錢王國，2017 年 5 月，卻

爆發了中國工人抗議事件。媒體

爆出承包商通過中介公司，利用

旅遊簽證將中國工人帶到博華太

平洋打黑工，數百名中國勞工擁

擠在條件很差的屋子裡，許多人

還得忍受各種工傷。

博華太平洋的美國沼澤

既然博華太平洋早已被美國

執法部門盯上，為何還能持續運

轉呢？這或許涉及眾所周知的

「華盛頓沼澤」。

公開資料顯示，2016 年 4
月 20 日，該公司在〈自願公告 
成立顧問委員會及委任其成員〉

公告中，委任前美國民主黨全

國委員會主席前賓夕法尼亞州

州長埃德 · 倫德爾（Edward G. 
Rendell）、前紐約州州長大衛 ·

帕 特 森（David A. Paterson）
和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 · 弗
里（Louis J. Freeh）為顧問委

員會成員。

不僅如此，博華太平洋的股

東崔麗傑還曾於 2016 年，獲得

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接見，據

悉，崔麗傑及博華太平洋高層在

獲得奧巴馬接見時，還向奧巴馬

介紹了塞班島項目。

彭博社在一篇名為《中國一

家賭場佔領了美國一塊土地》的

報導中寫道：「塞班島雖仍是美

國領土，仍使用美元、美國郵政

和美國法律，但 2014 年，當一

家中國賭場運營商抵達這裡，在

幾乎完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將

塞班島變成了美國金融體系的一

個後門的時候，這個地方似乎越

來越不像美國了。」

博華太平洋直通中南海

博華太平洋的中方背景更是

驚人，大股東紀曉波，被稱只是

隱形資本大鱷車峰的「馬仔」。

車峰的岳父戴相龍，歷任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天津市市長，全

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等職。 2015 年，車峰在北京被

抓，牽出戴相龍與曾慶紅、劉雲

山、賈慶林、梁光烈、張高麗等

五大家族的貪腐醜聞。

此次 FBI 的突擊行動，據

稱是一次重大行動的一部分，這

次「重大行動」，日後是否會掀

起美中政商界地震，目前仍有待

觀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區域性經營的中小銀行

風險不斷爆發，雖然中國銀保監

會表示中小銀行風險完全可控，

但是近期仍然有兩家銀行出現了

擠兌風波。

11 月 12 日，中國銀保監會

新聞發言人、首席風險官肖遠企

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對於個別

小機構出現的風險，因為它的規

模小、風險暴露相對少，對這些

機構出現的風險我們覺得完全可

控。」

出席同一場合的中國銀保監

會城市商業銀行副主任劉榮稱，

機構出現風險時首先要自救。

此外，加強公司治理、改善

股權機構，強化對股東行為能力

都是處置風險的方法。

根據肖遠企聲稱，個別小機

構出現的風險，是指此前河南伊

川農商行和遼寧營口沿海銀行相

繼遭遇擠兌風波。

據營口當地市民稱，當局拘

留了很多人，引發了更多民眾的

擔憂，所以擠兌依然在持續。

從去年底的四川自貢銀行爆

發擠提以來，中國的銀行體系警

報頻傳。

今年上半年，明天系旗下的

包商銀行被官方接管，而日前

爆發的河南伊川農商行擠提風

波，當地官方也都迅即介入「維

穩」。

中國央行 11 月 5 日公布了

對大額現金管理試點的徵求意見

稿。試點將在河北、浙江和深圳

進行，為期兩年。

對於公帳戶（企業）的現

金管理起點是 50 萬，對於私帳

戶起點，河北是 10 萬、浙江是

30 萬，深圳是 20 萬，凡是達到

這一數額以上的客戶，在存取現

金時都要進行登記。

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

任關焯照表示，此舉是官方擔心

銀行出現問題，故想進一步監控

現金走向，亦想打擊走資。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中

國金融學者賀江兵認為，官方

害怕擠兌銀行蔓延：「對區域性

的銀行，一個謠言就可能造成

恐慌；所以，地區性的銀行，

擠兌也是一種金融風險，它害

怕蔓延。」

美國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

所所長李恆青的估計更為悲觀：

「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以後，這樣

的問題越來越多，因為貸款出去

的企業經營不善，沒辦法還錢，

所以就出現大量的壞帳。這樣的

速度會越來越快。你會發現，在

未來一段時間，會有越來越多的

中小銀行倒閉。」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社交

平臺 12 日瘋傳北京朝陽醫院爆

發鼠疫，兩名來自內蒙古的人已

於 12 日確診。據悉，鼠疫影響

力不亞於非典，歷史上多次爆發

該疫情，導致數以千萬人死亡。

北京發現鼠疫病人的消息

12 日在微信朋友圈廣傳，消息

指接收鼠疫病人的朝陽醫院急診

部已經封閉，「聽說影響力不亞

於非典」。有民眾得知消息後

要求官方出面回應；也有人建議

在官方公布消息前「別去朝陽醫

院了」。

12 日深夜，北京市朝陽區

政府發布消息稱，內蒙古自治區

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有 2 人

經專家會診，診斷為肺鼠疫確診

病例，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陽區相

關醫療機構「得到妥善救治」。

經濟觀察網報導，北京朝陽

醫院急診科接到這 2 名患者後，

2 人曾住進負壓病房，12 日中

午確診罹患肺鼠疫。院方負責人

更聲稱，「沒有必要恐慌，一切

盡在掌控中。」

有記者詢問「一切盡在掌控

中」，院方負責人稱，患者已不

在朝陽醫院，轉去別的醫院，具

體情況等官方正式通知。

智利突然取消亞太經合峰會

金融變局 中小銀行風險爆發

北京驚爆鼠疫北京驚爆鼠疫

川普演講 
談及美中貿易戰

塞班島總督府遭調查  水深通政界頂層

FBI突襲 涉中美政商黑幕

美麗的塞班島（Adobe Stock）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週二（11 月 12
日）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了

演講，談及其當政以來美國經濟

取得的成績，也提及了美中貿易

戰。川普表示，他的政府上任以

來，美國經濟連續增長，成功創

造了 700 萬新工作崗位，失業

率創出新低。

談及美中貿易談判時，川普

表示，中美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接近達成，但如果達不成，他將

繼續提高關稅。川普強調，與中

國的貿易協議，完全在美國的掌

控之中。

在發表正式演講前，川普還

批評了美聯儲對降低利率的猶

豫，並指責美聯儲限制了美國經

濟和股市的漲幅。川普表示，自

他的政府上任以來，美國經濟蓬

勃發展，股市也連續上漲，標

準普爾 500 指數上漲了 35% 以

上。川普說，如果不是美聯儲的

拖沓，這些數字可能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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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

【看中國訊】10 月份，由於公寓和鎮

屋的銷量增加，卡城房屋銷售較去年同期

增長了近 10%。

新上市房屋數量有所減少，有助於減

少市場庫存，緩解供過於求的狀況。儘管

供求趨於平衡，但市場仍供過於求，價格

仍低於去年的水平。

「城市就業狀況發生了變化，非傳統

行業的就業在不同的薪級範圍都有所增

長。這與更實惠的住房產品受市場青睞

的情況一致。」CREB（卡城房地產委員

會）Ann-Marie Lurie 表示，「但是，在

高端市場，供應過剩的情況正在加劇，因

為市場供應未按需求的減少進行調節。這

可能會導致房價波動，導致整個城市的房

價不穩。」

在整個市場中，並不是所有類型和價

格範圍的房屋銷售都有改善。在較低價格

範圍的各類房屋銷售都有所增長，但這尚

未驅動房價上漲，因為供應水平持續上

升。

10 月 份， 全 市 房 屋 基 準 價 為

422,900 元（未調整的），略低於 9 月的

水平，比去年同期低 2%。

10月住房市場概況
獨立屋

由於東北區和北區以外所有地區銷售

都有所增長，本月銷售量略高於去年同

期。今年迄今為止，銷量與去年同期相

當，但仍比長期平均水平低 19% 以上。

本月新上市房屋數量繼續減少，但速

度較過去 8 個月的記錄有所緩和。

銷量的增長和新屋上市的減少使庫存

下降了 15%，現為 3,391 套。市場待售

期不到 4 個月，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

降，但從長期來看仍然很長。除北部區

外，所有其他區的房屋待售月數都有減

少，或因北區新建房屋數量大導致。

由於除東南區和東區以外的所有區房

屋基準價（未經調整的）較 9 月份均有

所下降。總體而言，10 月份價格保持在

比去年低近 2% 的水平，比之前的高點低

近 8%。

公寓

本月公寓銷售持續增長，新房源減

少。這有助于于降低庫存，並使待售期減

少到 6 個月以下。儘管銷售有所改善，

但是從仍為堅實的買方市場。

北區、西區和東南區的銷售增長，推

動了今年以來的銷售數據。除東南區外，

所有地區庫存均出現下降。

總體而言，年初至今的價格比去年

下降了 2% 以上，比最高價格下降近

17%。但是，今年價格有企穩跡象。東

北、東南和東區的價格仍與去年相當。

多戶型屋

多戶型房屋市場繼續顯示出最大的銷

售增長，今年迄今增長了近 7%。除西北

和東北地區，所有地區情況都有所增長。

今年到目前為止，新上市的房屋數量

減少了 8%，導致庫存下降，供應過剩的

數量也減少。

像其他房屋類型一樣，該房型市場也

是供過於求，驅動價格走低。 10 月份，

半獨立屋和鎮 / 排屋的價格分別比去年低

2% 和 4%。幾乎所有地區的價格都在持

續下跌，並仍遠低於之前的高點。

周邊衛星城

艾爾德裡（Airdrie）

公寓、鎮屋和半獨立屋的銷量比上

年有所增長，年初至今總銷量同比增長

3%，略低於長期平均水平。

新上市房屋數量降至過去五年來的最

低水平，庫存減少，房屋市場待售期較去

年有所減少。

這些改善有助於減輕價格下行的壓

力，但不足以消除之前的下跌。總體而

言，今年迄今的平均基準價格仍比去年低

3% 以上。

科克倫（Cochrane）

$280s $350s $380s $4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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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

已經為您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準備好了！

鎮 屋
起 價 起 價 起 價 起 價

雙 拼 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前置車庫獨立屋

50萬元以下房屋
供求趨於平衡

卡
城
房
市

10 月份銷售進一步增長，使年初至

今的總銷量同比增長了 3%。新上市房屋

減少 11%，供應減少，待售期下降。

供過於求的減少並未影響價格的每月

變動。與大多數其他城市一樣，基準價格

仍比去年低 3% 以上，且遠低於之前的高

點。

奧科托克斯（Okotoks）

在去年的銷量急劇下降之後，本月銷

量繼續恢復。年初至今的銷量增長至略低

於經濟蕭條以來的記錄。

新上市房屋繼續減少，庫存降低，待

售期縮短至不到 5 個月。隨著市場供過

於求狀況減少，價格下行壓力有所緩解。

總體而言，年初至今基準價格為 410,090
元，比去年的水平低了 4%。

【看中國訊】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

（CMHC）近日發布報告稱，儘管全國住

房市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脆弱性，但整體

場展現出「很窄幅度的失衡」。

據該公司報告，今年第二季度全國平

均房價同比下降 0.6%。同期，年輕的成

人人口增長了 1.9%，這增加了潛在的首

次購房者數量。

這是連續第三個季度 CMHC 評價全

國房市的風險程度為「中等」。而此前，

兩年半的時間裏，該機構評價全國房市為

「高風險」。

按市場細分，多倫多已從「高」風險

轉變為「中等」風險。第二季度該市房價

價格下降了 0.8%，經通脹調整後的可支

配收入增長了 0.5%。

漢密爾頓房市風險，同樣從「高」變

為「中等」。而溫哥華、卡爾加里、埃德

蒙頓、薩斯卡通、裡賈納和溫尼伯都保留

了「中等」風險評級。

CMHC 報告指出，「低」風險市場包

括渥太華、蒙特利爾、魁北克、蒙克頓、

哈利法克斯和聖約翰。

CMHC 還聲稱，更嚴格的抵押貸款

法規是穩定加拿大住房市場的主要措施。

違約率低和較慢的住宅抵押貸款增長，也

可減輕市場疲軟帶來的嚴重影響。

（網絡圖片）

全國住房市場

更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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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導，馬雲 11 月 8
日在烏克蘭基輔國際經濟論壇上

表示，如果再給他一次機會，他

會盡量不把公司做這麼大。阿里

增長太快了，他曾想停一停，但

發現根本停不下來。

馬雲說：「當我還是個小人

物時，有想過要是成了大老闆，

我抽抽雪茄，看看電影，做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但現在公司確實

變大了，我卻更忙了，需要處理

更多的問題。根本沒時間去享受

人生、感受快樂。」其實，馬雲

在公共場合表明自己後悔創建阿

里巴巴已不是第一次。

2016 年 6 月， 馬 雲 在 第

二十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

上，被主持人問「人生最大的錯

誤是甚麼？」時，他說：「我人

生中最大的錯誤是創立了阿里巴

巴，我沒料到這會改變我的一

生。」

他稱如果有來生，不會再做

這樣的生意，「我希望有機會到

世界上任意一個國家，平靜度

日。我不想談論生意，我不想工

作。」馬雲的這番話，不禁讓人

聯想，阿里巴巴在中國及全球的

名氣如日中天之際，馬雲選擇

「急流勇退」，這背後是否存在

著多種無奈的因素？

2019 年 9 月 10 日， 馬 雲

在 55 歲生日當天宣布卸任阿里

巴巴集團職務，他當時說，不

當阿里巴巴董事長「不等於我退

休，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阿里巴

巴只是我很多夢想中的一個而

已。」

馬雲在會上說，他不是「心

血來潮，更不是迫於壓力」。

但外界質疑在當前「國進民

退」，私企老闆頻頻出事的多事

之秋，馬雲提前卸任的內幕並不

簡單。

《阿里巴巴：馬雲的商業

帝國》的作者鄧肯 ‧ 克拉克

（Duncan Clark）曾對美國《紐

約時報》表示：「不管他願不願

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與

否和所能達到高度的一個象徵。

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退休都將

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看中國訊】日前傳出北京

當局企圖修改《聖經》內容似非

空虛來風。《自由時報》近日爆

出官方基督教雜誌中，將《聖

經》中的插圖「中國化」，耶穌

穿上漢服、瑪利亞化身中國古代

婦女，基督教教義也遭篡改。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

《寒冬》雜誌報導，由中國官方

基督教組織所主辦的《天風》月

刊，自今年 1 月起，都以中國

化《聖經》插圖為封面，例如穿

著漢服的耶穌與瑪利亞，民眾也

全變成梳著髮髻的中國古人。

在慶祝中共建政 70 週年之

季，《天風》月刊用愛國標語取

代《聖經》插畫。《自由時報》報

導稱，中國推動的基督教中國化

的觸角已蔓延各地，建築物中國

化、掛圖中國化、聖詩中國化、

靈修中國化等，原本掛在教堂中

的掛圖，都被換成 24 孝、儒家

名言或習近平名言了。

報導引述幾位講道人和信徒

的話，批評北京當局此舉：用人

的道德標準替代神的話語，暗中

篡改教義，侵蝕基督教信仰的根

基，這種手段陰險，「只有魔鬼

才做這種事」。「中國一直喊去

西化，不讓中國人信外國人的

神，沒想到如今把耶穌和歷代聖

徒變成中國人」。

【看中國訊】以「吃、喝、

讀」為經營宗旨的北京老書蟲

書屋上週宣布即將停業，據稱

因其租房合同到期而未獲得續

約。消息在北京文化圈和外國

人社區不脛而走，並且在微信

群、微博和牆外社交媒體上掀

起一陣波瀾。

據美國之音報導，書店所

在小樓原為一家軍工廠的診所

舊址，租約一年一簽，這次不

續約的原因據告知是涉及違建

問題，不適合繼續出租。據

悉，老書蟲在成都和蘇州的分

店近期也都遭遇被迫關門的命

運，讓老書蟲的擁躉們感到困

惑，有人懷疑有關主管官員出

於政治或維穩考量而作出一個

不惜革文化命的決定。

老書蟲書屋提供讀書環境

和餐飲服務，定期舉辦話題廣

泛的講座和文化交流活動，在

北京外國人社群和國際文化圈

中頗有名氣。它在這座小樓已

經營業 14 年了，書屋總經理

甘達維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許

多顧客聽到消息後，都表示不

舍。

美國之音亦採訪了書店吧

臺主管蒙先生，他說：「這個

地方輕鬆、歡快，因為這裡外

國人也多，瞭解各行各業形式

的人。最初前些年國外的大使

館來的比較多，歐盟的各種商

會，法國商會、瑞典商會，這

種商會來的比較多。慢慢的中

國的客人逐漸的就多了，之前

是 90% 是外國人，慢慢的成

60%，30%，現在是中國人反

而成了這兒佔 80%、70%。

這麼多年你看，包括之前的莫

言啊，劉震雲啊，這些很出名

很出名的作家在這做過講課，

然後崔永元啊、章子怡啊，這

些，還有周迅，他們經常都來

我們這地方，我們跟他們都有

合影。另外他們在這，喜歡在

這的文化氛圍。」

不同膚色的讀者，職業、

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都表達

了相似的眷戀。有人表示北京

城很大，這樣吸引中外讀者聽

眾的學習、消遣、聽講座和約

朋友小酌的文化社交場所並不

多見。

有讀者認為，老書蟲書屋

是一個成功促進中外交流的場

所和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失

去這樣一個獨具特色的地方不

僅對於在華外國人社群是一個

損失，對於北京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社會多元化和包容性也

是一大損失。

甘達維（老書蟲店主）表

示：「至少我們做的事情被人

家認可，也將來看看還能不能

在另外一個地方做類似的，肯

定不可能完全一樣。」

馬雲後悔創辦阿里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日前，阿里巴巴

創始人馬雲在海外公開談

自己後悔創辦阿里巴巴。

《聖經》插圖「中國化」 
耶穌著漢服 瑪利亞成中國婦女

老書蟲書屋
關門引嘆息

馬云再次在海外公開談自己後悔創辦阿里巴巴（Getty Images）

• 對面是WinSport; 18分鐘到Downtown; 靠近卡城大學（UC);1小時到落基山 

• 大型農貿市場（Farmers' Market）、咖啡屋、寵物公園及更多休閒商貿場所

• 優雅聯排別墅 978～1920平呎 • 單車庫及雙車庫供選 

• 低密度、寬敞光猛及無敵美景 • 社區內有16英畝自然保護地（Bow River Habitat）

滑雪 就在家門口！

展示中心：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區域銷售代表：Andreas Angellakis 403-796-3788

展示中心：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區域銷售代表：起價 $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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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wich badge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when choosing a Greenwich logo. Only when legibility or 
dimensions are an issue should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Greenwich logo be used instead.  

Badge

Master Brand 
&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For print, use the specified 
Pantone as a first choice to 
match colour wherever possible; 
CMYK as a secondary option.

The reverse badge can be used 
only on a black background or the 
coloured background of one of 
Greenwich's three distinct offerings: 
Residential, Retail and Office.

BLACK AND REVERSE
Black and reverse versions of the badge are provided for use in one-colour applications.

Badge

Black

Reverse

萬元升級大禮包

+更多贈禮

憑此廣告可獲得

鎮屋渲染圖 WinSport實景 室內

圖三：不少信徒痛批當局此舉，認為簡直是瘋了（《寒冬》官網）圖二：瑪利亞變身中國婦女（《寒冬》官網）

圖一：中國官辦基督教雜誌中，封面插畫竟讓耶穌穿上漢服

（《寒冬》官網）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非洲津巴布韋哈

拉雷市（Harare）15 歲的女孩譚

雅（Tanya Muzinda），是一名職

業越野摩托車手。她樂於助人，

已經資助過 45 個窮孩子了。

在父親的影響下，譚雅愛騎

越野摩托車，才 15 歲的她已參

加過許多國內外比賽。 2017 年

她出席英國 HL 賽車兒童錦標

賽，獲得第三名。她說這是她最

難忘的比賽。

2018 年，譚雅被非洲聯盟體

育理事會評選為「年度青年女運

動員」。

譚雅家境很普通，但她樂於

助人。她把參加越野摩托車比賽

獲得的獎金，全部用來資助窮苦

孩童，讓他們能吃飽穿暖，能去

上學。她已經幫助過 45 個窮孩

子了。她的目標是幫助 500 個貧

困兒童。

15歲女賽車手  
資助45窮苦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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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被半軟禁 自嘲奴才

11 月 10 日，大陸有多名網民晒出與

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的合照。

有網友附文稱，「剛和家人準備出門

吃麵，在大門口和崔老師走了個對面，感

覺崔老師有點憔悴，犀利的目光。」照片

中久未露面的崔永元戴著帽子，穿著藍色

羽絨服，面帶微笑合影。

10 月下旬，內地網絡突然熱傳一段

崔永元宣稱「文革好像已經開始了」的影

片，只是影片上未有標示拍攝時間。近日

網上傳出崔被半軟禁的消息。推特網友

@zhanglucy88 於 11 月 7 日發帖稱：3
月分後，因「林清盜卷」，崔永元就已經

處於半軟禁情形……

帖文附上一張疑為崔永元微信帖文，

帖文中崔永元自述：「現在是 11 月了。

從 3 月開始的失去部分人身自由至今未

解套。去日本看病不行、去英國開學術會

不行、去某國看女兒不行……只能在家

看祖國。也不那麼生氣了、也不那麼著

急了……思來想去，內心還是個奴才構

造。」

千億礦權案 涉最高層

據媒體此前報導，「陝西千億礦權案」

因涉及利益巨大，關涉多方，雖審理歷時

12 年仍不斷受干擾。崔永元去年底爆料

指出，中共最高法院有「內鬼」，竊取陝

西商人趙發琦與陝西地質礦產局一樁價值

千億大案的卷宗，且該案未審先判是來自

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的指示。

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也公開指證存在

枉法行為。在輿論壓力下，中共中央政法

委介入調查。

調查報告說，2018 年 8 月前後，

千億礦權案原告趙發琦將王林清介紹給崔

永元，崔永元在其工作室幫助王林清錄製

了反映「凱奇萊案」案卷丟失等問題的視

頻，上述部分視頻經崔永元剪輯後分段在

網上發布。

隨後王林清電視認罪。崔永元也在

今年 5 月 10 日被迫公開道歉，表示「堅

決擁護」中央調查組的調查結論。這和崔

永元之前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今年 1
月 14 日，崔永元還曾在其微博上發出自

己與王林清的照片，並寫道：「像不像親

兄弟？可以一起死！」不過，該微博後來

被刪除。

最近該案還牽出現任政治局常委、政

法委書記趙樂際。香港《明報》10 月 18
日報導引述京城消息人士稱，趙樂際捲入

主政陝西時發生的兩大案，秦嶺違建別墅

案及千億礦權案，因而觸怒習近平，受到

習的警告。

去年 12 月，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披

露包括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批示的「秘密文

件」。該秘密文件中，矛頭並非僅指向

周強，還有比周強擔任更高職位的人，秘

密文件中被打格的部分內容，正是趙樂際

之前擔任陝西省委書記期間對「千億礦權

案」的批示。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綜合

陸媒報導，有網民 11 月 10 日發布現場

照片說，永州中院法官宋爭文庭審時睡

覺。事發於 11 月 1 日上午，當時正開庭

審理一宗當地發展商與技術學校合作協議

糾紛民事案件。

現場閉路電視拍到，宋爭文坐在法官

位置上先是揉眼睛、打哈欠長達半小時，

後來更閉目疑似睡著。

消息引髮網路公憤。也有人指，明顯

當事人已經事先送禮走好門路，庭審過程

一點都不重要，走走過場而已。隨後永

州中院 11 日回應說，該法官已被停職檢

查，紀檢監察部門已開展調查。

陸媒引述永州中院一「知情人士」

說，宋法官自辯稱庭審前一天感冒了，晚

上也沒有休息好，吃了藥，庭審時精神狀

態不佳。

另據官媒間接披露，現在中共官員已

出現「混日子」狀態。怠政問題讓中南海

無計可施。公開的陸媒報導顯示，近年整

個中共官場怠政懶政亂象頻現。官員被曝

在上班時間賭博、吸毒、打遊戲、網購、

看色情片、甚至通姦等。

「怠政」「懶政」也被認為是各級官

員對反腐的一種另類抵擋方式，正成為讓

當局無計可施的政權另類危機。

官媒公開報導說，中共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多次因官員怠政而「發火」，甚至一

度用茶杯敲砸桌子，但仍無濟於事。

據政治與經濟學者程曉農發文分析

說，自習當局反腐以來，中共官員出現

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的反彈情緒。一些官

員懷念江澤民時代的「用腐敗換合作」，

對習當局的「用反腐逼合作」的方式百般

牴觸。 

習近平親信掌特勤局

習近平上臺之後經歷一個集

權過程，期間爆出多次未遂政變

傳聞，所以落馬的薄熙來、周永

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以

及孫政才等「大老虎」統統被官

方冠以「野心家」的稱號。

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權力

未穩，黨內鬥爭暗湧不斷。在習

的第二任期，中美大打貿易戰，

經濟下行、物價上漲、外資撤

離、失業潮以及香港事件爆發，

國際社會對紅色價值觀的滲透開

始反彈。黨內反對勢力乘機進行

「逼宮」之說，紛紛在去年和今

年的北戴河會議，以及最近的四

中全會期間廣泛流傳。

這些傳言，本身很多就是從

暗通中共不同派系勢力的親共外

媒或港臺媒體釋出。

四中全會後當局隨即宣布，

當年在福建負責習的保衛工作的

王小洪兼任公安部特勤局長，本

身已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北京

市公安局長的王小洪，可謂控制

了京城維穩力量，如今還要兼管

一個涉及高官警衛的特勤局，自

然意味不尋常。

公安部特勤局負責的警衛對

象，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中

的「四副兩高」（中共國家副主

席、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中共國

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共全

國政協副主席、中共最高法院院

長、中共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以及外國訪華要人。

這實際上囊括了七常委之外

的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習

近平要破解黨內政敵的威脅，這

類高層級的官員自然是監控和監

視的重點對象。

警衛局也在掌握之中

事實上，除了握緊公安特勤

局這支警衛力量，在習近平上臺

之際，就已由親信迅速掌握了負

責七常委警衛，以及退休元老警

衛的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的全稱是中共中

央辦公廳警衛局，負責中共最高

領導層的安全保衛，被列入公安

部序列，又稱公安部九局，屬於

中共軍隊的編製。

中央警衛局局長必須是最高

當權者信得過的人。比如毛時期

的汪東興，一直擔任中共警衛處

（後來的中央警衛局）的負責

人，後來成為參與拘捕四人幫的

重要角色。

鄧小平復出後，當時的副局

長楊德中被鄧小平扶正。 1994
年 8 月，江澤民任命親信由喜

貴擔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胡錦濤

主政時，因為江干政，胡錦濤的

第一個任期，由喜貴仍擔任中央

警衛局局長，專門保護江澤民，

還升了上將。

已倒臺的令計劃曾擔任中辦

常務副主任、主任長達 10 年，

掌握中央警衛局多年，在其落馬

前後，中央警衛局被大清洗，中

央警衛局局長曹清，副局長王慶

雙雙調離，王慶隨後傳出被抓。

擔任多年習近平的貼身警衛的王

少軍升任局長。

從控制中央警衛局，到這次

習近平親信王小洪掌公安特勤

局，無不反映出習近平防範黨內

有人造反的心計。

最怕禍起蕭牆

習近平四中全會前曝光的講

話說「能打敗我們的只有我們自

己，沒有第二人」。這說明習

最怕黨內有人蠢蠢欲動，故此又

說要「防止禍起蕭牆」。

近幾年，習近平不停地在各

種場合，包括政治局會議上要求

「忠誠」，是因為知道中共黨內

根本無法同心同德，官員多有二

心。

最新一個動向是，習近平的

大秘中辦主任丁薛祥日前刊文解

讀四中全會「決定」，罕見以單

刀直入的方式直接「護主」，強

調維護習核心地位，對象只是習

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顯然，這表明習近平和他的

親信們心知，時刻想動手奪權的

大有人在。故此，要「防止禍起

蕭牆」，習不但要保護自己，還

要防範別人，這就是他在由親信

掌控中央警衛局之後，再進一步

掌控公安特勤局的內在動因。

習近平兩心腹分掌特別機構

傳遭半軟禁 
崔永元現身中國傳媒大學

湖南一法官被曝庭審時睡覺

剛過去的四中全會，有

一件事加深了人們對中共黨

內權鬥激烈的認識。重慶市

委副書記任學鋒在四中全

會期間離奇死亡，據傳他從

開會地京西賓館7樓墜地身

亡，導致閉幕會不得不更換

場地。會後，習近平當年從

福建帶起的親信、公安部常

務副部長王小洪被公布罕見

兼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長，這

是一個負責眾多高官警衛

的機構。

專欄作家鄭中原

2014年9月，習近平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活動。（Getty Images）

聘華人客服
國 / 粵 / 英

良好溝通能力
請來電或郵件

（403）259-2474
Email: cbcfoot@live.ca

可上門服務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卡城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矯正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而調整，您可節約高達數千元調整或置換費用。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卡城
獨家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足部保健品店

健康始於「足」下的平衡
有效緩解：足底筋膜炎、跟骨骨刺、拱痛、
跖骨痛、脛骨痛、膝關節痛、腰痛、糖尿病

矯正：骨架平衡、骨盆不正、脊柱側彎、高低肩、
扁平足、X 型腿、內八字、足外翻等

65 歲以上長者均可
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劃 *

$816 / 人購買矯形鞋墊
各大保險公司認可$817 / 人購買提升按摩椅

免費 員工保險
* 有少許條件限制，
請來電查詢。

免費足部掃描 / 免費身體平衡測試 / 免費政府福利申請 / 無需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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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曾披露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在中共

最高法院神秘失蹤醜聞的前央視主

持人崔永元，網絡傳出他已被當局半

軟禁超過半年，不能出國。他近日在

中國傳媒大學65週年校慶日突然現
身。

【看中國訊】吉林長春中級法院 12
日宣判，北京市前副市長、政協副主席

李士祥，受賄近 9 千萬元，判處有期

徒刑 10 年。他曾是北京前市委書記劉

淇的大秘。

現年 60 歲的李士祥長期在北京工

作。據悉，2001 年至 2013 年，李士

祥利用先後擔任北京市的區長、書記和

市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

個人在各市政工程項目上提供幫助，

並利用其職務收受巨額賄賂。 2018 年

9 月，李士祥落馬，值得一提的是，他

2006 年 12 月接替孫政才出任北京市

委秘書長，成為時任政治局委員、北京

市委書記劉淇的大秘，時間長達 6 年。

劉淇是江澤民的親信，在江澤民任內被

提拔為北京市長，主政北京長達10年。

在李士祥 2017 年卸任北京市委常

委、常務副市長後，仍有媒體報導強調

他在朝陽區推動了 CBD（商務中心區）

的建設。劉淇十八大退下來之後，還曾

發表「將朝陽 CBD 建成國際一流現代

化高端商務區」的談話，肯定了時任朝

陽區一把手的李士祥的「官場業績」。

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受賄近億 獲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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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

儘管林鄭月娥宣布實施禁止蒙面

法令，也沒能阻止香港人蒙面上

街抗議。如今，為了對付香港人

蒙面，中共國安採取了收集香港

人身份證信息的新方法。

國安收集身份新方法

《看中國》接到線報，有大

量國安便衣喬裝混入「反送中」

支持者遊行人群中，使用一種可

以放入背包中的攜帶型小型設

備，用以收集香港人隨身攜帶身

份證和手機信息。這種攜帶型設

備只需與人保持一段距離即可，

小功率設備需要 1、2 米距離即

可，大功率設備與人距離可以更

遠一些。

國安便衣獲取香港身份證

晶元信息之後，再利用「爬蟲技

術」、AI 和大數據在臉書等社

交媒體進行比對，除了可以獲得

更多個人信息外，還可以通過

社交媒體找到更多的支持「反送

中」人士進行監控。

香港身份證使用RFID
香港政府入境事務處官方網

站信息顯示，香港新智能身份證

支援非接觸式介面，因此使用新

智能身份證出入境時無須插卡，

只須把印有相片的卡面朝下置於

證件閱讀器即可，然後取回新智

能身份證，進入e-道核對指紋。

官網資料顯示，只有獲授權

的部門才能進入有關資料庫，不

同政府部門之間不會共用資料

庫；晶片只會儲存最少量的資

料，而較敏感的資料則儲存在終

端電腦系統。

2014 年 1 月，香港入境事

務處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身份證

系統，具有最新防偽功能，採用

新一代的灰階雷射技術、保安程

度更高以及更大容量晶片，能夠

透過接觸與非接觸方式讀取；引

入無線傳輸技術及內置射頻識別

（RFID）。

維基百科公開資料介紹，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晶 元（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是一種無線通訊技術，

可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特定目標

並讀寫相關數據，無需識別系統

與特定目標之間建立機械或者光

學接觸。

無線電的訊號是通過調成無

線電頻率的電磁場，把數據從附

著在物品上的標籤上傳送出去，

以自動辨識與追蹤該物品。某些

標籤在識別時，從識別器發出的

電磁場就可以得到能量，並不需

要電池；也有標籤本身擁有電

源，並可以主動發出無線電波

（調成無線電頻率的電磁場）。

標籤包含了電子儲存的資訊，數

公尺之內都可以識別。與條形碼

不同的是，射頻標籤不需要處在

識別器視線之內，也可以嵌入被

追蹤物體之內。

許多行業都運用了無線射頻

辨識技術，例如：將標籤附著在

一輛正在生產中的汽車，以追蹤

生產進度；追蹤藥品在倉庫的位

置；辨識豬隻等。由於這項技術

可能會在未經本人許可的情況下

讀取個人資訊，有侵犯個人隱私

之隱憂。

RFID防護措施
根據香港《東網》報導，為

保護 RFID 身份等私人信息洩

露，可選購 RFID 防盜銀包、

卡套。由於 RFID 遇到金屬會

失效，坊間也有建議使用錫紙包

裹 RFID 智能卡或身份證等。

目前德語版亞馬遜網站也有出售

一種 RFID 阻止卡 -NFC 保護

卡（RFID Blocker Karte-NFC 
Schutzkarte），可用以保護信用

卡、銀行卡、身份證和護照等個

人隱私信息。

【看中國盧乙欣綜合報導】

11 月 11 日為香港動盪的一日。

港警開實彈搶射向抗議者，又一

次震驚國際社會；葵青區葵芳新

都會廣場附近即發生交通警察騎

電單車多次來回衝撞抗議者，造

成多人受傷。同一日還出現一則

視頻，視頻中香港一名男子被人

潑灑易燃液體成「人肉火炬」。

為此，港民與政府兩方的解讀完

全不同。

港警實彈射擊

11 月 11 日香港發起罷工、

罷市、罷課的「大三罷」活動，

在 7 點 20 分左右，香港西灣河

傳出三聲槍響。有一名交通警察

在掏槍對準抗議者的過程中，擊

中了兩名穿黑衣的示威者。其

中一名 21 歲周姓傷者被擊中腹

部，被送往醫院，經手術摘除部

分右肝葉，摘除整個右腎，因大

出血至今尚未脫離險境。對此，

有香港市民在其它區域質問現場

港警，不料該港警竟答覆「（開

3 槍）太少了」，顯示港警與市

民間激烈的對立關係。

港島總區指揮官郭柏聰則於

11 日的記者會上稱，是黑衣人

試圖搶奪搶枝，導致該警員在兩

面威脅之下，決定開槍自保。大

陸媒體相關報導且口徑一致支持

警察，稱「多名暴徒圍攻港警預

謀搶槍，警員被迫開槍自衛。」

而民間記者會 11 日在灣仔

舉行第 26 次民間記者會，發言

人表示，西灣河的交警，面對手

無寸鐵的示威者，居然會選擇生

命在未曾受到威脅的狀況下開槍

射擊，其行徑根本就是「蓄意殺

人」。此外，警員不該在槍傷

者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壓住、強

拉其身體，此舉皆是在加重傷者

的傷勢。

自媒體人文昭解析事件視

頻，認為「事件的關鍵是在頭幾

秒。...... 在沒有人持有攻擊性武

器、也沒有人表現出攻擊動作的

時候，警察已經把手放在槍上，

然後就拔槍指向那位青年。」

香港「光頭警長」劉澤基在

微博分享港警開槍影片表示「這

才是國際標準」。國立臺灣大

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稱

此種說法是胡說八道，「嚴格地

說，這是未暴先鎮….. 如果講得

更重的話，你是不是在對民宣戰

呢？」

燒人縱火？

11 日一則視頻在香港和大

陸流傳，視頻中一名男子在香港

馬鞍山與他人發生爭執，隨後被

潑易燃液體燒成火球。因此許多

大陸官方媒體聚焦報導此事，港

府 12 日零時 44 分發布新聞公

報稱，有關案件已列作「企圖謀

殺案」處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強調

被點燃的平民是「異議人士」，

他質問「暴徒將一名公開表達反

對意見的平民點燃的事件」，美

英為何不予以嚴厲譴責？

但有網民爆料稱，著火前，

有人往該男子身上抹東西，不知

是否是用來防火的。之後有人來

潑液體燒著了該男子。但奇怪的

是鏡頭只對著著火的男子，對潑

液體的肇事者，一個鏡頭也沒

有。後續有網民拍到，該男子脫

衣滅火後，自行離開，行蹤頗為

奇怪。

因此很多網民質疑，這是

否是政府自導自演的偽案？在

89 六四學運中，北京政府被廣

泛質疑偽造學生燒士兵燒軍車

事件，以此開啟屠城舉動；而

發生在 2001 年的天安門自焚案

件，同年 8 月聯合國國際教育

發展組織發布聲明認為，」中共

當局並企圖以今年 1 月 23 日天

安門廣場上的自焚事件為證據

來誣陷法輪功。我們得到一份

自焚事件的錄像分析卻表明，

整個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導演

的。」

美國之音 13 日發表評論文

章稱，「中國大陸的民眾只能聽

到看到中共當局的宣傳，其中不

包括為什麼如此之多的香港人要

參加反送中抗議。在嚴密的新聞

封鎖中，向公眾傳播與中共當局

的宣傳不一致的香港消息的人會

被抓捕。」

【看中國訊】親民黨主席宋

楚瑜今天正式對外宣布，將投入

臺灣 2020 總統大選。這也是宋

第 4 度角逐總統，第 5 度參與

總統大選了。他的副手人選為聯

廣傳播集團董事長、廣告名人余

湘。

據《CNA》報導，前立法院

長王金平昨天宣布退出了 2020
總統選舉，並且表示宋楚瑜已告

知決定參選。親民黨今日上午召

開全國委員會，宋則在會後召開

2020 總統大選布局的記者會，

並正式宣布參選總統。

宋楚瑜引用泰戈爾的詩「離

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

這條選舉的路，他整整花了 25
年，參與 5 次重大選舉，總共

獲得 1779 萬 85 票，每張選票

代表對他的肯定。一張票一世

情，他謝謝鄉親對他的厚愛。而

明年的總統大選，將是他的第 6
戰，也是終極之戰。

宋楚瑜說，大家都知道他離

當選門檻還相當遠，但是當他決

定踏上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哩路

時，既不悲憤也不氣餒，反而感

覺舒坦。他從政初心是天道酬

勤，是花了 25 年時間徹底實踐

的座右銘。

在宋楚瑜宣布參選的一小時

內，國民黨發表看法，威脅意味

頗重：「理解宋楚瑜主席基於拉

抬親民黨立委選情而再度出馬的

心情，但是請宋主席思量當選的

機率。」「此舉是否有暗助蔡英

文連任之虞？」有分析指，宋楚

瑜及親民黨屬於藍色陣營，因此

宋的參選或在一定程度上將分散

國民黨的選票。

【看中國訊】臺灣國防部長

嚴德發 13 日在立法院接受媒體

詢問表示，美國一艘軍艦穿越臺

灣海峽，預計上午就會離開防空

識別區(ADIZ)，這是自由航行。

《美國之音》報導，嚴德發

部長還指出，美國川普政府近期

一直強調印太戰略、區域和平穩

定及安全，因此能理解、接受美

方維護區域和平的行動。

臺灣國防部稍早發布的新聞

稿指出，一艘美國軍艦 12 日航

經臺灣海峽由北向南轉巴士海峽

自由航行，國軍運用聯合情監偵

作為，全程掌握周邊海空域艦機

相關動態，期間並無異狀。

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

美國海軍導彈巡洋艦「切斯勞維

爾」號 (USS Chancellorsville)
當地時間 11 月 12 日依國際法

規定例行性經過臺灣海峽。

臺灣國防部還指出，這是美

國軍艦今年第 9 次通過臺灣海

峽。

【看中國訊】港警 11 月 12
日闖進中文大學校園，並與學生

發生了激烈對峙。一名香港網友

當日晚間 9 時許在總統蔡英文

的臉書上留言，期盼臺灣方面代

香港向國際求援。而蔡英文今日

回應，呼籲港府懸崖勒馬，人民

的心聲不應該用暴力來回應

據《CNA》報導，當日晚間

9 時許，蔡英文在臉書恭賀中華

隊在 2019 年世界 12 強棒球錦

標賽複賽力克韓國隊的時候，下

方突然出現了一則香港網友的求

援。

該則求援內容寫道，「蔡英

文總統，求求您。求求你們，幫

我們向國際救援，香港中文大學

現在情況緊急，請求你們幫幫手

向國際求救。」

自 6 月 9 日香港爆發反送

中運動以來，蔡英文臉書已經變

相成為香港網友的「連儂牆」，

抒發自己對運動的看法和期待，

「香港加油」、「天祐香港」的留

言隨處可見。

蔡英文今日透過臉書貼文指

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臺灣曾

發生過軍警進入校園，濫捕學

生、並打壓自由的事件，那是臺

灣不願意重蹈覆轍之傷痛回憶。

她寫到，昨晚，我們看見在

香港，警察衝入大學、鎮壓學

生，火光劃破暗夜，催淚彈四處

呼嘯。臺灣好不容易走出的黑

暗，香港卻陷進去了。警察的存

在是為了保護人民，而政府的存

在是為了服務人民。當警察不再

去保護人民，政府不再幫人民著

想，這樣的政府，必將失去人民

的信任。

她說，沉痛呼籲港府懸崖勒

馬，「人民的心聲不該用暴力來

回應，不要為了妝點北京當局的

顏面，而用香港年輕人的鮮血祭

獻。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被威權

侵蝕，台灣站在全世界抵抗威權

擴張的最前線，我要呼籲國際社

會，堅信自由民主價值的人們，

一定要站出來，關心香港失控的

情勢。」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lloydsadd.com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403-408-9233
kkong@lloydsadd.com

蒙面無用 國安收集身份新招

香港人發起在太子站悼念活動及「哈囉餵九官面具夜」。

（圖片來源：龐大偉 / 看中國）

開槍與燒人 港民政府各執一詞

港警強攻中文大學蔡英文回應

（蔡英文總統的FB）

獨孤求敗？ 宋楚瑜角逐2020總統大選

11月11日早上在西灣河，警員關家榮用真槍

射傷黑衣青年。（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臺防長：美艦穿越
臺灣海峽是自由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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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是紀念柏林
牆30週年紀念日。自從
東西德分而治之以來，

東德人就沒停下逃離的

腳步。截至1961年柏林
牆建立之前，陸續有近

350萬人逃出東德，幾
乎佔東德總人口的1/6。

開端

1961 年 8 月 13 日午夜 12
點 37 分，東西柏林邊境的最後

一個路口宣布封鎖。此前，一位

技術工人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像

麋鹿一樣跨過鐵絲網，消失在西

柏林的大街上。

兩天後，東德士兵舒曼正在

伯諾爾大街東西柏林邊界巡邏，

他那精神抖擻的勁頭，像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執行上司命令的傢

伙。突然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

下，他騰身一躍，飛越了鐵絲

網，直奔西柏林。攝影記者雷賓

用東德產埃克薩克塔牌照相機記

錄了這個舉世聞名的珍貴鏡頭。

在邊境封鎖的最初 36 個小

時內，9 名邊境守衛順利逃入西

柏林。一個月內，一支警察別動

隊中的 68 人成功翻牆。

而 30 歲的青年蘭瑟，就沒

有那麼幸運。 10月 4日，他計畫

用晾衣繩從貝瑙爾大街公寓樓的

樓頂滑入西柏林，而西德消防人

員早已在樓下，鋪好充氣墊營救

他。可東德警察步步緊逼，蘭瑟

情急縱身一躍，因沒找準氣墊而

直摔在地面上，幾分鐘後便死去。

上天

1979 年的某個夜晚，一隻

28 米高的歐洲歷史上最大的熱

氣球，從東德某居民的後院升

起。氣球下面的吊籃裡載著兩個

家庭的四個父母和四個孩子。

氣球是這兩個家庭的手工作

品。從材料學到工程學、從氣體

動力學到氣象學、從設計到搭建

實驗室，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自

學成才。巨大的氣球正飄遊在

柏林牆的上空，警察開始射擊

了，亂槍中，大氣球迅速升高，

直至 2800 米高空，東德政府準

備出動空軍蘇式戰機參與「作 
戰」。

但戰機還沒到，戰鬥就結束

了。 28 分鐘後，大氣球安全著

陸。 8 名逃亡者並不知道上帝到

底是如何安排的，緊張的情緒居

然使他們在吊籃裡躲了 24小時，

不停地向上帝祈禱。最後，一名

軍人來到了他們的面前說：「你

們自由了，這裡是西德領土。」

下海

1968 年，一位東德青年居

然利用摩托車馬自達研製組裝了

一個小型潛水艇，配上了導航、

壓縮氣體系統。

這艘家庭式個性化潛水艇在

水中潛行了五個小時，最後從西

德的水域中浮出水面。途中沒有

發生任何事故。青年的偷渡經歷

使他很快成為西德各大機械公司

搶手的香餑餑。

入地

富克斯早在柏林牆建立之

初，他和妻兒已成功翻牆到自由

的土地上。 1964 年春，富克斯

和同伴們看好了西柏林貝瑙爾大

街附近的一個麵包店，他們從那

裡潮濕的地下室開始挖掘，一直

挖了 150 米，地道的另一頭是

東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

浴室內，地道口約 1 米寬，上

面有一個掩蓋的包裝箱。

每次逃亡前，翻牆者會收到

一份富克斯方發來的電報，內容

是諸如「艾瑪姑姑突然離世，望

立即趕來。吉塞拉」之類的，以

躲過東德特工人員的注意。每一

位翻牆者的成功逃脫背後都凝聚

著很多志願者的智慧與膽識。

這條地道總共成功營救了

57 名東德人士，因此而命名為

「57 號地道」。

穿牆

布魯西科計畫和同伴用一輛

足夠結實的大客車來衝撞柏林牆

牆體，這個行動的目標過大，引

來了軍警的密集槍火，車身迅速

起火，但沒有爆炸，成功只是在

轉瞬間，坐在駕駛室裡的布魯西

科踩下足量油門，一聲巨響，硝

煙和飛塵下的柏林牆猛然出現了

一個大大的缺口。

計畫成功了！千瘡百孔的大

客車停剎在了西柏林地面上。可

是當人們靠過來的時候，才發現

身中 19 彈的布魯西科微笑著永

遠閉上了雙眼。

結局

在柏林牆倒塌之前，被問

道：兩德統一有希望嗎？無論東

德人還是西德人，大部分都會嘆

氣道：「我此生應該看不到這一

天了。」但 1989 年 11 月 9 日，

東德官員的一句口誤竟成為推到

柏林牆的官方指令，當晚數以萬

計的民眾湧向柏林牆，要求開

放，柏林牆守衛戰士在開槍與開

放之間無力地選擇了後者。

雞蛋們奔向自由的強大意志

最終戰勝了高牆。

以所有可能的方式逃離 ◎整理：苗青

今年的雙十一購物節，阿里

巴巴再創新的記錄，銷售額達到

2684 億元人民幣；比起去年的

2135 億元增長了 500 多億元人

民幣，增幅 26%，看起來是個

相當亮眼的數字。為什麼雙十一

的銷量還不斷飆新高呢？

在經濟不好的時期電商反而

迎來大發展，這一幕在美國也上

演過。在金融危機爆發的 2008
年當年，美國零售商的網際網路

部門的業績平均增加了 18%，

在就業最糟糕的 2009 年亞馬遜

的銷售額增長了 25%。經濟的

惡化反而讓電商的優勢突顯了出

來，讓消費者的行為方式發生改

變。消費者更需要精打細算，要

用有限的時間比較儘可能多樣的

產品，要一家一家店地去逛，既

費時間又有交通費和停車費等等

成本。

而且越是消費力緊張，越要

把需求積攢在節假打折的時候集

中釋放，也就更增加了在短時間

內瞭解儘可能多的產品信息的需

要，還得手快，在限量限時打折

的促銷活動裡搶單。這都促使了

消費的戰場轉向網際網路上。

一位學中文的日本朋友給

我推薦的書《1991-2015 讀懂日

本》，在介紹日本泡沫經濟破滅

時的群眾心態部分也給我感觸很

深。泡沫破裂的跡象其實早在

1990 年就有顯現，但是日本消

費者心理上接受繁榮期已經過去

這個現實其實花了好幾年時間，

開始人們都認為這只是意外的波

動，是長達 30 年繁榮期裡偶爾

出現的燥音。泡沫從 1991 年破

裂，不是日本人民馬上就進入水

深火熱的狀態了，就紛紛失去工

作，無家可歸了。企業的第一反

應是限制員工的加班，減少獎金

（很多日本人的加班工資和獎金

的收入超過固定工資），失業率

也不是一下飆升的，而是有升有

降，總趨勢是在緩慢上升，到

1995 年的時候年失業率也只有

3.2%。日本全社會都感到陷入

了難以擺脫的衰退，這個印像要

到 1998 年才形成。

這一年的典型標誌就是日本

進入廉價消費時代，麥當勞推出

100 日元的低價漢堡，在上班族

裡大受歡迎。日本車商接連推出

售價在 100 萬日元以下的廉價

汽車，航空公司推出廉價機票，

啤酒公司推出廉價新型啤酒。這

一年日本整體上消費降級。日本

人向來是認可一分錢一分貨，對

品質的要求不含糊，廉價商品的

大行其道，說明日本社會的消費

心理已經發生重大扭轉，整個社

會心理的調整，離泡沫的破裂走

過了 7 年。

回頭看看中國，中國經濟進

入高速增長也就是在加入世貿之

後，中國經濟的最繁榮期我個人

的感受是在 2012-2015 年，這幾

年資產價格和家庭購買力是最強

的，2015 年的股災是個轉折點。

由於中共政府的干預力量又遠超

過日本政府，所對於拉慢衰退節

奏的力量也強過日本，但是一波

高速成長期就是 10 幾年。以歷

史的尺度看，10 幾年也就是短

短的一瞬，在這一瞬間當中就體

現出這個時代人們的種種心性與

見識。有理智的、有盲目的；有

冷靜的、有狂熱的；有審慎的、

有自大的。日本人接受自己處境

的變化用了 6-7 年的時間。

中國人也需要一段時間來接

受處境的變化，從全天下老子最

有錢，金主爸爸教你做人的迷夢

中醒過來。城市工薪階層首先感

受到的是：無薪加班（996）、
年終紅包縮水、得轉向更便宜的

消費和更便宜的旅遊地。認識處

境轉變的過程可能要短於日本。

呂字是什麼意思呢？現在

人很少知道了，大家所熟悉的多

是用於姓氏。但是呂是如何成為

姓氏的呢？相傳上古華夏部落首

領炎帝，居於姜水流域，以姜為

姓。後來向東發展到中原地區，

與黃帝部族合居，分為四支胞

族，炎帝第十四代孫、共工的玄

孫伯夷被任命為「四岳」，即掌管

各個諸侯的官員，輔佐堯帝，之

後伯夷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大禹

視為「心呂之臣」，夏朝建立就封

伯夷為呂侯，直至商、周兩代都

是諸侯，春秋初年（前 680年），

呂國被楚國所滅，子孫以國為

氏，這便是呂姓正宗由來，伯夷

則被列為呂姓始祖，他的後人姜

子牙也被稱為呂尚。因此呂氏是

因「心呂之臣」而得名，心呂之臣

意思就相當於現在的心腹重臣。

可見呂是身體的一個重要部分，

那麼呂是身體的哪個部位呢？

小篆中的「呂」字基本就是

正體字這樣寫，只不過兩個口是

圓的，代表兩塊脊椎骨。中間的

一小豎代表把兩塊骨頭連接上的

那些東西。所以呂的願意是脊

柱，引申為連接。把連接的東西

去掉，就剩下孤立的骨頭，這個

脊柱不就斷了嗎？

呂字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思被

引申到了音樂中。中華祖先就這

樣根據天時地利制定了音律法

度，定下了十二音，其中的奇數

音為陽音，稱為律，所以中國古

代的音樂法度被稱為六律。那麼

偶數音呢？便是呂。它們是連接

主音六律的音，是陰音，六呂似

乎沒有六律顯眼重要，但是卻不

可或缺，否則律呂就不成立了。

黃鐘，我國古代音韻十二律中六

種陽律的第一律。大呂，六種陰

律的第一律。《周禮》黃鐘大呂

一詞，便成了形容莊嚴、正大、

高妙、和諧的音樂。陰陽缺一不

可，明與暗都要存在世界才完

整。

中華文化很重要的方面不是

研究表面形式，而是注重研究內

涵。中華文化與西方科學最大的

區別是，不把事物孤立研究看

待，而重視研究事物間的那些隱

形的、容易被人忽視的內在聯

繫。共產黨推行的簡體字，不正

是在割裂這些關係麼？！

雙11飆新高是好兆頭嗎？ 從簡化的「呂」字說起

◎文：文昭 ◎文：李青城

1961年，正在執勤的東德士兵康拉德．舒曼飛躍鐵絲網逃奔西柏林。1961年，正在執勤的東德士兵康拉德．舒曼飛躍鐵絲網逃奔西柏林。

圖為紀念舒曼進入西柏林的雕像。（維基百科）圖為紀念舒曼進入西柏林的雕像。（維基百科）

「心呂之臣」伯夷像（網圖）

2019年天貓雙11達成單日交易總額2,684億元人民幣。（網圖） 小篆呂（網圖）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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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新社報導，11 月 11
日，莫拉萊斯在推特上貼出一張

照片，場景是他在地板上鋪一條

毯子，並以繩子懸掛一條布當成

帳篷，可說相當落魄，無法確認

拍照地點，可是與在位 14 年的

身份相比較，彷彿是從總統淪落

成一個遊民。

莫拉萊斯也發文感謝墨西哥

政府能夠接納他，且保護其安

全。並感嘆自己的處境。他說，

會持續關心自己的國家，我會很

快就會回來，屆時將會更強大、

更有活力的，聲稱在不久後將會

回歸玻利維亞了。

看中國訊

玻利維亞前總統莫拉

萊斯（Evo Morales）在重
重壓力下已於1 1月10日辭
職，並在11日獲得了墨西哥
的政治庇護，已搭機抵達該

國。他在推特上貼出一張臥

躺在地上照片，此景與過去

的總統身分落差非常大。

但他仍聲稱，我很快就會回

來，屆時會更強大。

60 歲的莫拉萊斯自 2006
年就擔任玻利維亞總統，是該國

在任最長的總統。從他上任以

來，加強與北京的關係，也多次

訪問中國，還獲得中國人民大學

名譽博士學位。

在抗議聲中下臺

10 月 20 日，玻利維亞舉

行總統大選，執政 14 年的現

任總統莫拉萊斯以 45.3％的得

票率，險勝對手梅薩（Carlos 
Mesa）的 38.2％，而進入到第

二輪競爭，但沒料到計票網站竟

因突然「黑屏」，以致停止運作

將近 24 小時之久，當到系統重

新開放之時，莫拉萊斯已領先了

對手 10.12％。因此，民眾和反

對黨都質疑是政府黑箱作業，而

走上街頭進行抗議。在 3 週後，

莫拉萊斯就宣布下臺，玻利維亞

全國歡騰。

他執政近 14 年之久，被稱

為玻利維亞第一任土著總統。之

前他之所以會成為民眾心中的總

統好人選，即因他承諾將改善玻

利維亞的窮人生活，但最後卻遭

指控是一名獨裁領導人。

在莫拉萊斯宣布下臺之後，

反對派候選人梅薩嚴肅地表示，

玻利維亞讓全世界上寶貴的一

課。從明天開始，玻利維亞將會

成為一個新的國家。而民眾還在

路上揮舞國旗、放炮慶祝。

權力真空獲暴更大衝突

總統逃離後的玻利維亞立即 
陷入權力的真空。依憲法得以繼

承總統大位的幾位重要人物，包

括副總統，上議院主席和副主

席，以及眾議院主席等全部隨之

宣布辭職。上議院第二副主席，

反對黨領袖阿內茲女士宣布她應

該成為代理總統，但這必須得到

議會的同意，而參眾兩院都由莫

拉萊斯的支持者把持。

同時，多數議員們因全國一

片混亂，交通癱瘓無法返回首都

舉行特別會議。成千上萬手持棍

棒武器、力挺莫拉萊斯的支持者

正向首都拉巴斯挺進，一場似乎

無法避免的更大衝突或將爆發。

美洲組織 11 日呼籲玻利維亞堅

守和平遵守法律，以化解目前的

政治危機，確保新的大選進程順

利進行。

向委內瑞拉釋出信號

11 月 11 日，美國總統川普

發表聲明表示，玻利維亞總統的

辭職是西半球民主的重要時刻，

也向委內瑞拉與尼加拉瓜等「非

法政權」發出信號。

「美國讚揚玻利維亞人民要

求自由的行為，同時玻利維亞軍

隊恪守不只保護一個人，而要保

護玻利維亞憲法的誓言。」

「這些事件似乎是向委內瑞

拉與尼加拉瓜的非法政權發出了

強烈信號，也就是民主和人民的

意志將會永遠佔上風。現今，我

們距離完全民主、繁榮與自由的

西半球僅有一步之遙。」

玻總統下臺  淪落為遊民
◆ 太 空 探 索 科 技 公 司

（Spac-eX）11 日 用 獵 鷹 火

箭（Falcon）一次把 60 枚衛星

送上太空軌道，這是該公司「星

鏈」（Starlink）計畫送上太空

的第二批衛星。星鏈計畫的目的

是把 4 萬多枚衛星送上軌道，是

目前軌道上所有衛星的 8 倍多，

目的是覆蓋全球的網絡傳輸訊

號。許多天文學家吃驚地發現，

這些衛星極亮，使他們擔心，這

群明亮的衛星會嚴重破壞地球望

遠鏡的天文研究，並改變我們的

觀星經驗。他們擔心，屆時「滿

天都是（假）星星」。

◆ 英國因脫歐問題將提前

進行全國大選，辭去國會下議

院議長的伯考（John Bercow）

無須再對英國脫歐問題保持中

立，他認為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英國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英國智庫國家經濟暨社會研究所

（NIESR）認為，英國脫歐之後

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大於延期脫

歐和終結脫歐不確定性。

◆烏克蘭副總理德米特

里 ‧ 庫列巴認為，烏克蘭將在

加入歐盟之前加入北約。他指

出，烏克蘭當局希望在未來 5
年內完成改革，達到北約要求。

他表示，5 年後，烏克蘭應完全

與北約國家相互兼容，並獲得北

約有關開啟烏克蘭加入北約進程

的政治決定。不過歐委會高管認

為，基輔的想法不現實，應集中

精力優先履行與歐盟聯合協議。

◆大馬前首相納吉 11 日上

午出席高等法院的審訊。法官裁

定納吉 3 項洗錢、3 項刑事違反

信託，和 1 項濫權罪名成立。

一馬發展基金是納吉在 2009 年

首相任內成立的主權基金，目的

在推動經濟發展。但這項基金卻

留下龐大負債，爆發跨國貪汙洗

錢弊端。目前已知一馬基金遭侵

吞資產高達 45 億美元。這起案

件的調查，是在檢方傳喚 57 名

證人後，發現諸多不利納吉的證

據，最終成案。納吉一旦遭定

罪，將面臨高額罰款，以及每項

罪名 15 到 20 年的牢獄之災。

◆美國國會內圍繞著保護和

彈劾川普總統的攻堅戰，隨著民

主黨彈劾總統調查被啟動，及

2020 年大選的臨近逐步進入白

熱化。針對民主黨即將對總統彈

劾案展開的公開聽證調查攻勢，

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提出了

一個他們希望提供證詞的證人名

單，包括前副總統拜登的兒子亨

特，和針對川普的那個匿名舉報

人。作為當前民主黨 2020 年總

統大選候選人熱門之一的拜登，

他的二兒子亨特被指在近年來在

經商中，存有不當，甚至在國外

有貪腐行為。

莫拉萊斯在包括軍方在內舉國上下與國際壓力下，被迫選擇了在11月10

日宣布辭職。(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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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路克綜合報導】

據外媒報導，當法國總統馬克龍

希望將歐洲關切的問題帶到世界

舞臺，如尋找應對氣候變化，貿

易戰緊張局勢或伊朗核野心的解

決方案時，這次他沒有打電話給

華盛頓，而是飛去了北京。

馬克龍將自己描繪成整個歐

盟的特使，近期對中國的訪問表

明，馬克龍想傳達這樣的信息，

既然川普沒有掩飾他對多邊主義

的不屑一顧，那歐盟也在很大程

度上要另尋出路。

在上海的一個進口商品交易

會上，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品

嚐法國葡萄酒和優質牛肉，馬克

龍藉機推動中國市場向歐洲產品

做更廣泛的開放。

2018 年 1 月，馬克龍對中

國的進行了首次國事訪問。此

後，習近平前往法國，當時中國

在 3 月份簽署了一項協議，從

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客車公司購

買 300 架飛機。

這次，馬克龍的中國行，帶

來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議程，其中

包括就改革世界貿易組織，應對

氣候變化以及與伊朗達成核協議

達成共同立場。

法新社說，馬克龍 2018 年

首次訪華的重點是外交。這回他

第二次訪華的重點是經濟與貿

易。本次跟隨他訪華的法國企業

代表團，有空客集團，奧萊雅，

蘇伊士，巴黎國民銀行，液化空

氣，電力公司 30 家法國公司。

在貿易方面，歐盟經常與美

國一起批評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政策，政府補貼和其他限制性做

法。美國政府的做法是，川普總

統通過對來自中國價值數千億美

元的商品徵收關稅，這繞開了世

貿組織設定的規則。

對貿易戰歐盟有著不同的看

法。馬克龍在談到改革世貿組

織的計畫時說：「我們必須在國

際一級獲得穩定和合作的貿易

規則。」川普曾抱怨說：「負責

解決貿易爭端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薄弱且無效，因為中國

無視其規則，解決貿易投訴需要

花費數年時間。」

11 月 6 日，中法之間簽署

了 19 份機構協議和 24 份貿易

合同，價值 151 億美元。

據法廣報導，法國總統馬克

龍在上海訪問期間，呼籲中國與

歐洲聯合對抗單邊主義。在北京

與華盛頓貿易戰之際，馬克龍本

次訪華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拓展法

國和歐洲與中國的經貿合作。香

港浸會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高敬文

（JP Cabestan）指出，毫無疑

問，中美貿易戰推動中國向法國

和其他國家靠攏，但如果歐洲因

此覺得可以聯合中國對抗川普，

那就太天真了。

這位《明天的中國民主或獨

裁》一書的作者告訴法新社：現

在中國仍然是世貿組織的問題，

是破壞南海穩定的因素，是對臺

灣的威脅。他說，面對香港和我

們的民主價值觀，中國是極權主

義的另一端。

馬克龍訪華後不久，11 月 7
日宣布北約已經「腦死亡」。指

責美國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缺乏

協同，「現在要明確北約的戰略

成果是甚麼」。此語一出立刻

引發爭議，默克爾表示：「不能

認同『法國的極端看法』。」第

二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北約必須髮展壯大和改變，否

則有可能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莫拉萊斯辭職後在推特自曝慘況。

（Evo Morales Ayma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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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 10 月底舉辦

的東京車展上豐田推出了兩款

概 念 車 LQ 和 Ultra Compact 
BEV，值得一看。

LQ概念車
豐田這款 LQ 概念車可以

說是 2017 年 CES 展上推出的 
Concept-i 概念車的升級版，車

上不只增加或升級一些概念性功

能，也針對實用功能進行提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豐田

與 TRI 豐田研究所共同開發的

人工智慧系統 Yui，這套人工智

慧系統可透過駕駛的情緒狀態和

機警性提供個人化體驗，並且為

了確保安全和舒適，Yui 能使用

語音、座椅內建功能、車內照

明、空調、香氛或 HMI 人機界

面和駕駛互動。

除此之外，Yui 還可以控制

【看中國訊】最新數據顯

示，在加拿大，分心駕駛致死

的人數高於不清醒駕駛。據

CBC 報導，根據交通傷害研

究基金會（TIRF）的數據，

想僅安省一省，今年分心駕駛

導致了 44 人死亡，而不清醒

駕駛導致 34 人死亡。

分心駕駛不僅僅是在駕車

時使用手機，還包括駕車時吃

東西、化妝或調頻收音機等。

報告還顯示，分心駕駛除

造成人身傷亡外，也令撞車的

數量增加。安省政府的數據顯

示，自 2000 年以來，因分心

駕駛而導致的致命碰撞事故數

量增加了一倍。分心駕駛造成

的事故會推高保險費的價格，

一些司機表示，由於分心駕

駛，他們甚至被拒絕提供全面

保險和碰撞保險。

HTM 保險公司的首席執

行官哈默爾（Alec Harmer）列

舉了一個例子，一名 18歲，持

有 G2 駕照的男子，駕駛 2008
年雪佛蘭 Cobalt，分心駕駛令

他的車保費從每年約 3,000 元

躍升至 5,500元，增長 75％。

【看中國訊】儘管現在在加

拿大購買和吸食休閒型大麻合

法了，但是在車中吸食大麻仍

違法。安省省警就給一名在車

上吸大麻的司機開出 215 元的

罰單。類似的在溫尼伯格，警

察也開出了一張672元的罰單。

依據安省和曼省的《道路

交通法》，司機在車中吸食大

麻違法。其實，加拿大所有的

省份都有相關法律規定，禁止

司機在車中吸食大麻，這些省

級法律與聯邦實施的可以購

買和吸食大麻的《大麻法》相

反。就像飲酒一樣，買酒喝酒

合法，但是，不能酒後開車。

對於車中的大麻，大部

分省份和地區均規定，必須是

包裝完好或是密封袋裝，並且

「不能接觸」或「無法接近」。

即車中可以有大麻，但其狀

態是司機無法打開的狀態。有

這些規定的省包括亞省、卑詩

省、曼省、安省和新斯省等。

全世界第一款內建減壓與提高

注意力功能的座椅，系統會控

制位於椅背且和空調連接的氣

囊。當駕駛在操作車輛的時候

若偵測到有疲勞或注意力不集

中的狀態，系統就會將氣囊充

氣調整駕駛坐姿，並且吹送較

低溫的空氣，讓駕駛可以保持

清醒；假如車輛進入自動駕駛

模式，則會調整至能夠充分放

鬆與休息的位置。

LQ 上還搭載 Level 4 自動

駕駛技術，也就是說在大多數

情況下，LQ 車上的駕駛不

需要人工介入操作，就

能把車上乘客安然送

抵目的地。

Ultra 
Compact 
BEV概念車

Ultra Compact BEV 是 豐

田專為短程、固定路線的日常移

動通勤者出行設計，目標包括有

年長者、剛取得駕照上路的新

手、或固定區域性的業務從業人

員等。

外觀上，兩人座的 Ultra-
Compact BEV 車身不大，但設

計方面仍不馬虎，有著多邊形進

氣格柵、狹長的 LED 燈組。車

身側面採用了複雜的腰線設計，

車輪附近採用向外突出的設計，

讓整車看起來非常飽滿。

在充飽電力的情況下，Ultra 
Compact BEV 將具備約 100 公

里的續航距離，極速則有 60 公

里 / 時，有極小的回轉半徑。

Ultra-Compact BEV 提 供

兩個版本車型，分別為商務版

和家用版。

2019 
東京車展

LQ & Ultra Compact B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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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玉珍齋掌門人黃一彬提

及自己由不情願接受到全身心投

入老店的心態轉變過程。某個週

末他獨自開車到加拿大東部的魁

北克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小鎮，發

現那裡的人們由衷地珍視自己的

傳統。當時的景象深深觸動了

他，他突然心生「好想回家」的

念頭，想把玉珍齋的百年傳統發

揚光大。 「時常聽到日本有幾百

年的餅鋪，台灣是不是也應該

有更多可以讓我們自豪的百年 
老店？」

心念轉變後，接手玉珍齋對

黃一彬而言，變成是一件快樂 
的事。

變：產品引領時代潮流

黃一彬說，父親曾經告訴

他，要看一家店有沒有未來，只

要在假日時去觀察來店裡的客群

即可得知。如果都是拄著枴杖

走進來的，那這家店肯定維持 
不久。

產品隨著時代潮流走，這是

玉珍齋能在漫長的時間中生存下

來的原因。

清朝時，一般的餅鋪做的是

大餅，要夠大、夠分量。而當時

玉珍齋推出小巧的鳳眼糕就是引

領潮流的創新產品。日據時代，

因日本人喜愛紅豆，玉珍齋便開

發了以紅豆為餡的「紅豆粒」。

民國時期經濟起飛，玉珍齋研發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403.930.7778 |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offer based on the 2018 GLC300 4MATIC is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53,300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549.69 per month for 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5,0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53,300. Lease 
APR of 3.4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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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gation is $31,2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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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Nov 30, 2019.

Max Tomilin Joe Seto Kent Chow 
Pheobe Ku 

2020 GLC 300 4MATIC SUV |           # 20987849

3.9%** $549** $4,600†

45 $5,000 

租賃利率 租賃月供

庫存編號

包括

個月 首付 節省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粵語 國語 國語

為現實生活創新。
新款奔馳 GLC。簡潔的線條，結合運動型配置和領先的科技，使得
本款 SUV空前引人注目。其可信賴的獨特優勢，GLC可提升您的生
活品質。

守護「台灣百年糕餅文化」玉珍齋 2

台灣將近 140年的玉
珍齋，至今仍然受到各年

齡層顧客的歡迎，究竟有

甚麼祕訣？

◎文：劉佩絨

▲玉珍齋經營百年，仍歷久彌新。（玉珍齋官方網站） ▲遊奕糕，讓人真的可以吃掉對方的棋（葉俊宏攝影）

轉載自《看》雜誌第172期(原文有刪減)

出了芋頭酥、蘿蔔酥。近年文創

風行，玉珍齋就將傳統的綠豆糕

做成棋子造型的「遊奕糕」，並

附上紙棋盤，頗富食趣的設計還

獲得 2008 年百大台灣觀光特產

的肯定。

在原料方面，玉珍齋也不斷

地嘗試新食材。例如杏仁是從西

方傳來的食材，玉珍齋也研發出

了杏仁糕、杏仁粩。此外，黃一

彬只要一有空，就會去歐洲參加

食品展，尋找適合放在糕餅中的

優質食材，先後引進不含反式脂

肪與無香精的奶油讓師傅使用。

在行銷方面也特別注重吸引

年輕客層。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包

括：為慶祝 2000 年跨年，推出

符合年輕人口味的人氣商品「小

陶餅」，由知名主持人陶晶瑩代

言； 2006 年推出可以邊下棋邊

吃的「遊奕糕」，迎合年輕世代

的玩心；2009 年與靜宜大學觀

光事業學系合作，發揮創意將玉

珍齋的故事改編為年度舞台劇，

公演時就一併將玉珍齋的名聲

傳播到校園；2013 年將鹿港從

清朝流傳下來的桌上遊戲「葫蘆

問」結合在包裝上，讓消費者可

以將美味與鹿港傳統文化一併 
帶走。 

不變：按古法製作糕點

在不斷與時俱進的同時，

老店仍堅守著某些不變的原

則。父親曾告訴黃一彬要讓客

人「吃到食材的原味」。父親

經營玉珍齋時，曾有商人來兜

售「糖丹」，父親嚴肅交代他：

「這些利潤很高的不知名的東西

都不要去碰！」

直到現在，黃一彬仍謹守

父親的教導，購入新鮮的農產

品自己加工，絕不購買市面上

販售的半成品，因為裡面有多

少添加劑都不得而知。例如玉

珍齋要做芋頭餡料，就買新鮮

的芋頭回來讓員工削皮、切

塊，再加糖去熬煮。

熟悉的味道與回憶，是老

店最令人懷念的原因。黃一彬

將老師傅的手藝承傳下來，許

多糕點至今仍按古法製作。例

如清代受到文人雅士喜愛的

「鳳眼糕」，是將糯米粉與糖粉

放在地窖中經三到六個月自然

發酵後，再製成糕點。這樣的

製作方式，玉珍齋堅持百年不

變。

玉珍齋的另一個堅持就是

不放防腐劑。黃一彬說，妻子

王文敏是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食品科學系碩士，深諳延長產

品保存期限之道，但玉珍齋就

是堅持絕對不添加防腐劑。黃

文彬強調，產品能放 15 天就絕

不弄成三個月。雖然有些客人

會抱怨太快過期，但是他還是

堅持按照傳統的方式做。

堅持：不受利益誘惑 
玉珍齋的名聲吸引了許多

自由行的陸客，大陸商人找上

門來表明想買下玉珍齋，一開

口就是幾十億的天價。只要黃

一彬點頭，願意提供玉珍齋技

術，大陸三百多家糕餅店立即

就會掛上玉珍齋的招牌，而且

玉珍齋小檔案

創設時間：1877年（清光緒三年）                           創立者：黃錦            
現在經營者：黃一彬（現年52歲、第五代傳人）         技術承傳：142年
大事記：

1877年：黃錦創立玉珍齋，鳳眼糕問世。

1993年：台中市漢口路開設第一家分店。

2003年：榮獲文建會文馨獎。

2004年：美國Discovery頻道拍攝。

2008年：鳳眼糕獲選經濟部台灣具代表性15大伴手禮。

2008年：遊奕糕獲選台灣觀光特產協會百大台灣觀光特產。

2009年：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優質企業獎。

2011年：在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國慶獲邀為國慶酒會糕點。

會把大量的陸客團帶進玉珍

齋，老店從此就成為陸客觀光

產業「一條龍」的一環。

黃一彬雲淡風輕地自嘲：

「如果我當時同意了，可能十

輩子都不愁吃穿。」但他想到

玉珍齋並不屬於個人，一旦答

應，自己雖能過上好日子，但

先祖從清朝傳下來的基業與文

化，等同就此消失，成為一家

以謀利為主的公司，「這太可惜

了！」於是他果決地回絕了。

玉珍齋的定位，就是想替

台灣保留珍貴的糕餅文化。抱

著這份專注與執著，黃一彬相

信他能讓百年老店穩步地走向

下一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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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這其中，清初六家祖述宋、

元，被視為主流，分別是王時敏、

王鑒、王翬 (讀 huī，音同輝）、

王原祁、吳歷及惲格。六家中，

又以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

祁影響最大，並稱「四王」。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四王」擅畫壇
山水有清暉

王
時
敏

王
原
祁

王
鑒

王
翬

妙 墨 丹 青

◎ 文：宋紫鳳  圖：Adobe stock/公有領域

明末清初的畫壇，江山雖然易主，畫壇卻承

前啟後。當時著名於世的有：四大高僧、金陵

八家、江左二家、清初六家等等，僅看這些稱

謂，便已覺兵塵過後，並非元氣蕭索，而文明

的生機卻是處處可見。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

江南太倉人，是一位前朝遺老。

明朝時，他以蔭官入仕，後因淡

泊名利，無意仕途，於是辭官在

家，潛心繪事，特於元朝黃公望

墨法，深契要領。滿人入主中原

後，王時敏作為前朝遺民，繼續

他的丹青生涯，開創有清山水畫

之婁東派。他愛才若渴，來拜訪

他的學畫者踵接於門，經其指

授，皆知名於當時。在清初畫壇

上，王時敏堪稱一代畫苑之領袖。

王鑒，字圓照，是名人王世

貞的曾孫。他與王時敏同族，兩

人輩分不同，年紀相仿。王鑒在

明崇禎年間做過廉州知府，故而

世稱「王廉州」。王鑒與王時敏

都師事董其昌，兩人都祖述南

唐董源、元朝黃公望，其人畫

風沉雄古逸。同為明朝遺民的

著名詩人吳梅村，曾寫〈畫中九

友歌〉，稱讚當時的九位畫壇名

家，其中就包括王時敏和王鑒。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

是王時敏之孫。幼年時，王原祁

曾畫山水，懸於書房壁上。王時

敏看到後，大奇之，並說：「此

子必出我右！」王原祁在康熙朝

出仕為官，官聲很好。當時，海

內清晏，康熙皇帝留心翰墨，召

王原祁在內府鑒定名家畫跡，總

領書畫譜的整理與編定。康熙帝

時的煌煌巨著《佩文齋書畫譜》，

正是由王原祁總裁編撰而成。

王原祁還參與大型長卷〈萬壽盛

典圖〉的繪製。王原祁作畫時，

必用「宣德紙、重毫筆、頂煙

墨」，認為三者缺一，則不足以

發古雋渾逸之趣。（下文轉 C2）

王時敏開創婁東派，為清初畫壇領袖。圖為王

時敏仿黃公望山水圖。



軒轅鏡守護皇權威嚴
聽過軒轅鏡嗎？是的，它就

是古人口中所說，用來辟邪的一

面古鏡，據說，以前的人就會

在床榻上挂置軒轅鏡。宋代梅

堯臣於《飲劉原甫家》說道：「世

無軒轅鏡，百怪爭後先。」元代

某作《神奴兒》亦道：「大人懷揣

萬古軒轅鏡，照察我這銜冤負

屈情。」不過，軒轅鏡亦意指月

亮，明代文人常倫即於《山坡羊 ·
賞月》中喻為月亮：「嘆人世陰

晴不定，想兔魄今宵偏瑩。山銜

樹捧擁出軒轅鏡。」此外，軒轅

鏡還關乎會砸死人的一粒圓球。

這三種說法，聽起來最玄奇的絕

對是第三種吧！這也是小編在此

要與大家分享的、故宮的一則玄

事！

軒轅鏡

北京城裡面有一座聞名中外

的宮殿，它便是故宮了。故宮這

座宮殿乃是明、清兩朝的皇家宮

殿，它在清朝時，則被稱為「紫

禁城」。故宮整個建築體不只

佔據面積巨大，氣勢亦磅礡撼

人，它還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同時，它還與美國的白宮、法國

的凡爾賽宮、英國的白金漢宮，

以及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一齊被

譽為「世界五大宮」。既是世界

矚目的焦點，這一座宮殿裡的寶

物自然是不少了，例如：北宋張

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西晉陸

機的〈平復帖〉、宋代的青玉雲

龍紋爐、元代的琺瑯之寶掐絲琺

瑯纏枝蓮紋像耳爐……等。

然而，在諸多奇珍異寶中，

最稀奇的莫過於傳說甚為驚人的

軒轅鏡。據說，這個軒轅鏡專門

用來辨識真、假天子。為什麼這

麼說呢？首先得先說說這個在古

人的眼裡，就是一個避邪的好物

件的軒轅鏡。李時珍的《本草綱

目》有載：「《軒轅內傳》言︰帝

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

此鏡之始也，或雲始於堯臣尹

壽。」這意思是說，古人認為，

最早的鏡子是由軒轅黃帝或是由

堯帝的大臣尹壽所鑄造的。既是

如此，那麼取自軒轅黃帝之名的

軒轅鏡，自當是珍貴無比，並非

等閑之輩所能擁有。不過，適才

小編已在一開頭就說了，軒轅鏡

不只是鏡子一面，它還等同於皇

宮中的某粒球。

軒轅鏡辨別真假天子

那麼，這粒故宮最神奇的球

被設置在何方呢？其實逛過故宮

的人理應有在金鑾殿上見過這顆

正位於皇帝寶座正上方的軒轅

鏡。這個軒轅鏡既然是放置在宮

中，自然是擁有與眾不同的大作

用啦！據說它專門用來辨別真假

皇帝。

首先說說放置了軒轅鏡的這

個金鑾殿。其實，金鑾殿為俗

稱，它實際稱作太和殿，與中和

殿、保和殿合稱為「三大殿」。

太和殿是三大殿中最南面的殿，

它亦是明、清兩代北京城中最

高、開間最多、長度最大的建築

物，被譽為中華第一殿。由於皇

帝接見臣子與處理政務，以及皇

帝的登基大典與冊封皇后的儀式

皆在此殿舉行，故象徵著至高無

上的皇權的太和殿自然是有諸多

獨特之處，軒轅鏡即為其一。

在太和殿的龍椅上方的天花

正中，安置了狀似傘蓋向上隆起

的藻井，而藻井的中央彫刻了龍

頭朝下方探且口銜一顆銅製大龍

珠的蟠臥巨龍。這顆珍貴的大銅

珠就是「軒轅鏡」。軒轅鏡的周

圍還圍繞著六顆小銅珠。民間流

傳若是無法承載天命，掌管國家

大權的人坐上這個帝王寶座，軒

轅鏡就會掉落，並砸死那個無福

享受帝王命途之人。不過，你知

道為何現在太和殿的龍椅沒有

正對軒轅鏡，而是挪動了 2 ～ 3

米來擺放？其實這與袁世凱的傳

說有關。

民間流傳，袁世凱在準備登

基之前，因為懼於軒轅鏡會掉下

來砸死非帝王命之人，特意下

達命令得將寶座挪後（往北方

移動）2 到 3 米。據悉，袁世凱

在 1916 年的登基大典上，為了

攏絡人心而故顯謙遜的站立於寶

座旁，手扶著寶座上的龍頭來接

受眾臣的恭賀、朝拜。至於能夠

辨別真假天子的軒轅鏡呢？自然

是落不到袁世凱的頭上啦！看來

當皇帝可不是自己說了就行，還

得經過老天認可，而軒轅鏡則成

了自我檢視、萬眾旁驗的一大關

卡。畢竟，不是人人都有那麼大

的福分能夠坐上帝王之位的。試

想，像紂王這樣本銜天命的帝王

都無法坐妥龍椅直至入土了，何

況是其他根本非承運之人呢？！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7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學士碩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一週七天：
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info@kt-lucky.com

成功診治 源自30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主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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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C1）說起來，「宣

德紙」是明清貢物，「重毫筆」、

「頂煙墨」，雖不得詳知，當也

是稀有上品。王原祁出身旺族，

供職內廷，一切必然精緻考究，

不足為怪，但這也只是表面，而

其中的精妙之處，卻都氤氤氳氳

的寫入山水之中，以待識者會

之。所以，清代畫家張庚見其

〈秋山晴爽圖〉，但覺「筆力沉

貫紙背，而光氣發越於上」，而

王原祁也於此作自題「筆端金剛

杵」，想來這「筆端金剛杵」，

非有文房三寶（宣德紙、重毫

筆、頂煙墨），不能盡得發揮，

必要三者皆備，才能相得益彰，

意之所到，游刃有餘。

王翬，字石谷，號耕煙，江

南常熟人，是一位畫壇奇才。第

一個發現王翬的人是王鑒，王鑒

遊虞山時，見到王翬的畫，大奇

之，更驚訝於作畫者竟是一位年

方弱冠的青年。古人愛才與鼓勵

後學的熱忱，真是令人感動。王

鑒帶著王翬，一起去見王時敏。

王時敏不僅將王翬安置在西田住

所，還將他所珍藏的自唐以後的

名家手跡，拿給王翬觀摩。王時

敏又帶著王翬遊於江南、江北，

去拜訪當時藏家，從而得見大量

古畫真跡。如此二十年，王翬學

業遂成。後來康熙帝徵召畫手，

王翬以出色的畫技得以布衣，供

奉內廷。康熙帝南巡歸來，命畫

南巡圖，海內能手雲集，皆逡巡

不敢下筆。王翬不僅有過人的畫

技，他的構圖能力也是天賦，於

是指揮眾人，如何布局，咫尺

千里，眾畫家分別繪製，最後

總其成而為著名長卷〈康熙南巡

圖〉，總長 213 米。圖成，康熙

帝很滿意，要授官給王翬。不知

是何原因，王翬沒有留下來當

官，而是辭歸故里。

清初「四王」中，以王翬天

賦最高，王翬論畫 ——「以元

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

人氣韻，乃為大成」。雖然，

清人之畫到底無復宋、元高意，

但王翬師從王時敏，遍遊江南、

江北的經歷，加之在內廷供職的

機會，於古今名跡無不學習，最

終合南、北二宗為一家，集清初

畫壇之大成。康熙皇帝賜匾給王

翬，上書「山水清暉」四字，總

讓人想到「四王」筆下點染出的

千里江山，清秀而蒼潤。

太和殿內正中的藻井和軒轅鏡。（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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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擅畫壇  山水有清暉

  清王鑒仿古山水圖

◎  文：易森整理

太和殿俗稱金鑾殿，為北京故宮外朝三大殿中最南面的殿，該殿是明清兩朝北

京城內最高的建築，開間最多、進深最大和屋頂最高的大殿，堪稱中華第一

殿。皇帝登基、冊立皇后等大典都在此舉行。太和殿是皇權的象徵，因而在各

種形式上都刻意追求，以示與眾不同。（維基百科）

太和殿內明間正中設有皇帝寶座。寳座通高172.5厘米，座高49厘米，座寬

158.5厘米，座前腳踏高30厘米，椅背為「圈椅」式，由金絲楠木製成，雕著13

條金龍。（維基百科）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將改次

年為洪憲元年並建立中華帝國，但由

於國內多方勢力的反對，1916年3月

22日袁世凱宣布取消君主立憲國體，

改元後僅82天（1916年為閏年）帝制

便以失敗收場。（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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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Learning in Ancient China (Part 1)
In 2011, a professor at a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discussed why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been unsuccessful. He said that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does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creativity and one's moral character. 

The professor makes a valid point about 
China's failing education system.  We will find 
the answer when we compar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to today's China.

“The foremost ingredient to establishing 
a country or developing people is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virtue was 
the root of a country. Therefore, everyone 
including the emperor and common folk 
regarded cultivating oneself as the root for 
settling down or continuing with one's pursuit 
in life. Teaching meant educating peopl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was 
to cultivate noble virtues. As stat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earning knowledge 
is not the root of teaching. What comes first 
is to cultivate virtue such as filial piety and 
brotherly love, compassion, respect and 
sincerity. If time permitted, he may go to learn 
knowledge afterwards.”

It also states in The Great Learning 
how ancient people followed their way of 
learning. The Great Learning was originally 
one chapter in the Book of Rites. It was said 
that it was written by Confucius' student Zeng 
Shen.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lso included in the Book of Rit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Mencius 
together are called “The Four Books” by later 
scholars.

In ancient China, children went to 
elementary school at the age of eight. They 
began learning the basic rituals and daily 
housework along with etiquette, music, 
archery,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thematics. 
At the age of 15, those with good grades went 
to college to study the ways of rectifying 
the heart, self-cultivation, managing the 
family and ruling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become well-cultivated individuals with 
noble character. They applied the principles 
of self-cultivation to dealing wit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issues between countries. 
They also applied the same principles to 
ruling the country.

The first sentence in The Great Learning 

states that the goal of learning is, “To cultivate 
the great virtue endowed by heaven and 
reach the realm of greatest compassion.” 
Once compassion is developed, it can be used 
to manage people. To manage people, one 
should be close to and love them. An emperor 
should be compassionate; an official should 
be respectful to the emperor; a son should 
be filial to his parents; a parent should be 
affectionate; and friends should be sincere to 
each other. Everyone should try to reach the 
realm of greatest compassion.

It also states in The Great Learning 
that, “Advocating virtue comes after ruling 
the country; ruling the country comes after 
managing the family; and managing the 
family comes after self-cultivation.”

Then, what is self-cultivation? Self-
cultivation is focu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 and ethical values. Ancient people 
studied the principles of matter to obtain 
knowledge and seek the Tao. During the 
process, they were enlightened to the ultimate 
regulations of matter's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Way, which they used as their guiding 
philosophy in their behavior. They rectified 

their mind, purified their heart and sincerely 
cultivated themselves. A person with great 
virtue, righteous behavior and knowledge 
will naturally have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family, rule the country and prevail over the 
world with peace.

Such an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al 
work contains fewer than 2,000 Chinese 
characters, but it states the 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 The goal of teaching is to raise a 
child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and dignified 
adult of great virtue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Judging a great pers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s/her age, knowledge, strength, wealth, 
or nobility, but with a person's character. 
The greatness of The Great Learning lies in 
its “advocating virtue”, requiring people to 
remove the negativity from their mind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moral standard. Thus, 
a great man stand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n a dignified manner. He is compassionate, 
wise and brave. How much responsibility a 
person can shoulder all depends on how broad 
his heart, how great his virtue and how refined 
his talent is.

2001 年一位大學教授在達沃斯論壇

發言中談到，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教育

是失敗的，失敗在於沒有重視培養自主有

創造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

上面所言切中國弊，很有道理。且看

今日，國內高校林立，學子眾多，卻沒有

培養出一位大師。相反，學術造假成風，

師德淪喪，學生高分數低素質，原因在哪

裡？我們來對比一下古今教育的差別就可

以窺其端倪。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傳統理

念中，德乃立身立國之本，所以從天子一

直到庶民百姓把修身看作是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教學即育人，最重要的是培養高尚

的道德。《論語》中講：「入則孝，出則

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學習文化知識不是教學

的根本，首先要培養人的德行：孝悌、仁

愛、恭謹與誠信，如果還有餘力，就可以

進一步去學習文化知識。

《大學》也闡述了古人的為學之道。

《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相傳為

孔子的門生曾參所作。《禮記》中的《大

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後

世學者合稱「四書」 。
古時小孩到了八歲，都要進到學校裡

上小學，學習的內容是灑掃、應對、進退

這些日常生活內容和基本禮節。此外，還

要學習禮儀音樂、射箭御車、文字術數等

等。到了十五歲，學習成績好的，就要進

到大學中學習正心、修己、齊家、治平之

道，使自己成為一個有著深厚道德涵養的

人，然後應用修身的道理來處理人與人、

國與國的關係，治理國家、天下。

《大學》第一句話就道出了學習的目

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統稱為「三綱」。

所謂「明明德」，就是發揚光大人所

固有的天賦的光明道德，達到至善的境

界。所謂「在親民」，是指發揚了善性之

後，即從事治民。治民要親愛人民。所

謂「止於至善」，就是國君要仁，大臣要

敬，兒子要孝，父親要慈，朋友交往要誠

信，要達到至善的道德境界。

《大學》中說：要明明德，就要先治

國。要治國，就要先治家；要治家，就

要先修身。加上「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這就是後世所稱的「八目」。

那麼如何修身呢？《大學》提出了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

「修身」是核心，修身重點是道德、

倫理的修養。格物致知是為了求道，即推

究事物的原理，直至領悟事物發展的終極

規律，用探究到的大道指導自己的行為。

誠意正心則是不自欺欺人，純正心態，誠

心踐行修身。一個人身正德高且有一定學

識，自然就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麼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字數不足

二千，卻道出了教育的根本。教學的目的

就是使一個蒙童通過修身成長為人格高大

獨立的「大人」，「大」與「小」不在於年

齡、知識、體力，貧富和貴賤，而在於

品格的高下。可見大學之大，正在於「明

明德」，讓人不斷的去除心靈上的汙垢，

使自己的道德不斷提升，像天一樣不厭其

高，像地一樣不厭其厚，堂堂乎立身於天

地間，仁、智、勇三德兼備，有多麼廣大

的胸懷、品德和才幹才可能成就、擔當多

麼大的事業和責任。

淺談大學之道 (上)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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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新大统华 

587- 333-3208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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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伯 特 • 蘭 薩（Robert 
Lanza） 博 士， 美 國 維 克 森

林大學醫學院（Wake Forest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教授，安斯泰來再生醫學研

究 所（Astellas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首 席

科學家，曾在 2014 年入選《時

代》（TIME）雜誌 「全球百大

最有影響力人物」。這樣一位

科學家，他對死亡的認識，卻和

大多數的普通人不一樣。

蘭薩教授認為，人在死亡

後，肉身雖然會解體，但仍然以

20 瓦能量的形式存在。

根據科學界最可靠的公理之

一 「能量守恆」定律，人死後能

量並不會隨著死亡消失。

因為宇宙規律就是能量永不

消亡，不生也不滅。而這種能量

「是否會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

世界呢？」蘭薩提出了一種叫做

「生物中心論」（Biocentrism）

的理論，認為宇宙是「多元」

的，「有無計其數的宇宙，在某

個宇宙中甚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在這些情境之下，死亡並不真正

存在。」艾本 • 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博士的經歷或許印

證了蘭薩教授的理論。

亞歷山大是哈佛醫學院的著

名神經外科醫生，曾在杜克大

學、哈佛大學、麻州大學和弗吉

尼亞州大學醫學院等高校教授腦

科學。他曾親身經歷過一段神奇

的生死歷程，徹底顛覆了他自

己的世界觀。 2008 年的一天夜

裡，亞歷山大在嚴重的頭部痙攣

疼痛中醒來，驚恐的發現自己動

彈不了了。家人迅速將他送往醫

院，此時他已處於昏迷狀態。醫

生診斷結論是，亞歷山大患了細

菌性腦膜炎。醫療設備已經完全

檢測不到他的腦部活動，他存活

的機會只有 2%。醫生告訴他的

家人，是時候讓他走了。但一週

後，亞歷山大突然奇跡般的甦醒

了，而且迅速康復。

亞歷山大是個科學家，也是

無神論者。他從不認為除了我們

生活的空間之外還有「另外的世

界」存在，但醒來後的他，卻清

楚的描述了他昏迷期間經歷的另

一個世界。亞歷山大回憶說，當

他陷在黑暗的恐懼中時， 「旋轉

著的天音和白光將我從那裡拯救

出來。它越靠越近，向我洞開，

那是真實的世界開了一個口，在

我四周開啟了。」 隨後，他的意

識附著在一隻巨大蝴蝶的翅膀

上，一位深藍色眼睛的美麗仙女

微笑著出現在他的面前，和他一

起「飄飛」，引他進入了「充滿

生機的新世界」。

他描述道，「那是個長滿翠

綠植物的山谷，有瀑布流入水晶

般透亮的池塘，暗藍的空中飄著

粉白棉花糖般的雲朵」他還看到

了樹木、田野、動物，也有人、

流水和雨，「蕩漾著的水面升起

雲霧，水下還有游魚。」

尤其令他震驚的是，他真實

感受到了神的存在，感受到祂發

聲時整個空間的震動。而他，曾

經完全不相信，這世界上真的有

神。他為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

藍眼睛仙女沒有跟他說一句話，

但彷彿可以洞穿他的心思。亞歷

山大接受到了她的思維：「神愛

你，永遠深深珍惜你。你沒有做

錯甚麼。」她告訴他說：「我們

會教你很多東西，但是，你要回

去的。」亞歷山大回憶說，在回

到自己身體之前，她讓他不要擔

心，「一切都好。」

幾個月後，他的姐姐凱

西（Kathy）發給他一封電郵，

裡面附了一張他已故妹妹貝茜

（Betsy）的照片。看到照片後，

他激動不已，那正是「另外世

界」裡的那位仙女。這太令人震

驚了」 ，他說：「我無法形容這

種體驗的力量有多強大，不會搞

錯，那就是她。」亞歷山大沒見

過妹妹，他從小就離開原生家庭

在收養家庭長大，雖然皈依了基

督新教，但作為一個科學家，卻

從內心不相信「神」。

這場瀕死體驗，讓他「對天

堂之旅的深刻豐富、充滿細節

的記憶」再也無法抹去。在參加

一檔著名的訪談節目時，他說：

「世上絕對有神存在，比我先前

想的深刻得多。我再也不會懷疑

了。」 
2012 年《紐約時報》暢銷

書《天 堂 的 證 據》（Proof of 
Heaven）中，刊載了亞歷山大

的「旅行」見聞。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皮蒂埃．薩爾佩特里埃爾

醫院找了 37 位、平均年齡為 35
歲的男性耐力運動員進行測試，

一部分按照正常的計畫訓練，另

一部分在 3 週內，增加 40% 的

運動量，並跟蹤調查參與者的主

觀感受，最後再用核磁共振掃瞄

（MRI）評估參與者的認知能力。

結果顯示，3 週內過量運動

的參與者感到非常疲憊，並且行

為出現一些變化。對財務決定的

測試顯示，疲憊的運動員做事更

衝動。核磁共振掃瞄顯示，過量

運動者腦部的外側前額葉皮層受

到抑制。這個區域是高層認知控

制區域，影響人們制定計畫、行

為自控力、動力管理機制等。研

究發現，疲勞後人們更傾向於獲

得眼前的利益，失去進行長期規

劃朝一個方向努力的動力。

研究者表示，這是首次提出

身體鍛練會導致認知力疲乏的研

究，但調查對象的範圍很小，僅

限於健壯的運動員。要明確這種

聯繫在普通人身上的影響，還需

擴大研究範圍。

過量運動
影響大腦決策力

奇妙的自然數字  

◎ 文：趙蘭

◎ 文：幽夏 圖：Adobe Stock

生命始終都有終點，人

不可避免要面對最後的結

局。但死亡真的是生命的

徹底終結嗎？宇宙中有沒有

「另外的世界」，有沒有神

存在？一位科學家的神奇

經歷，或許會給我們一些

啟示。

◎ 文：紫雲

科學家見證神與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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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izon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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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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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海洋塑膠危及大氣 

大多數星系的核心都有一個

特大質量黑洞，為類星體提供

能量。高速旋轉的黑洞周圍，

由塵埃和氣體組成的吸積盤

（accretion disc） 會 發 出 X 射

線。黑洞轉得越快，其周圍的吸

積盤距離中心越近，X 射線區

域越小。

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天文學家

們，利用美國宇航局錢德拉 X
射線天文臺的數據，結合微引力

透鏡技術，探測遙遠天體內部小

範圍區域的情況，類似用放大鏡

觀測這些天體的內部 X 射線的

範圍。

他們觀測到，一顆名為

「愛因斯坦十字」（Einstein’s 
Cross）的類星體，它的 X 射線

範圍僅是黑洞範圍的 2.5 倍，由

此算出其吸積盤以 70% 光速旋

轉。這是目前科學家見過的最快

轉速。其他四個類星體檢測到的

X 射線範圍是各自內部黑洞範

圍的 4 ～ 5 倍，說明它們的轉

速是「愛因斯坦十字」黑洞的一

半左右。

研究人員說，這幾個黑洞

有 1.6 億至 5 億倍太陽的質量，

而我們銀河系中心超大黑洞只有

400 個太陽質量。

科學期刊《通信生物學》的

一項研究表明，海洋中漂浮的塑

膠廢棄物中滲漏出的化學物質，

可能會阻止稱為原綠球藻的細菌

產生氧氣。而海洋微生物提供全

球氧氣總產量的 10%。這些損

害是不可逆轉的。

估計每年有 4.8 兆到 12.7
兆個塑膠進入了海洋，這個數據

每年都在增加。因海洋塑膠汙染

帶來的經濟影響覆蓋「幾乎所有

海洋生態系統相關服務」，包括

漁業、娛樂和傳統生活等領域。

對經濟損失的估計從每年

130 億美元直到 2.5 兆美元，尚

且沒有考慮到對全球旅遊業、交

通運輸業、漁業和人類健康等方

面的影響。

0, 1, 1, 2, 3, 5, 8, 13, 21, 
34, 55……，並無限地繼續，每

個數字都是前兩個數字的和（1 
+ 2 = 3； 3 + 5 = 8；21 + 
34 = 55 等）。大自然中絕大

多數的花瓣都遵循斐波那契數

列——百合具有 3 片花瓣，毛

茛有 5 片，飛燕草有 8 片，珍

珠菊有 13 片，菊苣有 21 片，

雛菊 34 片，除蟲菊 55 片……

一棵樹的生長方式同樣是

斐波那契數列。主幹產生一個分

支，該分支創建兩個增長點。一

個新的莖裂，另一個則休眠。分

支模式重複。根系也是一樣。這

種布局可以使植物獲得最佳的陽

光或營養。

西元1202年，意大利數學家

里奧納多．斐波納契（Leonardo 
Fibonacci）在他的書《計算之書》

(Liber Abaci)中寫下了該數列，

並將其傳播到西方，但在此之

前，古埃及人和希臘人以及西元

6 世紀的印度數學家都知道這個

數列。

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

都對該數列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里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稱為此為「神聖的比

例」，他說：「最明智，最崇高

的老師就是自然界。」

作家邁克爾．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說：「這種數字模式的

作用是在結構不斷增長時實現了

完美的平衡。而不是作為靜態的

結構……它在增長與變化之間實

現平衡。」

如果說這一切不是造物主

的精心安排，而是進化的偶然結

果，恐怕連達爾文自己也不會相

信吧！

一項新研究顯示，過量運

動導致的疲乏，會影響人

們做決定的能力，做事更

衝動和魯莽。

大自然的花草樹木，有沒

有生長週期之外的一些規

律？比如每一朵花的瓣數，

每一棵樹的分支數。答案

是：有！這個規律就是斐

波那契數列。

超大黑洞類星體

◎ 文：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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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全家人的牙齿护理 

 3B-3735 Rundlehorn Dr NE,
Calgary, AB T1Y 2K1

www.RundleDental.com/ch
(587) 329-8483

七天营业

儿童牙齿保健   牙齿矫正及隐形牙套
拔牙及根管治疗  牙齿美容
牙冠及牙桥修复  种牙及活动型假牙
Botox肉毒杆菌除皱针      保险直接结算服务

每位新成年病人检查及洗
牙即可获得免费电动牙刷
一部请来电咨询活动详情

陈忠豪医生 许明娟医生

七天营业
周一至周五：早 9 点 ~ 晚 8 点

周六 、日：早 9 点 ~ 晚 6 点

◎文：泰源 故傷官格的人，能夠傷害管

理、統治自己的人，多是很有才

華、才氣的（女命則會是清逸、

秀麗），起碼能看出為官者的不

足之處，認為自己能比他們做得

更好，才敢去傷害他們。

故此類型的人，對事物的領

悟力很強，欲望也大，一心想要

追求更完美的東西，內心充滿著

活力和戰鬥精神，不受世俗禮法

拘束，有倔強的個性，時刻都想

超越他人之成就，成為英雄人

物。此種類型的人較容易成為奇

蹟式的英雄人物或令人崇拜的偶

像，如清末提出維新變法的康有

為，就是典型的「傷官格」。這

類傷官格的人，如果表現在政治

上，通常會被稱為反對派。

這種「傷官格」的人，如果

生長在民主的國家，會比較幸

運，成為反對黨的領袖，說不定

哪一天時來運轉，還會當起總

統；如果生長在一黨專制的極權

國家，如中國大陸，那就慘了，

必成为連番鎮壓和迫害的民主、

維權人士。

可見，同一類型的命格，因

為生長在不同的國家，便會發展

出截然不同的經歷。人類雖然只

有五十一萬八千多種命格的格

式，但因後天的天時、地利、人

和的不同，造就了億萬種不同的

個人經歷。

用理數的方式算命，實質上

是對生命種子內在潛質的推算，

命學八字中有一種

稱為「傷官格」類型的

人，顧名思義，傷官就

是傷害官星。官星，為管

我者，統治我之人，即上

司、上屬、官員，大至統

治者，政府而言。

同年同月同日生 
命運相同嗎？

並預測其後發展的規律和傾向。

此種方法，正如人類從事農業生

產，對各種農作物種子的認識過

程一樣。一粒小小的種子，外人

看不出有甚麼區別，但農民卻能

區別出這是芥菜籽、這是白菜

籽、這是辣椒籽等等，並能預

言，種下去後，甚麼時候會發

芽、開花和結果，又會說，辣椒

籽種下去後，長出來的辣椒會是

紅的，而且很辣；白菜籽生長出

來後會是綠色的等等。常人聽了

農民這麼說，不會覺得出奇，也

不會懷疑，更不會認為這種預言

是迷信。

但如果將人的生命當作

種子，說這種類型的人是「財

格」，少年時不得意，中年發

達，晚年安樂，很多人就會說你

是搞迷信，沒科學根據，不願相

信。其實，一個人的生命，一生

出來時，就猶如一粒種子一樣，

裡面已具有它內在的潛質和日後

的發展規律及傾向，算命師只是

用數理的方法給計算出來。而這

粒生命種子，日後究竟生在何

方，落在誰家，這就受到後天的

天時、地利、人和等等因素的影

響了，而這些都不在算命師所能

把握的範圍，亦是造成同一年、

月、日、時出生的人，其後天

發展出來的種種差異之原因所 
在。

小小一粒白菜種子，尚有其

內在的潛質和發展傾向，而人的

生命，作為萬物之靈，豈可沒有

其內在的潛質和日後發展的傾

向？只不過某些人不願意承認它

的存在而已，又自認為人定勝

天，通過個人努力就可以達到一

切，但到頭來，還是離不開自身

命運軌道的束縛。

明 朝 正 統（明 英 宗 年 號

1436-1464 年）14 年，廣州有

個巨盜，名字叫黃蕭養，他因為

做強盜，犯罪無數，被關在郡裡

的監獄中，已有 14 年了。

有一天，他忽然發現，自己

平時所睡的竹床，生出了不少竹

葉。他覺得很奇怪。同獄囚犯

中，有一個人懂得命理學，就此

事為黃蕭養算了一卦，認為這是

祥瑞徵兆，便建議他設法逃走。

黃蕭養十分高興，砸壞了身

上的刑具，偷偷的越獄。出獄

後，黃蕭養入海作亂，徒眾跟隨

他的，發展到十餘萬人，他便僭

號稱王。在海上大肆搶掠，聲勢

浩大，非常狂傲。

到 了 景 泰（明 代 宗 年 號

1450 ～ 1456）元年的二月，朝

廷命都督董興，率兵去討伐逆匪

黃蕭養。

三月初旬夜，有一顆大星墜

於大河南岸。當時有個懂得天文

天象之學的人，名叫馬軾，在軍

中任職。都督董興問馬軾：「大

星墜落於河的南岸，這是甚麼徵

兆？」馬軾當即占卦，根據卦象

講：「現在是三月初，到四月分

內，就能把這個海盜頭目黃蕭養

抓住！」

於是，官軍士氣振奮，齊心

破賊。後來，官軍到了大洲頭這

個地方，與賊軍會戰，果然大破

賊軍。黃蕭養被亂箭射中，官軍

將其生擒後伏誅，黃蕭養的餘黨

全部投降。

有一位學者陳氏嘆道：「按：

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

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盜賊的命

運，亦關天數，非偶然也。」

這樣看來，任何人的命運都

是天定的。「人算不如天算」、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名

言、諺語，都是對的！

（事據《通紀》）
維新變法的康有為。

一個人的生

命，就猶如

一粒種子，

已具有他內

在的潛質和

發展規律。

星墜賊亡
◎文：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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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試前，突然轉來一名學生，這

在學校是很少的狀況，一般都是學期伊始

才會接收轉學生的。齊禹來自資優班，他

上課睡覺，下課活動，但逢重要考試，很

快寫完，立馬趴下睡覺，但都獲得高分，

漸漸的任課老師們對他不再要求，他自然

一覺到底。

獨上語文課時，我總叫他坐好上課，

他不耐且口出穢言，是他的一貫作風。某

天他被叫起來後，惡狠狠地瞪著我說：「你

小心一點，我會找人殺你。」我心中驚訝，

但鎮靜的回他：「恐嚇是有刑事責任的，

根據刑法可以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請不

要再恐嚇別人，對你是不好的，請你坐好

上課。」齊禹嗆回︰「你不敢，我找人天天

跟蹤你，看你敢不敢？」

我認真的看著他︰「這次不會報警，

以免影響你的前程。但若再有一次，一定

會報警，不是每個人都會被你的恐嚇害怕

畏懼！」齊禹不屑的說︰「我不會有事的，

自有小弟頂罪。」我嚴肅喝斥他︰「所以你

恃強凌弱，沒有任何道義情誼，利用弱小

的生命來維護自我的利益，這樣有誰會信

你？為非作歹的下場，你沒看過嗎？來學

校學習又是為何？」齊禹握緊拳頭，惡狠狠

瞪著我。此時，劍拔弩張的氛圍充塞整個

空間場，班長緊張的看著我們，對我搖搖

頭。我語重心長的對齊禹說︰「老師希望

你好，你仔細想想，好嗎？大家上課吧！」

下課時，班長和幾位學生私下提醒我

說：「老師，您最好不要管齊禹，他是某幫

派堂口的大哥，他底下很多小弟喔！」最後

強調：「他是真的老大，我們導師也不管

的，最好不要惹禍上身。」「謝謝你們的

關心，但若不理齊禹，他將來怎麼辦呢？」

我調來了齊禹的檔案，發現齊禹從小學業

出眾，父母皆是公務人員，家境殷實，父

母對他亦疼愛有加，他怎會加入幫派呢？

齊禹依然睡覺，而我照常叫他，他會

咒罵二句後，坐好上課。齊禹的作業均不

交，但文筆極佳，文章中的辭彙優美，思

想縝密，論理亦頗中肯。每當改完他的文

章，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擔憂，齊禹是相當

出色的，有謀略、有膽量、有智慧，但不

走正道，怕將來會誤了他自己一生，進而

危禍社會，惟學校、家長均束手無策。

某天上課中，電話鈴聲大響，我從齊

禹的抽屜裡拿到了手機，他一半威脅、一

半要求我不要將手機繳至學務處。我問

他︰「這手機顯然對你很重要，做啥用的？」

「業務上用的。」我愕然：「你才 17 歲，有

哪些業務需要用呢？」他不屑的說：「討債

用的。你要怎樣才願意還我？」我好奇的

問：「討債中會用暴力手段嗎？」「看狀況。

我答應你，幫忙寫一篇文章去參賽，但手

機今天要還我。」我更加愕然：「你要交

易？」他得意的說：「對，我寫的文章可以

得名，你可以得到獎狀！」

我笑笑說︰「不要交易，只請你不要

去討債 3 次，好嗎？」齊禹睥睨的看著我︰

「笨！我不去，可以派別人去。那你要如何

知道我有沒有做到？」我堅定的說：「老師

相信你！」旋即將手機還給了他。齊禹驚訝

看著我︰「你相信我嗎？」我依然堅信的

說：「是，我相信你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為何要我不去討債？」慈愛的拍拍他，笑

著說︰「老師希望你不要受傷，僅此而已。

上課吧！」

過了幾週後，上課中電話鈴聲再次響

起，齊禹的手機又落到了我手中，心中竊

喜。下課時，齊禹無奈的看著我︰「這次

我也可以不去討債 3 次，手機還我吧！上

次答應你的事，我有做到。」我高興的說：

「謝謝你守信，但想問你幾個問題，請你

誠實告知，手機便還你，可好？」「好，你

問。」

關心問道：「你為何要加入幫派？幾時

加入的？」「國三時加入，參加幫派，可以

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大家都怕我，再也沒

有人敢欺負我了。」我好奇的問：「你想通

過幫派，讓大家怕你？可是你的成績已是

全校第一名？更何況你去幫幫派討債，幫

派才會給人和錢啊！」齊禹冷冷地說︰「你

以為成績好，也不會被欺負嗎？當我國三

在校園中被圍住恐嚇、被揍時，我最好的

朋友立即拋棄我了，轉身跑走，我被圍了

一個月，他一句話都不吭，直到我加入幫

派，那群惡人再也不敢來了。」

我嘆息道：「齊禹，你的好友因恐懼

拋下你，也不敢去求救；是我，也會很傷

心難過。但你為了讓別人怕你而加入幫

派，卻將自己立於危牆之下。以惡制惡只

能使人暫時屈服，只會創造更多的痛苦與

仇恨，而這些將來你都要面對的。不要因

一小群人的惡行，改變了對世界美好的想

法；也不要因一時的憤懣，改變自己金玉

其質的天性；更不要辜負上天給你的聰明

才智！」齊禹一言不語拿走了手機離開。

到了下學期，因幫派火拼，齊禹疑

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被移送少年法

庭。當我去探望他時，齊禹告訴我︰「槍

不是我的。但出事後，幫派要我認罪，他

們就都消失了！而只剩父母、師長願意幫

我。」

官司結束後，齊禹決定出國讀書，他

說︰「剛加入幫派時，覺得自己擁有惡黑

勢力，有很多小弟，很了不起，但事實上

是用熱血的生命去換來危險或可能失去自

由的愚蠢行為；而傷害他人時，會看到對

方的無助及恐懼，而一次次的歉疚卻隱藏

心中，逐漸麻木，直到大哥要我當替罪羊

時，才知道原來我也是小弟。老師您說：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現在嘗到了！想

走回正路，離開幫派，只能去美國讀書，

才能真正脫身。老師謝謝您，從沒有放棄

過我！」

堅硬的冰層已化開，敲開了閉鎖的心

扉，送來溫暖，帶來希望，相信齊禹將會

迎來一個別樣的絢麗春天！

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2009

卡

城
清華
中英雙語學

校

C

O

C
S

M卡城清華中英雙語學校 卡城奧數電腦學校
最佳師資團隊 金牌博士講師 名校階梯 - 數理化生電各科競賽

Email 報讀申請： tsinghua.school@yahoo.ca;  coms@olympicmathschool.ca

◆ 1～ 12 年級簡體中文及漢語拼音課程
◆ 英語寫作 / 閱讀 / 演講提高課程
◆ 競賽數學 / 物理 / 化學 / 電腦編程課程
◆ 各科 IB/AP/SAT 和省考預備課程
◆ 羽毛球 / 太極 / 7～ 8 月暑期夏令營
◆ 中國舞考級課程（北京舞蹈學院專業舞蹈老師執教） 北校：週六 9am-3pm, 10951 Hidden Valley Dr. NW 南校：週日 10am-4pm, 12424 Elbow Dr. SW

403-397-8289 / 403-383-6703

校網在線申請 : www.ctcschool.ca www.olympicmathschool.ca

諮詢熱線：
常備輔導教室，每週七天，全年招生。

403-275-4000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華埠坐 3、300、301 巴士直達）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 - 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 - 晚 4 點 週日休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為方便西南區和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醫生
在 Richmond 和 Sonata 

診所應診。

華語熱線

看牙植牙
比想像更便宜

最近添加了硬組織和軟組

織激光設備來治療牙週病

植牙價格實惠，材料使

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有經驗處理複雜的

牙骨牙齦再生手術

全方位一條龍服務。從普通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牙橋、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都能精心護理。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擁有最好的設備及儀器

精準立體定位
方可對症施治

深度潔牙，更有效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5 位主治醫生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專業醫療團隊

◎文：小荷

校 園 風 情 迎來春天

【原文】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字詞解釋】

（1）孟母：孟子的母親。（2）處：

居住。（3）不學：逃學或指不用心學習。

（4）機杼：織布機。（5）竇燕山：即竇

禹鈞，五代後晉時人，因住在燕山所以又

叫做竇燕山，他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

（6）義方：好的方法，亦指聖賢教誨的

義理。（7）五子：五個孩子。（8）揚：

稱頌、傳播。

【譯文參考】

古時候，孟子的母親為了尋找一個能

激勵孟子向學的好鄰里環境，用心選擇居

住的地方，不辭辛勞地搬了三次家。有一

次孟子逃學回家，孟母氣得當著他的面將

織布機上織了一半的布匹割斷，並且教訓

他說：「求學就像織布一樣，必須將紗線

一條一條地織上去，連成寸後才能積成

尺，最後才能織成一匹完整有用的布。如

果像現在這樣，布被剪斷、半途而廢，那

就前功盡棄了。」

五代時，有一位重視孩子教育的好父

親竇禹鈞（又稱竇燕山），他遵照聖賢教

誨的義理來教育子女，因此五個兒子在

他的教養下，個個都很有成就。他的五

個兒子相繼登科及第，當時號稱「竇氏五

龍」，名聲傳播四方。

【讀書筆談】

儒家的「儒」字由「人」和「需」兩

個字組成，內涵深刻，意為做人需要的根

本道理以及用來濟世的才智。自古從孔子

開始，就定下了人生在世所必須奉行的做

人標準和道德規範，講的就是從家庭到社

會，如何善待別人的道理。

因此，個人的修養，即修身，就是將

來立身處世的根本。所以，儒家講究「仁

義」為先，無論是在家對待父母、兄弟姐

妹，還是在外對待長輩、朋友、上級和下

屬，都以個人修身為本。正所謂修身齊

家，然後方能治國、平天下。在處理家庭

和社會的關係，具體涉及的人和事，儘管

內容不同、大小不同，身分和關係不同、

禮儀不同，但是在達到懂得善待他人的根

本目的上，卻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王應麟撥開浩瀚似海、令

人眼花撩亂的儒家經典的迷霧，一針見血

地在第一課的內容中，非常直接地道明了

守護人與生俱來的善良本性，才是儒家教

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核心後，就定下了

《三字經》的內容軸心，無論涉及的內容

有多麼廣博，都圍繞著教導善良的人性進

行展開。

因此，第二課出現的第一個家庭教育

的具體例子，就是孟母三遷的典故，這個

典故影響深遠。

據說，孟母曾經住在屠宰場、集市和

墓地的附近，發現孟子看到了甚麼就學習

甚麼，與鄰居的孩子玩的遊戲就是殺豬、

做買賣和模仿送葬儀式。孟母看在眼裡，

於是接連搬了三次家，最後搬到了有講學

的地方，發現孟子開始模仿學生學習，於

是才定住下來。

這個故事為的就是證實環境對孩子的

影響非常大，後天的影響會讓孩子天性的

善良發生改變，所以要注重孩子的本性不

要受到汙染，還要持之以恆，所以孟母三

次搬家，又教導孩子要專心堅守，不要半

途而廢。

注意，這裡的教育不是現代意義的

教育，而是儒學的道德教育，今天叫「國

學」。古代的私塾，教孩子讀書、做學

問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學習儒學，同時長

大後可以以德善化天下、救濟天下。

儒家勸人行善、重視德行的教育，被

中國奉行了幾千年絕非偶然，為的是讓中

國人守住良善、獲得福報。竇燕山正是感

覺到了三尺頭上有神靈，從根本上敬畏天

地、重德行善，才得到了福報。於是他從

根本上理解了為何要讓兒子們學習聖賢義

理，也就是懂得了遵從儒學教導的根本原

因。孟母和竇燕山，都是教子從善獲得巨

大成功的典範，都是在證實前一課內容的

正確。（待續）

《三字經》讀書筆談 2
◎文：劉如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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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北 45 分鐘車程
小鎮餐館

薪優糧準 包食宿

炒鍋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CBC Foot Products Ltd.

誠聘 客服人員
足部保健品店

要求：

請發簡歷至 cbcfoot@live.ca
或致電 : (403) 259-2474

能說英語、國語、粵語

具備良好溝通能力

Gamjatang / 
Pork-on-the-Bone
Soup with Potatoes
豬大骨、土豆和蔬菜吸取湯汁精華，辣辣的。

【韓式豬骨湯】

Seolleongtang / Ox Bone Soup
牛骨、牛肉長時間燉製，享受純正骨膠原。

【牛骨牛肉雪濃湯】

Galbitang / 
Short Rib Soup
順喉香甜，補血增力。

【牛小骨湯】

Gimbap / Dried Seaweed Rolls 
滋味豐富，爽脆紫菜皮，無需
醬油等調味。

【韓式紫菜飯卷】

Topokki / Stir-Fried Rice 
Cake 年糕、辣椒醬、配菜，
又辣又甜又香！

【辣炒年糕】

Sundubujjigae /Spicy Soft 
tofu Stew 豆腐蔬菜與肉，濃
稠湯品，湯中食料是主角。

【辣豆腐鍋】

Yukgaejang/Spicy Beef Soup
開胃爽口，配米飯，吃到飽！

【辣牛肉湯】

優惠券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 20%（限堂食）。
20% Off  over $20 order (Dine In Only).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tasteofkorea.ca(403) 245-8979

週一：休息

週二∼週四：11：30 ∼ 9：00
週五∼週六：11：30 ∼ 10：00
週日：11：30 ∼ 9：00(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N

傳統韓餐 調和五行
來吧，享受撫慰人心的滋養膳食！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20%（限堂食）
韓之味

【辣炒年糕】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鐵板牛仔骨】 LA Galbi / Grilled Beef Short Rib
外焦內嫩多汁不膩

Soup with PotatoesSoup with Potatoes

(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曼麗夫人好：

和男友交往快三年了，我們

倆人都認定彼此是對方的結婚對

象，而且在交往之初就有走向結

婚的打算。但男友是一般私人公

司的上班族，月薪三萬五台幣左

右，每個月還要繳房貸、保險、

車險和一般生活所需費用等，所

以每個月幾乎沒有存款，我們想

結婚也沒有多餘的錢。上個月男

友跟我說，想去國外念書，想跟

銀行借助學貸款一百萬台幣。他

說如果不念書，以後他永遠都是

這個職位，沒有辦法升上去。

他想進修的心我很欣賞，但

是本來的房貸加上助學貸款，這

樣我和他的結婚不是要一直拖下

去了嗎？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說，他

說不然先結婚他再去念書，可是

他一去，不知道要念多久？我也必

須留在台灣工作賺錢，再加上我

們家也沒有多的錢讓我出國，遠

距離的夫妻最容易出問題了。

我覺得他可能並不是真心想

和我結婚，不然為什麼都已經

三十歲了，還想要出國念博士，

沒有考慮我的想法呢？我是真的

很想支持他，但是我也必須替自

己想，畢竟女人的青春有限，可

是我又不想束縛他，請問我應該

怎麼做呢？

彎彎 上

彎彎你好：

彎彎遇上了人生重大的抉

擇，當年紀、經濟被婚姻牽綁，

這一步是否走好可能關係你未來

的幸與不幸，要思考的層面確實

很大。

力爭上游，努力向上本來是

件無可厚非的事，但是正如你所

考慮的──婚姻最大的危機之一

就是兩地相隔，外來的誘惑，時

空的考驗對新婚的夫妻來說都是

極其嚴酷的，女人的青春有限，

這步棋確實輸不起。

出國深造是許多年輕人追求

的夢想，但是首先要考慮自身條

件，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還要

加上車子與房貸的壓力確實使經

濟雪上加霜，這些壓力無形的都

會落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說，新

婚的開始就是一場經濟奮戰的開

始，對你是一大考驗，而且此去

路途遙遠，感情的維繫問題也是

需要認真考慮，然而這些男友都

沒有你考慮得周詳。

彎彎不妨和男友好好討論事

件的複雜性和後果的嚴重性，如

果雙方家庭經濟允許的話當然適

合一起深造，共同往理想邁進。

今天你們的情況不同，可以考慮

向時下許多小家庭一樣，在感情

基礎穩定後，一邊工作一邊進

修，同樣可以拿到博士的學位，

達到提升學歷增加工作收入的目

的，同時更兼顧了家庭與婚姻；

雖然需要的時間會更長一些，但

究竟不失為一個好的變通方法。

把自己的憂心坦然的與男友

溝通，有些時候只是他想得不夠

深入與細心。所謂「夫妻同心，

其利斷金。」不要單方面的預設

悲觀的立場，夫妻本是同林鳥，

互相體諒和關心，互相尊重和疼

惜才能有幸福的未來，相信只要

有心，努力面對總可以走出一條

康莊大道。曼麗祝福你！

“曼麗小語：有些時候不是男友無心，而是他

想得不夠深入與細心。

所謂「夫妻同心，其利斷金。」

不要單方面的預設悲觀的立場，夫妻本是

同林鳥，互相體諒和關心，互相尊重和疼惜

才能有幸福的未來！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

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完的僑

段。如何在其中愛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滿，讓曼

麗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的

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奇！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人隱

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郵箱：fh.sally.223@gmail.com。歡迎來信！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快結婚的男友還想念博士？

●文：曼麗夫人   ●圖：Pixabay

本版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台灣製造

低頭喝著咖啡的，是一個

某品牌電腦公司的三十多歲主

管。向他挖角的，則是韓國三星

派來的人，電腦主管講話刻意

很小聲，但三星的那個台籍「說

客」，卻講話大聲到，連隔了兩

個桌子的我都聽得見。

對話的內容大概是，三星的

的這位，正在敘述這位主管曾經

於碩博士時所作的研究，及後來

在業界累積的東西，而這些東西

將對於三星有很大的幫助，請他

考慮看看。

但某品牌電腦公司的主管一

直堅持著，並搖著頭，似乎這個

是談不成的。

直到三星的那個人開啟了

「關鍵對話」。

「上 次 升 遷 是 什 麼 時 候

了？」「三年前。」

「三年啊，所以您的兒子也

大了三歲了？」

「是的。」（一定心裡在想：

這什麼屁話。）

「所以，您希望三年後，當

孩子上小學了，您還在這個位子

嗎？」「啊？…」

「不是在跟您開玩笑。我以

前也跟您想得一樣，相信在一個

職位上，好好的做，有一天會

被上層重用，然後順利的爬上

去。」

「是啊，哪一家公司不是這

樣呢？」

「是的，尤其在科技業。」

「嗯。」

「但不包括台灣的大部份

公司，包括您所任職的這家公

司。」「！」

「您想想看，三年了，多少

個日子，沒有回家好好陪老婆吃

飯？兒子四歲的生日，是在辦公

室度過的吧？」

「難道貴公司不是這樣嗎？

多少優秀的畢業生，在你們公司

爬一輩子，爬不上去！」

「是啊，但那是一般人。你

是天才，這個領域少見的人才，

台灣公司的特色就把「天才」洗

腦到以為自己是一般人。三年沒

升遷了。那升遷的是誰？比你有

才能嗎？比你努力嗎？還是，他

比較會拍馬屁呢？比較會混考績

呢？這就是台灣的公司，我待過

十年，我都懂。」「….。」

「一間公司的核心價值，來

自於這家公司升遷了誰。看懂了

嗎？」「…。」

「所以，你一輩子都不會再

升下去了，你懂嗎？因為你就是

不懂得拍馬屁，不懂得混考績，

有能力如你，不會不甘心嗎？」	

「…。」

「有沒有想過創業？」

「沒有，除了孩子跟太太，

還有父母親要照顧。」

「如果創業的話，是為了什

麼？」

「不甘心吧。想讓自己的價

值被這個世界看見。」

「來我們這裡，你就會被看

見。」「可是我的父母親…」

「搬來這裡，住的，吃的，

交通，小孩的教育，公司都會幫

你負擔，除了把工作做好之外，

一切都不用擔心。我們不是台灣

公司。你想要的，只要你做得成

功，我們都能給你。」

「…。」

突 然 他 拍 了 拍 他 的	

肩，說到：「想通了再打給我。

我也是過來人，我都懂的。當初

我做的最正確的決定，就是離

開這裡。不要忘了，你是個人

才，不適合這個

國家。我們會等

你，因為我們相

信這個東西，只

有你能做，請慢

慢想。」

這是以前的故事，當時便有

分享在臉書上，最近把它重新放

到個人臉書上分享，沒想到就被

幾百人分享，而且大部份人的回

應都是：「感觸良多」、「同事

就是這樣離開了」、「金融業也

一樣」等等。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人才流

失」吧。因為沒有「親身」在這

些知名的大公司待過，沒第一手

品嘗過這些「苦楚」，但還是想

把聽到的資訊，稍微整理一下，

和大家分享：

一、官僚體制也有分別

三星其實也是官僚體制，但

卻是一個「實際執行，高要求」

的官僚體制，重視規畫力跟執行

力，重視人才而不是呼口號，

「關心員工飛多高而不是飛得多

乖。」

但是，大部份的公司卻像是

以下：

《A 到 A+ 作者》柯林斯：

「官僚體制的存在，來自於『管

理者』沒辦法讓組織內的人才，

各個放到對的位子，為了應付這

個『人沒上對車』的現象，誕生

了官僚制度，接著，官僚制度會

排擠掉那些有想法的人才，留

下那些對追求卓越沒有想法的

人。」

《紫牛作者》Seth Godin：

「官僚體制會引導人變得『不犯

錯』，懲罰那些『創新』而失敗

的人，獎勵那些照著『不犯錯』

的方法走的人，到最後，組織只

會剩下那些不犯錯的方法，而不

一定是安全的方法。」

產生官僚腐敗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無能的主管想要官位

又不想做事；其二就是老闆的懶

惰和忽視。

在公司的內部

只要這兩個要件成

立，就必然會腐化

成為極沒效率的企

業文化，而且經過

長時間的結黨營私，公司內部會

很顯然地出現山頭林立的現象，

雖然同公司的人，不同黨（山

頭）的人就是互不相助，主管

們這些欺上瞞下的行徑也不是打

從一開始就這麼大膽的，大部分

人初當上主管的時候都是兢兢業

業的，開始耍了一點小特權，開

始任用了一些惹人非議的人事，

結果也沒有怎麼樣，漸漸地就變

得越來越大膽，甚至貪污得越來

越公開，再與其他人勾結了以

後，更是能夠掌握公司內部狀

況，就又做得更大膽了。絕大部

分績優的公司都有一個兇悍的老

闆，老闆自己不成為厲害角色，

漸漸地主管們就會化為作怪的小

鬼，這是不變的道理。

二、長期計劃 
（Long-term Plan）
我們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

今日的三星可以讓這些廠商欲罷

不能？為什麼在當初我們就沒有

和日廠合作，一起對抗韓廠？

因 為 當 時 沒 有 人 把 它 

放在眼裡。

當日廠和台廠過的很爽的時

候，三星的動作則是讓日台廠過

的更爽。不露敵意反而低頭懇求

交流的三星就像是中國春秋時期

的越國國王勾踐一樣，為了長遠

的目標，臥薪嘗膽。一步一步腳

踏實地慢慢地侵略市場。當使用

三星的廠商已經習慣三星產品

所帶來的優勢之後，三星就可

以開始採取不同的策略。就像

是 Google 的 Android 系 統 一

樣。當它有足夠的影響力之後，

Google就可以開始改變策略。

今周刊也提到：

「2007年第三季，台灣兩大

面板廠友達與奇美電，業績屢創

新高，友達當時的季度獲利還超

越三星與樂金，震驚韓國。當

時，三星第三代接班人李在鎔也

飛來台灣，拜會工研院院長李

鍾熙等人，『他很客氣，認真好

學，低頭一直做筆記，讓人留下

深刻印象。』這一連串的拜會，

正是三星 2008年展開幹掉台灣

計畫的前奏。」

在商場上大家都為了要獲

利，增加競爭力，提升佔有率而

競爭。大家都是競爭者。有時為

了達到雙贏，會有同盟策略，但

不會是永久的。就像一句我們會

常說的一句話：商場上沒有永遠

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三、一間公司的核心價

值來自於「升遷了誰」

前陣子才剛好翻到這句

話的「可能出處」，是一間叫

「Netflix」的美國知名企業的創

辦人 Reed Hastin的知名簡報。

如果您剛好是可以用到以上

資訊的人，或許可以多去思考這

些對大部份人來說，可能用處不

多，但唯獨對您有用的資訊。

「一間公司的核心價值來自

於『升遷了誰』」，人才會灰心

而跑掉，恐怕都是理解這間公司

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之後吧。

（文章選自：台灣《看雜

誌》，內容有刪節）

Adobe Stock

「啊哈，把 A加上 B，不就

變成了 C嗎？」

「哇，你還真有巧思耶！」

你的生活中，也許剛好有這

麼樣一個人，會讓你常常稱讚他

有巧思、有創意。而且他們的巧

思往往不是閉門造車、苦心鑽研

的結果，而是靈光一閃，忽然就

想出了一些有趣的點子。

其實所謂的創意，有兩種截

然不同的形成方法：第一種是很

仔細地分析創意的目的，然後尋

找現有還未被滿足的缺口和突破

法。這種從概念下手、再去思考

創意的手法，是較有邏輯而且實

事求是的方法，比較類似理工科

系會上的創意課程，即典型的

「嚴肅創意方法」。

另一種創意思考方法，就比

較接近我們平常所說的「天馬行

空」，這種創意的成形方式是透

過連結，也就是硬把 A和 B加

在一起，看看有甚麼可能性，有

時還真的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這種創意思考法，比較像是腦力

激盪、聯想法（例如說，硬是

把跑車和馬桶聯想在一起）這

一類的思考方式。

擁有這種思路的人，天生就

擅長後者這種思考方法，但是，

要他們發揮這些特性，還必須有

適合他們思考的環境，如果你覺

得你天生是個愛胡思亂想、喜歡

有趣、幽默的發想環境，那麼你

在開始想事情時，應該設法促成

以下的條件：

1. 人越多越好：一個人想
事情也不是不行，但是人越多的

話，能夠提供用來連結的刺激也

就越多。找一些活潑、背景多元

的人來參與，肯定會有好結果！

2. 布置你的思考環境：
基本上，越舒服、越輕鬆、越溫

暖⋯⋯的環境對他們來說，越能

激發出各種火花。如果你的討論

環境是冰冷、蒼白、沒有感情的

地方，你的連結機能往往很難以

被激發。事實上，放點輕鬆的音

樂當背景也不錯！

3. 嚴禁潑冷水：在連結
時，最害怕就是用邏輯或是經驗

去檢驗這些連結的過程，如果你

邀請了一個太過嚴肅的人進入你

們的思考會議，恐怕結果也會不

如預期。如果這樣的人有其參與

的必要性，那麼不妨請他最後再

發言，或是與他約法三章，創意

發想的過程中盡量先提供新點

子，最後再來批判。

一加一大於二的
創意拼貼者

企業為什麼留不住人才
職場42面相 ③

◎ 文：戴士杰

Adobe Stock

一間公司的核心
價值來自於『升
遷了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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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新鮮
原條牛柳

清真新鮮交叉肋牛排
清真牛肝（冷凍）

清真新鮮

雞胸肉
帶骨連皮

芭莎
購物有

花費滿 $300

3L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查詢每日特價，請訪問：www.bashafoods.ca/daily-deals/

羊蹄
清真冷凍 

小背脊牛排
清真新鮮

清真新鮮

連背雞腿

清真新鮮超瘦

牛絞肉

清真新鮮帶骨

羊肉

清真新鮮整條

牛眼肉扒
清真新鮮

雞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等量混合

牛 /羊絞肉

2019 年 11 月 12 日～ 11 月 24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清真新鮮

整雞

羊腱
清真冷凍 

果蔬部正在裝修

文︱邊吉

簡單又輕鬆的壓力鍋料理，出現在越來越多家庭的餐桌上，

燉菜、煲湯都可以。

輕鬆煮湯

省事 省瓦斯再省時間

壓力鍋

作法

排骨汆燙；西紅柿、玉米切塊；紅

蘿蔔、土豆去皮切塊；薑切片；香菜

洗淨切末。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標示的食材

用量、水量，將排骨、薑片及蔬菜放

入鍋中，加水後，蓋上鍋蓋。

依照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設定排

骨湯模式（或相應的壓力與加熱時

間），煮好後釋放壓力才開鍋，加適

量鹽調味。

上菜前灑上香菜即可。

排骨300g、西紅柿1個、紅蘿蔔1/4
條、土豆1個、玉米1/2條、薑1小塊、

香菜1株。

調料：鹽1/4小匙。

食材

很多人愛喝雞湯，使用壓力鍋

可以輕鬆完成家庭湯品。想要

做出喜歡的雞肉口感，只要設

定適當的壓力模式即可。

香菇雞翅湯

作法

雞翅根沖洗、汆燙；乾香菇沖洗乾

淨，以溫水泡軟，剪去蒂頭備用；香

菇水保留；薑切片。

依照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標示的食

材用量、水量，將雞翅根、香菇、香

菇頭及薑片放入壓力鍋中，加水後，

蓋上鍋蓋。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設定雞湯

模式（或相應的壓力與加熱時間），

煮好釋放壓力才開鍋，加鹽調味。

如要添加枸杞，等壓力釋放開鍋時

才加入。

雞翅根8隻、小型乾香菇12朵、生薑1
小塊。

調料：鹽1/4小匙。

食材
以爽口的牛小排做道湯，可做

出較清爽的湯頭。使用壓力鍋

快速將食材的清甜轉為湯頭的

鮮甜，隨時可以上好湯。

韓式牛肉湯

作法

牛小排汆燙後洗淨，切小塊備用；

洋蔥去皮切塊，薑切片。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標示的食材

用量、水量，將牛小排、洋蔥、薑

片、辣椒粉放入鍋中，加水後，蓋上

鍋蓋。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設定排

骨湯模式（或相應的壓力與加熱時

間），煮好釋放壓力才開鍋，加鹽、

胡椒粉調味。

大蔥切粒，上菜前灑在湯上即可。

牛小排3片、洋蔥1個、大蔥2根、薑1
小塊。

調料：韓式辣椒粉1/2小匙、鹽1/4小
匙、胡椒粉。

食材

針對不易煮軟的食材，例如：

蓮藕，壓力鍋可以好好發揮。

將所有食材一起下鍋，當鍋子

釋壓完畢，好湯也大功告成。

蓮藕排骨湯

作法

排骨汆燙；蓮藕洗淨，去皮切片，

下鍋前浸泡在鹽水中；蠔乾搓洗乾

淨，浸泡水去腥1小時；紅棗沖洗乾

淨；薑切片備用。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標示的食材

用量、水量，將排骨、蓮藕片、蠔

乾、紅棗、薑片放入鍋中，加水後，

蓋上鍋蓋。

依照自家壓力鍋的使用說明，設定

排骨湯模式（或相應的壓力與加熱時

間），煮好釋放壓力後才開鍋，加適

量鹽調味。

排骨300g、蓮藕2節、蠔乾6個、紅

棗6個、薑1小塊。

調料：鹽1/4小匙。

食材

使用壓力鍋煮薑湯，短短時間

就能煮出薑汁的香氣，可選擇

肉質較軟嫩部位、不需要長時

間烹煮軟化的排骨同煮。

薑片排骨湯

作法

排骨汆燙；薑切片。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標示的食材用

量、水量，將排骨、薑片放入鍋中，加

水後，蓋上鍋蓋。

依自家壓力鍋使用說明，設定排骨湯

模式（或相應的壓力與加熱時間），煮

好釋放壓力才開鍋，加鹽調味。

美味秘訣

肉種類不同，壓力鍋煮湯時間不同，

排骨湯長於雞湯，雞湯長於魚湯。

至於排骨湯的時間，依不同部位特

性，烹煮時間也不同。

排骨600g、薑2小塊。

調料：鹽1/4小匙。

食材

一鍋到底、做法簡單的湯品是

很多人的期待，用壓力鍋是方

式之一。主食、蔬菜一次通通

下鍋，一餐的營養快速具備。

蔬菜燉排骨

美味
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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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養生做得好 
一年保健沒煩惱

民間妙方

日常生活中，常常
會遇到一些小題、
小狀況，如果知道
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
一些生活養生小妙
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黃帝內經 · 素問 · 四時調神

大論》有云：「故四時養生者，

萬物之終始也，生之本也，逆之

則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

得道。」如果違反了大自然的法

則，就容易引起疾病的發生。

冬季養生的基本原則就在

於「藏」。作息上應當「早睡晚

起」，早點處理好一天的事情，

然後上床就寢，不要熬夜。早晨

如有外出活動的習慣，也應該避

開清晨低溫的時段，最好等太陽

出來，陽氣生發以後再出門。可

以選擇和緩的活動，例如：氣

功、健康操或輕度的有氧運動，

不宜過度劇烈，尤其忌諱全身大

汗淋漓，招致風寒。

早晚氣溫低，保暖工作更

是重要，特別是家中的年長者

需要小心看護，適時提醒添加

衣物、帽子、圍巾、手套等禦

寒物品，尤其心腦血管疾病患

陽氣，苦多則助心陽，可保暖。

建議多吃牛肉、鵝肉、羊肉、核

桃、蓮藕、甘薯、南瓜、蛋、

蝦、牛奶、豆類、香菇、土豆、

花椰菜、甘藍菜、白蘿葡、紅蘿

葡，以及補腎的黑色食物，如：

黑豆、海藻、黑木耳、黑芝麻

等。

至於「進補」，由於每個人

體質不同，建議先做簡單判斷或

詢問中醫師，瞭解自己的體質再

進補，以免造成不良的副作用。

溫補藥膳，例如：常見的薑

母鴨、八珍湯、藥燉排骨、十全

大補湯、當歸羊肉湯等，可以祛

寒、補充能量。但是現在營養過

剩、熱性體質的人增多，就不適

合選用這些藥膳，適合以不易上

火的平補藥膳，例如：四神湯、

四君子湯等，來健胃補脾。

另外，可以多加強合谷、太

衝、湧泉、三陰交、足三里、太

溪等穴位的按摩，溫暖全身陽

氣，增強免疫力。

而他們在地下洞穴至少被困了

18 天的時間。

醫院檢查結果，獲救隊員們

都驗出白血球指數偏高，進行抗

生素和疫苗治療，其中 2 位男

孩肺部有輕微感染，但是 13 人

都被描述為身體狀況恢復良好，

平均體重只減少了 2 公斤。人

們都十分好奇，他們是如何撐過

這 18 天？他們帶了多少食物入

洞穴？

打坐保留了最好的體能

所幸遇險當天是一位隊員

的生日，男孩們進洞前先買

了一些零食，這是他們所有的

食物。由於他們是一個非常團

結的團隊，所以在教練的統籌

下，大家能夠很理性的分配食

物，優先給身體狀況不好的隊

員，同時彼此互相幫助，甚至

一起唱歌打氣。教練還將絕大

部分食物給孩子們，讓他們有

更多存活的機會。

教練也教他們喝岩洞牆壁

上流下來的乾淨活水，禁止喝

洞裡被汙染的髒水，以保證人

體所需基本的供水。

此外，支撐他們活命的一

個很大因素是「打坐」，根據泰

國潛水員表示，曾經做過 12 年

和尚的年輕教練，在漫長的等待

中，教所有的男孩們打坐冥想，

以減少體力消耗，從而保留了最

好的體能，撐到獲得救援。

打坐有神奇的養生功效

打坐又稱為靜坐、冥想，

經常打坐對身體有很多好處，

可以暢通氣脈、促進血液循

環、減輕壓力、改善失眠、增

強免疫、祛病健身……甚至有

助於增長智慧，開發潛能。

一個人打坐盤腿的時候，

身上的氣就聚集在丹田之下，

感覺腹部和腿部暖洋洋的，原

因就是打坐會把身體分散的能

量聚集起來，然後把它點燃，

就能達到打坐所要達到的一個

功效。

近年來，西方社會興起一

股打坐熱潮，包括：學校、公

司、醫院、政府機關、律師事

務所等，不同領域、職業、階

層，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打

坐冥想課程，蔚為美國、英國

等國家主流社會的時尚，包

括：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和李察 · 吉爾（Richard 
Gere），都是喜愛打坐的名人。

美國有些學校推廣打坐以

後，校園暴力大幅降低，也有

許多醫院教導病患打坐冥想，

以減輕疼痛和壓力。

打坐能減輕心理壓力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醫療中心的研究人

員以 89 例焦慮症病人做觀察，

使用正念禪修和普通減輕心理

壓力（良好的睡眠、飲食習慣

和其他輔助方法）二種方法給

予治療，再來對比其療效。

結果顯示，接受普通的改

善睡眠等減壓方法的試驗者，

焦慮情況惡化，無法承受心理

壓力的測試，而進行打坐冥想

的試驗者卻能通過測驗；而且，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打坐「片刻」就可以達到減輕焦

慮的作用。

《金融時報》曾經對美國通

用 磨 坊（General Mills） 實

行的一種獨特企業文化做了一

篇深入報導。通用磨坊的主管

和員工在辦公室打坐冥想以提

升專注力，對於紓解壓力、提

高工作效率和質量、激發更多

創造能力、增進員工之間的向

心力，都大有幫助，甚至被視

為一種新型的商業技能。冷靜

內斂、注意力集中等正面思維

對於商場人士非常重要，而打

坐冥想正是加強正能量的最佳

渠道。

綜上所述，「打坐」有讓人

減輕焦慮、保持冷靜、穩定情

緒、保存能量、增強免疫力等

功效，而這些好處，讓球員們

維持身體的最佳狀態，正是幫

助泰國足球隊員們撐到最後，

獲得救援的重要因素。

打坐：泰足球隊生存的關鍵養生

之道

冬季

養生 冬季養生以「藏」為原則

2018 年 6 月， 泰
國 13位足球隊員在洞
穴遇險，牽動全球億萬
人心，終於在國際救援
團隊展開史上最艱難的
「不可能的救援行動」
之後被全數安全救出，
堪稱「奇蹟」！

年齡介於 11 至 16 歲的野

豬足球隊員和 25 歲的教練，一

行 13 人，於 6 月 23 日在足球

訓練後，進入 Tham Luang 洞

穴，不料大雨漫進洞穴，阻斷回

返之路，他們不得不向別處避難

逃生，離洞口越來越遠。

直到他們被困 10 天之後，

才被一名英國潛水員發現，當時

他們飢腸轆轆，體力虛弱，但都

很健康。

當地時間 7 月 8 日開始救

援行動，3 天之後，這 12 名男

孩和教練從淹水的通道中被救出

來，送往醫院接受體檢和治療，

「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依據中醫的養生

觀點來看，冬季寒冷，萬

物收藏，人的生活作息也

要順應大自然四季變化來

調整，才能達到最佳的健

康狀態。

者要特別注意，冬季是許多慢

性疾病高發期。

情緒方面要維持平穩的心

情，不宜有太大的情緒起伏變

化，例如：過度緊張、焦慮、

興奮、激動等，都容易引起不

良的刺激作用，應盡快讓心情

恢復平靜。

「養腎」是冬季養生的一個

重點，飲食原則由於「腎主鹹，

心主苦」，故應「少食鹹，多食

苦」，因鹹多會助滲水，抑制心

冬季養腎： 
艾灸＋泡腳

腎氣不足的人在冬天容

易手腳冰涼，身體的氣難以

運到最末端，改善的方法可

以運用「艾灸＋泡腳」來緩

解。每天以艾條灸治腳底的

湧泉穴 15分鐘，可以幫助

陽氣向上走；睡覺以前再泡

腳 15分鐘左右，堅持一段時

間，能夠收到很好的效果。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張玲莉

◎  文：劉明

99¢大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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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stone Produce Inc.
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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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更多商品

本週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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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Freestone!

75%!
Black Grapes

黑葡萄

本週熱賣

0 99 / 磅$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香蕉Bananas

$     .00/ 箱5 (40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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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種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 文：歐陽宇琦

眾所周知，移民的朋

友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來週

轉，無論是做生意、購買

房子或車子、子女的教育

等都是很大的開銷。那麼，

要如何以合法途徑來轉移

資產呢？這對移民人士來

說非常的重要。

2019 年 9 月 9 日，加拿

大移民局宣布了一個兩年的試

點計畫，允許某些沒有申報的

家庭成員被重新擔保。按照移

民法，移民申請人必須申報所

有家庭成員，即使家庭成員不

會陪同申請人進入加拿大，仍

然要接受審查，比如說要提供

無犯罪記錄、背景調查、醫療

測試等。如果家庭成員有問

題，申請人的永久居民申請會

受影響。所以，有的申請人為

了避免影響自己的申請有時會

謊報家庭成員或不報家庭成

員。正常來說，沒有申報的家

庭成員在申請人成為永久居民

以後不允許被列為家庭成員擔

保。這個兩年的試點為某些申

請人赦免了該項法律。

如果你是以下情況你可能

滿足這個試點計畫：

●  你申請的是配偶團聚，

同居伴侶團聚或孩子團聚

並且

●  你的擔保人是以以下其

中一種方式稱為永久居民

1. 被安置難民

2. 在加拿大被授予難民

保護

3. 是難民或被保護人的

孩子

4.被以配偶、同居伴侶、

Conjugal Partner 或孩子等家

庭團聚方式擔保成為永久居民

這兩年的試點計畫對以下

的情況不適用：

你的申請人是通過以下方

式移民：

1. 經濟類移民（包括保

姆、住家護工等）

2.通過家庭團聚的父母、

祖父母類別的被擔保人及其家

庭成員

3. 擔 保 人 屬 於 Permit 
Holder Class

4. 通過人道主義移民

或者在以下情況申報家庭

成員會對申請人本身的申請造

成不批的情況，如果是以下的

情況這個試點計畫不適用：

1. 如果擔保人以配偶或

同居伴侶被擔保、但被擔保的

時候屬於重婚（即在與你仍

然存在婚姻關係的情況下以另

外一個人的配偶身份成為永久

居民）。也就是說當時你沒有

被申報是因為重婚會使擔保人

不滿足被擔保的條件，擔保人

本身成為永久居民是非法的。

2. 如 果 擔 保 人 以

Dependent Child 方 式 被 擔

保、但被擔保的時候已婚卻沒

有申報配偶。這種情況下其

配偶不能用這個試點計畫來

被申請。因為作為 dependent 
child 的其中兩個條件是未

婚、無子女。

這個試點計畫似乎對難民

非常的寬鬆但對於經濟類移民

則相反。以上文字按移民局官

方網站信息翻譯。如果你不確

定是否滿足試點要求，請致電

403-889-5575 預約評估。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

新外匯管理局《個人財產對外轉

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辦法》，合法

移民人士在還沒有取得移民身份

之前，可以走相關的合法流程，

將中國境內的合法財產變現，通

過外匯指定銀行購匯和匯出超過

5 萬美元的資金到海外。 
該政策允許獲得海外永久居

留權的華人（即使還未獲得他

國國籍）進行一次性大額財產

合法轉移，規避「個人每年 5 萬

美金的跨境匯款」限制。

提交《個人財產轉移業務

申請表》進行合規申請 
已獲得加拿大楓葉卡者，如

果想要辦理「移民財產轉移」，

則必須向戶籍所在地的外匯管理

部門申請。申請時，需要提交多

種證明材料，例如申請人的身份

證明、申請人的收入來源、財產

權力證明文件、稅務證明原件以

及最重要的《個人財產轉移業務

申請表》等等。 

哪些財產可以申請「移民

財產轉移」？ 
根據《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

加拿大開啟親屬重新
擔保移民試點計劃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11月14日∼11月20日

青椒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10 磅紅皮土豆。$3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Avocadoes 牛油果Limes 青檸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10 lb red potato .

Red delicious apples Green peppers

平價  新鮮

蛇果

088
lb

$ $128 lb

Bulk Chinese mandarins

$1 28 lb

散裝橘子 Grapefruit

$0 98 2

西柚

超低價

$0 98
5

$09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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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 文：Melanie Wen

教你如何在中國合規申請教你如何在中國合規申請
「移民「移民財財產轉移」！產轉移」！

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

發［2006］47 號的規定）和《國

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改進和

調整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政策的通

知》（匯 發［2014］2 號）， 如

果要移民轉移的財產在等值 50
萬美元以下，提交材料時只需

說明收入來源即可。如果要移

民轉移的財產等值超過了 50 萬

美元，就必須提交收入來源證

明和財產權力證明文件。如果

移民轉移的財產主要來自賣房

所得的收入，就必須要提交房

屋產權證和房屋買賣合同。 

哪些財產無法申請 
「移民財產轉移」？

 必須強調的是，申請者只能

將自己合法的財產進行跨境轉

移，也就是說財產應是本人所有

的合法財產，但不包括與他人有

權益爭議的資產，例如： 
司法、紀檢監察等部門依法

限制對外轉移的財產，其對外轉

移申請外匯局不予受理。 
涉及國內刑事、民事訴訟案

件的財產對外轉移申請，在案件

審結前，外匯局不予受理。 
涉及國內刑事、民事案件人

員的近親屬申請對外轉移財產，

應提供案件管轄機關，有關該財

產與案件無關的證明。 
法律規定不得對外轉移的

財產、不能證明合法來源的財

產等對外轉移申請，外匯局不

予受理。 

「移民財產轉移」 
可以分次申請辦理嗎？ 

不能多次申請進行將中國財

產轉移至加拿大，即 ：
必須一次性申請擬轉移出境

的全部財產金額； 
從同一被繼承人繼承的全部

財產變現後擬轉移出境的，必須

一次性申請。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官方文

件：【個人財產對外轉移業務問

答】，回答了大部分關於取得外

國居住權或者外籍人士從國內匯

款的 16 個問題。想了解 詳情的

朋友可以上網搜索。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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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YPI MEATS 唐人街
肉食公司

唐人街肉店
Nopyi Meats

龍城
Dragon City

3 AVE SE

4 AVE SE

C
EN

TER
 ST

403-923-1433

 七天營業 OPEN SEVEN DAYS   8AM - 7PM  有效期：2019年11月14日～11月20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豬脊骨

Pork Backbone

原價 $1.99/lb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火雞脖
Turkey Neck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原價$2.99/lb
特價 $1.99 /lb

牛肚
Beef Tripe

原價$5.99/lb
特價 $4.79 /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原價$3.19/lb
特價 $2.9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108-3AVE SE CALGARY 

原價 $1.99/lb原價 $1.99/lb原價 $1.99/lb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原價 $2.99/lb 原價 $2.99/lb 原價 $2.99/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特價 

難以抗拒
的誘惑，
韓式燒烤
牛仔骨。

豬心
Pork Heart

原價$2.99/lb
特價 $1.49 /lb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豬脛骨
   Pork Neckbone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49 /lb

原價$2.99/lb
特價 $1.59 /lb

新鮮蹄膀
Pork Hock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藏民集市

快來加入年度藏民集市，入場 $2
元，兒童免費。還有抽獎和藏族美食供選

購，素食和荤食都有。

入場：2 加元

時間：週六，11 月 16 日，上午 10
點～下午 6 點

地點：Westgate Community Hall
地址：4943, 8 Avenue SW

冬季嘉年華

以豐富的遊戲活動慶祝國家兒童節，

是適合所有年齡段的娛樂活動。

時間：週日，11 月 17 日下午 1 點～

下午 3 點

地點：Ralph Klein Park
地址：12350, 84 Street SE

格雷杯歡慶活動

本屆格雷杯共有 40 多項活動，適合

每個人。 11 月 20 ～ 23 日在室內家庭活

動區有免費家庭娛樂，還有室外 Nissan 
TITAN 街頭歡慶，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可

以參加互動式遊戲。有煎餅早餐、夜晚煙

火等。 11 月 24 日，格雷杯在 McMahon
體育場開幕，訪問網站查看所有活動。

時間：11 月 20 日～ 11 月 24 日，

晚上 6 點～午夜 12 點

地點 : Stampede Park & McMahon 
Stadium

網站：greycupfestival.ca

電話：403-277-3328
地址：Bay4, 2111 Centre Street NW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學英語 找靜安！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Works）計畫資助。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ESL課程：說、讀、寫；全 / 兼讀均可
ESL 課程：短期 / 長期課程；
初 / 中 / 高級班。無論基礎鈞被錄用。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school@equilibrium.ab.ca
707-14th St NW
403.283.1111

靜安學校
壽險 | 投資 | 稅務 | 退休 | 資產傳承

Financial Planner & Life Insurance Broker
403-585-9446

夏 勇

理財保險顧問
M.Sc.Yong Xia

旅遊探親保險

RRSP/TFSA投資重大疾病保險

人壽分紅保險 個人團體 RESP

一週好去處一週好去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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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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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 Foot Products Ltd.

誠聘 客服人員
足部保健品店

要求：

請發簡歷至 cbcfoot@live.ca
或致電 : (403) 259-2474

能說英語、國語、粵語

具備良好溝通能力

卡城北 45 分鐘車程
小鎮餐館

薪優糧準 包食宿

炒鍋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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