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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 19 日晚間全票

通過了《法案》。此前參眾兩院

目前所通過的版本不一致，兩院

仍需進行協調，而國會年底休假

臨近，因此有消息認為《法案》

的下一步會推後。但 20 日眾議

院直接對參議院版本進行了表

決。眾議院以 417 票支持，1 票

反對通過了這部法案。同時，眾

議院還通過了另一部與香港有關

的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某

些武器設備。兩部法案接下來送

交川普總統，等待總統簽署生效

或予以否決。如果總統在 10 天

內既不簽字也不否決，法案自動

生效。兩黨如此高票且高效率地

通過兩個法案，史上罕見。

參議院兩黨議員 20 日發表

聲明，稱讚眾議院兩黨同仁直接

通過參議院的法案版本，並呼籲

川普總統盡快將其簽署為法律。

《法案》進程意外轉折

10 月中旬美國眾議院全票

通過了《法案》，但此後一直未

被提上參議院投票日程。轉折點

出現在上週香港局勢驟然升級。

12 日港警衝入香港中文大學校

園抓捕學生；17 日起港警包圍

了香港理工大學抓捕抗議者，在

校內發射水炮、催淚彈和橡膠子

彈；20 日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宣稱，至今有近 900 人走出

理工大學校園後被警察以「參與

暴動罪」逮捕。截止發稿時間，

警方對理大的包圍尚未解除。香

港公民黨議員郭榮鏗表示，他

相信理大事件加快了美國對《法

案》的審議。

另一則令世界關注的事件

是，香港高院 18 日裁決「禁蒙

面法」立法方式違憲。中國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19 日對此表

達強烈不滿，並稱香港法律是否

符合基本法，只能由人大常委會

判斷和決定。臺灣戰略模擬學會

研究員何澄輝表示，上述委員會

只是諮詢機構。（下文轉 A2）

《香港法案》火速通關《香港法案》火速通關   

《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簡稱《法案》）從

沉睡在美國國會的文件

櫃到被送往總統的案頭，

只用了短短七天。這給予

正處於抗爭險境中的港

人極大的鼓舞；面對北京

的激烈反彈，美國議員們

回應：這僅僅是個開端。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美釋明顯信號美釋明顯信號

抗議者站在被圍困的香港理工大學附近，他們舉著美國和英抗議者站在被圍困的香港理工大學附近，他們舉著美國和英

國的國旗以及一個標有「拯救我們」的標誌。（美聯社）國的國旗以及一個標有「拯救我們」的標誌。（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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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它不是司法

機構，行政機關壓迫、干擾香港

高等法院，明確向外界展示了香

港「司法獨立」將不再存在。

在香港告急之際，被擱

置的《法案》出現轉機。 13 日

《法案》發起人美國參議員盧比

奧（Macro Rubio）等與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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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法案》由此進入了「熱線」

快速程序。

這項法案有哪些核心點呢？

《法案》制裁侵害人權者

《法案》列明在港人申請赴

美簽證時，因政治原因而留有案

底，不得成為拒簽的主要理由。

美國方面會指令領事館，維持一

份活躍名單，記錄被中港政府扣

留、拘捕和針對的人，美國會與

想法相似的國家合作，呼籲他們

採取類似行動，對待被捕人士。

《法案》賦予美國政府法律基礎，

制裁破壞香港人權民主的人，凍

結其在美資產及禁止入境美國

等。此舉被視為是對港府以及中

共官員和相關人士的極大震攝。

「比如某一位著名的議員，

涉及運作黑社會對市民實施暴

力，想轉移財產吧？哪個銀行給

你做了這個事情，那個銀行都要

受罰……所以香港銀行就算不在

美國，他接受你的匯款和存款，

也要掂量掂量的。美國是整個世

界金融系統的控制者，被美國追

索，你在世界上幾乎就沒有財務

�日 (11 月 24 日 )  2-4:30 pm
180 Panamount Hill N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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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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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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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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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一� , 西南 17 大�夾 15 街 , 光猛向南,
單� 1 �� ,1 浴廁栢文�� , 開放式設計 ,
��一� , ���合�� , �大主人�� ,
單位��洗衣�乾衣� , 包一�下停車位�
交�方便 ,2 ��車
直�市中心� $179,900

西南 Sunalta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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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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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獨立�式四層屋 979 呎,土庫�部完成 , �
��� , � Nose Hill ���景 , �院朝南�
2019 年�洗���洗衣���水爐 ,2018 年
較�乾衣��2+2 �� ,2 浴廁 , �����
�車站��合首�置
�或投� , �勿錯� ! $349,900

西北 Macewan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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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日

看

自由了。」自媒體人江峰說。時

事評論員華頗也表示，這一點對

於北京高官來說「肯定有震攝作

用，許多高官、權貴家族在香

港、美國都有很大關聯，都有資

產、子女在美國。這項法案通

過，這些人在香港問題上會有所

顧忌，投鼠忌器。」

《法案》與獨立關稅區

《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

年提交評估報告，審查香港的民

主狀況。《法案》希望確保香港

選民可以擁有權利，通過普選選

出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

即實現「真普選」。如果審查通

過，意味著美國為香港的「一國

兩制」投下信任票，在保障香港

的高度自治的同時，將會加強國

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

美國可以根據對香港的評估

結果決定是繼續還是取消香港獨

立關稅地位。如果香港喪失獨立

關稅地位，將極大程度影響到中

國經濟的發展以及間接影響到北

京權貴層自身的經濟利益。

另外還將影響到高科技產品

輸入大陸的管道。臺灣民進黨立

委王定宇解說道：美國禁止北京

直接購買美國高科技、新科技的

產品，但卻允許香港購買，一旦

判定香港的自治地位不再，北京

透過香港取得美國高科技資源就

會被中斷，等於掐住了大陸發展

高科技產業的咽喉。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外資投

資中國 80% 都冠以「港資」的

名義。即使到 2011 年，「港資」

的佔比也有 60％左右。近來的

美中貿易戰，更使得香港成為北

京維持對外貿易的重要樞紐。評

論員橫河說：「北京的算盤是既

把香港變成完全在自己控制之

下，又保留輸血的功能；但這個

法案實際上是使中共只能二選

一，不可兼得。」

《法案》指向親北京媒體

據《美國之音》披露，《法案》

還有針對中國官媒以及親中港媒

的舉措。《法案》中說美國譴責

北京政府控制的媒體集團，例如

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對民

主活動人士、美國等國的外交人

員及其家人的騷擾和蓄意攻擊。

對於上述媒體記者前往美國旅行

和公幹，美國國務院將對他們的

簽證申請嚴格審查。這部分內容

是作為「國會意見」來表述的。

中方強烈回應

該法案的通過，引發了中方

的強烈反應。新華社於當地時間

11 月 20 日，短短 6 小時內接連

發了超過 30 條相關新聞，內容

為各級政府部門，包括外交部、

香港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人

大外事委員會、政協外事委員會

等，抨擊美國參議院通過該法

在參議院全院即將無異議通過《法案》之際，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致詞。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法案》提出者參議員盧比奧

案，譴責美國「粗暴干涉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

面對北京的指責，盧比奧議

員說《法案》是美國的「內政」。

美方釋放的明顯信號

法案通過前，美國兩黨多位

參議員 19 日在院會發言，高調

支持香港民眾要求民主的抗議運

動。外界注意到，美國政界過去

親中的「熊貓派」們也改變了立

場。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在很長時間裏，他一直對發

展美中貿易以及對北京政府軍售

方面持贊成態度。 2000 年的一

次參議院表決中，對與中國建立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他投了贊成

票；而對另一項法案，要求美國

在中國出口武器後即實行貿易制

裁，他投下了反對票。

但 18 日這位美國政界具有

威望的領袖，其聲明甚至比華府

鷹派們更為沉痛：「本屆政府已

經糾正了先前政府所忽略的問

題。過去的共識是，中國經濟現

代化會自動將我們的自由和人的

尊嚴價值觀引入其社會。」「現

在，每天都在提醒我們這沒有

發生。」「在新疆和香港，全世

界都看到了中共的真實面目。」

「在我支持其它立法的同時，美

國無需等待新法律出臺再行動。

政府已有可用的大量工具，我強

烈建議他們使用這些工具。」

美國多位議員表示，北京如

果採用任何軍事行動或警察行

動來鎮壓港民，將會面臨更嚴

重的制裁。聯邦參議院外交委

員會副主席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表示，「這只是美

國對侵犯香港民眾權利所做出反

應的開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舒默（Chuck Schumer）說「剛

才參議院向中共和習近平發出了

一個響亮的信息，那就是美國與

香港的民主抗議者站在一起」，

並直言「中國的制度不是必將被

改變，就是必將失敗。」

《香港法案》火速通關  
美釋明顯信號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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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廢除《夏令時法》，省政府

正在徵詢民眾對一年 2 次更改時鐘

的意見，調查截止日至 12月 10日。

卑詩省已於 10 月立法，取消夏

令時。

市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項公眾參與

計畫，對住宅區道路限速是否降低進

行公眾諮詢。建議的三個選項是：

1. 住宅區和次幹道時速均降低

至 30 公里 / 小時；

2．住宅區減為 30 公里 / 小時，

次幹道減至 50 公里 /小時；

3. 住宅區和次幹道的時速均降

低至 40 公里 / 小時。

公眾諮詢期將於 2020 年初開

始，最終報告將在明年 6 月底之前

提交給議會。

【看中國訊】由於對省財政撥款減少

3200 萬元不滿，卡城教育局（CBE）19
日宣布解聘 300 名臨時教師。隨後，省教

育部長 Adriana LaGrange下令對 CBE
進行獨立的財務審計，併進行治理審查。

LaGrange 部長週三（20 日）發布

聲明說，辭退員工彰顯了 CBE「沒有能

力管理好財務，也無法做到在工作中優先

考慮學生的學習」。

LaGrange 表示，CBE 在財務決策

方面存在可疑和不負責任的歷史，她援引

了 CBE 在 2010 年的決定，當時 CBE 決

定在 Beltline 區租用昂貴的辦公室，租期

20 年。她還說，2018 年對對 CBE 財務

審計發現，有 910 萬元的記賬錯誤，將

辦公室租金錯誤地列為教學開支。「CBE
不計後果地濫用納稅人的錢，這不應繼續

下去。」，LaGrange 部長說。

週二下午（11 月 19 日），前省長諾

特利因對 22 法案發表不當言論，並拒絕

道歉，被從立法會議中請出。

諾特利指責聯合保守黨政府解雇選

舉專員妨礙司法公正，並指責省府內閣

濫權。眾議院議長內森．庫珀 (Nathan 
Cooper）提醒她這是內政的規定，並多

次要求其道歉。諾特利拒不道歉，因此遭

請出會場，不得參加當天後續會議。

上週六（11 月 16 日），大約

750 人聚集在卡城聖母高中的體育館

參加了 Wexit 黨的集會。Wexit 領
導人 Peter Downing 表示，他計畫

以 Wexit Canada 的名義競選聯邦候

選人，並在卑詩省、亞省、薩省和曼

省競選省級候選人，希望今後在這些

省份就分離問題舉行全民公投。

專家說，該組織脫離的目標可能

很難實現。退出聯邦制的省都必須解

決原住民條約和其他複雜問題，例如

貿易、國防和修改國家憲法。

省長康尼（Jason Kenney）說

他不支持分離。最近，他宣布了一個

小組，將研究賦予本省更多自治權的

措施，例如建立省級警察部隊或退出

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脫加黨（Wexit）將參加聯邦選舉

是否取消夏令時 省府調查

市府將就住宅區限速進行民調

亞省對聯邦財政多重要
亞省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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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buil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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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me you want.
From the builder you 
can count on.  
The Morrison name is all about give you more. More value, 
more flexibility and more ways to redesign your life in 
Calgary’s best new communities. 

CHOICE
您想要的新家。

由您信任的建築商精心打造。

Morrison這個名字意味著給予您更多。在卡城最好的新社區，以
更多的方式，擁有更多的價值和更大的靈活性，重新設計您的生活。

卡城西北區

卡城東北區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豪華獨立屋 起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山景豪華獨立屋 起價

後巷車道獨立屋 起價

今天就開始尋找您的新屋，請訪問

我們的網站

選擇適合您的優惠
還有更多的免費選項供您選擇，與卡

城 2018 年度最佳建築商一起，建造

心儀的新家從未如此輕鬆。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在 2007 ～ 2018 年，共 11 年中，亞

省向聯邦財政支付了近 2,400 億元，為全

國貢獻最大的省份。

這是亞省省長康尼（Jason Kenney）
為尋求渥太華「公平交易」而成立的專門

小組進行審查的項目之一。

審查數據表明，聯邦資產負債表上另

外 2 個最大淨貢獻者，卑詩省和安大略

省，納稅分別為 546 億元和 979 億元。

可見，亞省付給聯邦的資金是這兩省總和

的 1.5 倍。對於亞省的納稅人來說，相當

於在 11 年中人均每年貢獻約 5,000 元。

菲沙研究所省繁榮計畫的高級研究員

艾森（Ben Eisen）說，人均支付的金額

不可小視。「儘管經濟挑戰可能會減少對

聯邦財政的淨貢獻，但亞省仍然是公共財

政的主要淨貢獻者，這仍然是事實。」

亞省、卑詩省和安大略省居民繳納的

聯邦稅額高於他們從聯邦計畫和轉移中獲

得的收益，他們是聯邦財政的淨正貢獻人。

其他省份則是從中受益者。他們從

聯邦計畫和轉移中獲得的回報多於其交

付的稅款。以魁北克為例，從 2007 年

至 2018 年，從聯邦財政獲得了 1,713 億

元，而其卻從均等化計畫中受益最多，獲

得了 1075 億元。

卡 爾加 里大學 經濟學系副 教 授

Trevor Tombe 認為，該省的經濟實力高

於平均水平，收入高，因此繳納的稅收高。

而且，亞省是全國人口最年輕的地

區，它從諸如老年保障計畫和加拿大退休

金計畫等聯邦福利中獲得的收入較少。

11 年前，加拿大統計局還沒有可比

的數據。不過，卡爾加里大學公共政策學

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從 1961 年到 2017
年，亞省對聯邦財政的淨貢獻額超過

6,000 億元。

艾森希望這些數據「能促進合作意

識，並幫助加拿大各地的人瞭解亞省對每

個人的福祉做出的巨大貢獻。」

他強調，「經濟強大的亞省使整個國

家受益」，「如果沒有亞省的貢獻，渥太

華的情況將更加糟糕。償債付稅，損害了

全省納稅人的利益。如果亞省無法發揮其

全部經濟潛力，加拿大就將無法發揮其全

部經濟潛力」。

亞省省長康尼在亞省曼寧網路會議上

的講話中宣布：「亞省人為渥太華工作已

經太久了，現在是渥太華為我們工作的時

候了。」「我們不會失去頭腦，我們是務

實的人，我們不是不講理的人。我們所要

求的都是合理的。」

2007-2018年各省對聯邦財政的貢獻額
（單位：十億元） （資料來源：Statistics Canada）

亞省教育部長下令審計卡城教育局 前省長諾特利被請出立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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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自本月

12 日北京確診 2 名「肺鼠疫」患者後，

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健康委員會 17 日通

報，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鑲黃旗巴音塔拉蘇

木採石場一名 55 歲男子，16 日在烏蘭察

布市化德縣醫院就診期間出現反覆發燒情

況，後經確診罹患腺鼠疫。

內蒙新增一例鼠疫患者

官方指本次病例與前 2 例病例之間

沒有關聯。官方稱，該男子本月 5 日曾

在採石場剝食過野兔，並與 28 人密切接

觸，不過，患者接觸過的這些人，目前沒

有發燒等異常現象，好像僅有扒皮的人得

了這種病。

專業人士介紹：鼠疫有 3 種，分別

是腺鼠疫、血鼠疫與肺鼠疫。腺鼠疫一般

通過跳蚤經過小動物傳播，也可以通過接

觸受感染的動物體液傳播。

據中央社 21 日報導稱，新發現鼠疫

感染病例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鑲黃旗，已

採取防控措施。包括進出鑲黃旗的各種車

輛駕駛及乘客，都須下車量測體溫，並當

場登記身份訊息及目的地。而前往疫情起

源地的道路更全部封鎖。

北京黑龍江賓館 
有人被隔離

另外，《新京報》18 日報導，北京

市西城區黑龍江賓館（黑龍江省駐京辦）

內有旅客疑似患有鼠疫。已有 7 人隔離

觀察，讓中國民眾人心惶惶。有大陸媒

體向黑龍江省政府駐京辦求證，核實這

是黑龍江駐北京辦事處 11 月 14 日向

省人大辦公廳及省政協辦公廳發送的內

部通報，並被告知疑似鼠疫患者已被排

除，但主管疾病防控的官方機構卻並未

回應此事。

日前有網友在國內社交媒體曝光一份

公文的照片，指這是黑龍江駐北京辦事處

11 月 14 日向省人大辦公廳及省政協辦公

廳發送的內部通報。照片顯示，該辦事處

旗下的北京黑龍江賓館有 1 名住客疑似

患上鼠疫，檢測呈傳染病陽性，這名病患

和另一密切接觸者目前已被隔離在醫院，

還有 3 名密切接觸者被隔離在賓館客房；

該賓館的 2 名前臺接待員也作為密切接

觸者被隔離在賓館客房。為此，辦事處建

議黑龍江省來京公幹的公務人員暫時不要

入住北京黑龍江賓館。

疫情恐已擴散

在本次鼠疫疫情中，最先確診的鼠疫

患者王思夫婦，來自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

尼特左旗的巴彥淖爾市。他們先後轉院 5
次，到北京才確診患上肺鼠疫。

王思的堂兄憶述，王思 10 月 25 日

開始發燒、嘔吐，家人先將他送去德力

格爾衛生院檢查。醫生說「不是普通的發

燒」，將他轉介至蘇尼特左旗醫院。蘇尼

特左旗醫院醫生為王思照 CT，認為他患

上的是「大葉性肺炎」。

到 10月 27日，王思病情仍無起色，

由家人送到內蒙古國際蒙醫醫院錫林郭勒

分院。該院醫生認定王思患上的是「流感

病毒肺炎」，數日後又將王思轉介至錫林

郭勒盟醫院傳染科。

不久後王妻也身體不適，開始出汗、

咳血和發燒。 11 月 3 日，王思夫婦從錫

林郭勒搭乘救護車轉院到北京朝陽醫院。

到 12 日下午，北京朝陽醫院確診了 2 宗

來自內蒙古到京就診的肺鼠疫病例。

有網民表示：「王思夫婦一路上都沒

有被隔離。通過空氣傳染的肺鼠疫，不知

是否已經傳播開來了。」「官方聲稱沒有

擴散，鬼才信。」

17 日確認患腺鼠疫的病例，當地牧

民披露，患者曾搭乘火車外出旅行，因此

擔憂疫情擴散；還有消息傳，中國北方多

個城市已出現鼠疫疫情。

專業人士的觀點

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江冠宇醫師，他對大陸官方發布的疫情

保持存疑，「在中國壓制消息這麼嚴厲的

國家裡面，還冒出這兩個病例，恐怕有更

多潛伏案例被封鎖消息。」

江冠宇醫師還指出，鼠疫發生在大城

市北京，是很奇怪的事，其衛生措施需要

檢討。過去大陸對 SARS、流感、HIV、
肺結核等傳染病，曾有不向世衛組織通報

的紀錄，對全球造成威脅。他呼籲北京當

局誠實通報，勿延誤疫情導致疫情擴散。

自由亞洲電臺分析指出，此次鼠疫初

期似乎並未引起當局重視，就如去年爆發

的非洲豬瘟，直到大規模屠殺生豬，才對

民眾公開非洲豬瘟疫情。

【看中國訊】時隔 2 年多，微軟公

司（Microsoft）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11 月 15 日超過亞馬遜公

司（Amazon）CEO 傑夫 · 貝佐斯（Jeff 
Bezos），重登全球首富寶座。

根據中央社報導稱，據彭博億萬富

翁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顯示，今年 64 歲的比爾．蓋茨個人資產

淨值 11 月 15 日達到 1100 億美元，超越

貝佐斯的 1087 億美元。原因包括微軟擊

敗亞馬遜奪得美國國防部雲端運算標案，

激勵股價上揚，拉抬蓋茨身價。

報導稱，美國國防部在 10 月 25日意

外宣布，將價值 100 億美元的雲端運算合

約交給微軟而非亞馬遜。之後，微軟股價

上漲 4%，亞馬遜股價則下跌約 2%，造

成蓋茨和貝佐斯的財富此消彼長。

據悉，彭博億萬富翁指數追蹤全球

500 大富豪的個人財富淨值，在美國股市

每個交易日收盤後發布更新。

微軟股價自今年以來上漲 48%，令

持有 1% 股份的蓋茨資產淨值大增。蓋茨

其他財富來自出售股票和他的家族辦公室

「級聯」（Cascade）數年來投資所得。

據報導稱，如果蓋茨沒有投入大筆資

金從事慈善事業，也有可能永遠不會讓出

全球首富的頭銜。自 1994 年以來，他的

「比爾暨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累計已捐出

超過 350 億美元。

蓋茨重登全球首富寶座

TikTok擬轉換
目標市場

鼠疫驚現北方 疫情恐已擴散

【看中國訊】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

動內部文件顯示，由於 TikTok 面臨來自

美國的壓力，該公司將先集中發展其他國

家用戶。

路透社報導，字節跳動的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張一鳴在 11 月和 12 月設定公

司目標的說明中表示：「繼續使 TikTok
的發展更加多元化，增加對疲軟市場的投

資。」

字節跳動表示，美國國會議員對

TikTok 表示高度關注，擔憂他們是否蒐

集用戶數據以及中共是否對 TikTok 內容

進行審查。

張一鳴在文件中也呼籲公司應提高

「處理全球公共事務」的能力，並加強用

戶數據保護。

美國參議員在 11 月 5 日的聽證會

上，重點討論了中國抖音平臺的海外版

TikTok 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公民隱私的重

大風險。共和黨參議員喬什 · 霍利（Josh 
Hawley）說，使用 TikTok 的不僅有青

少年，還有為政府和軍方工作的人。他認

為，除了個人隱私問題之外，這些數據，

包括美國年輕軍人用戶的數據有可能被用

於中國的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開發。

「我認為 ，現在安全風險實在是太高

了。我想，每個使用 TikTok 的人，都必

須明白，他們的數據是不安全的。」喬什 ·
霍利說。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稱，

美國總統川普 11 月 19 日在內閣會議上

表示，如果不能與北京方面達成貿易協

議，他將提高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川普說：「中國必須要達成一項我喜

歡的協議。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就沒戲

了。我現在對中國很滿意，他們正在付給

我們幾百億美元。中國之前連一毛錢也不

給我們。」「他們的供應鏈正在死亡。而

我說過他們的經濟是 57 年來最糟糕的。

儘管如此，我跟中國還是有很良好的關

係，我們等著瞧。但我現在很滿意。如果

我們跟北京無法達成協議，我就會把關稅

提得更高。」他表示。

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間的貿易糾紛

已持續近兩年，似乎陷入了談判僵局。

美國和中國 10 月同意了一項「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但此後華盛頓和北京對

協議的進展發出了不同的信號。

美國希望將關稅這枚籌碼用於協議執

行機制，只有北京遵守在貿易協議中做出

的承諾，才會徹底取消關稅。

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發布了一份

105 頁的報告，直指貿易戰核心問題之

一，即保護知識產權。報告稱中方從上世

紀九十年代末就開始以薪水、研究經費、

實驗室空間和其他激勵措施作為交換，獲

取美國大學實驗室和其他研究機構的信

息，這些機構大多由美國政府資助。華盛

頓指責北京以此獲取快速的技術進步。

川普的貿易顧問彼得 · 納瓦羅 11月 6
日表示，貿易談判要解決七方面問題，包

括中方盜竊美國知識產權、在華美國企業

被強迫技術轉讓、北京當局控制的黑客破

壞美國電腦系統、中國企業傾銷產品把美

國公司擠出市場、北京當局對國企進行大

量補貼、向美國輸出芬太尼和操縱匯率。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表示稱，兩國已經

同意同時取消部分現有關稅。

而川普總統隨後表示，北京想要降低

關稅，但他甚麼都還沒有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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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wich農貿市場 室內

為檢測感染肺炎鼠疫而設立的內蒙古哈拉

黑檢疫檢查站。（@RaynardToddnay1 

Twitter 視頻截圖）

網上流傳的文件圖片。（網絡圖片）

川普：若未能達協議 將提高關稅

美國總統川普（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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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REA）表示，10 月份全國房屋銷售

數量，與 9 月份幾乎持平，較去年同期

增長了 12.9%，比今年 2 月份的 6 年

低點增長了近 20%，但仍比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最高水平低約 7%。平均銷售

價格約為 525,000 元，比去年同期上漲

近 6%。

全國各地的房屋銷量情況大不相同。

卑詩省大溫哥華地區、弗雷澤河谷和渥太

華銷售增長，而大多倫多地區和漢密爾

頓 - 伯靈頓的銷量則下跌，此消彼漲，幾

乎相互抵消。

大溫哥華的綜合指標房價比去年下

降了 6.4%，至 994,900 元。而在大多

倫多地區，該指標價格上漲了 5.6%，至

814,400 元。在全國主要城市中，渥太華

的指標價格漲幅最高，上漲了 10.25%，

攀升至 436,300 元。

儘管卑詩省部分地區，以及亞伯塔省

和薩斯喀徹溫省主要城市房價略下跌，

全國範圍內，綜合指標房價仍上漲了

1.77%，至 633,600 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10 月份新住房掛

牌數量下降了 5.8%，比 9 月份下降了

1.8%。 10 月份全國房屋平均成交價格約

為 525,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漲 5.8%。

如果不包括大多倫多地區和大溫哥華地

區，全國平均房價會低近 125,000 元，

為約 400,000 元。

【看中國訊】近日，房地產交易信息

平臺 Point2Homes，梳理了加拿大西部

各城市房產市場情況，並推薦了五個適合

進行房產投資的城市，前三個均位於卑詩

省，亞省和薩省各有一市。

卑詩省基洛納市（Kelowna）

在推薦的三個卑詩省城市中，基洛納

位居榜首，該市的發展熱潮吸引了眾多的

投資者。

基洛納機場是加拿大第十大繁忙的機

場，每年接待旅客 200 萬人次。目前該

機場附近建成了兩家新酒店。此外，該市

還制定了重點建設市中心的計畫，包括更

新下水道管路，擴建街道，擴建湖濱公園

和人行道以及劃分出市區擴展地段等。

就房地產而言，基洛納的住房空置率

是 1.9%，平均來說，這裡公寓租金每平方

呎超過 2 元 /月，共管公寓租金更高，這

使得基洛納對房產投資者有相當吸引力。

此外，有證據表明，基洛納市中心房

地產開發項目眾多，塔吊和處於不同建設

階段的住宅樓、寫字樓隨處可見。目前該

市總共有 12 座新住宅大樓正在建造中。

在辦公空間方面，基洛納的空置率為

4.9%，低於一年前的 6.5%。另外，該市

目前的工業物業空置率為 0.7%，創歷史

新低。根據物業類型的不同，新辦公樓的

價格可能高達每平方呎 361元，而新的工

業物業的價格可能會超過280元 /平方呎。

卑詩省喬治王子城（Prince George）

卑詩省北部城市喬治王子城（Prince 
George）在榜單上排名第二。根據專業

研究機構加拿大會展委員會的數據，預計

該市的 GDP 今年將增長 1.5%，明年將

增長 1.7%。預計喬治王子市為今年經濟

增長最快的中型城市之一。

就喬治王子城物業而言，這裡的住宅

出租空置率約為 3.7%。一居室公寓的租

金大約為每月 900 ～ 1,000 元；喬治王

子城的房屋仍然很便宜，價格在 350,000
元以下。

隨著大量的住房和非住宅項目開工，

該市的建築業也取得了顯著增長。其健康

的房地產市場意味著金融、保險和房地產

將成為明年增長最快的行業，預計今年的

GDP 增幅為 2.6%，明年為 2.7%。

大型公路改擴建項目以及途徑此處的

管道項目有望為當地經濟做出巨大貢獻。

卑詩省奇利瓦克市（Chilliwack）

根據加拿大會展委員會的數據，在排

名第 3 的奇利瓦克（Chilliwack），今年

和明年的經濟預計將增長 2.2%。最重要

的是，預計該市的就業人數將在 2019 年

增加 1.5%，到 2020 年增加 2.4%。奇利

瓦克實際上是加拿大失業率最低的城市之

一，為 4.5%，預計明年將達到 4.4%。

奇利瓦克的房屋平均價格約為

525,200 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1.2%。實

際上，這裡的房價上漲速度比卑詩省低

陸平原區其他任何地方都快；這很可能

與該市蓬勃發展的工業產業有關。最重要

的是，奇利瓦克目前的工業物業空置率為

0.4%，是低陸平原區最低的。

亞省萊斯布里奇市（Lethbridge）

亞省萊斯布里奇市在過去幾年中經濟

穩定增長，2019 年增長約 2.6%，預計

2020 年增長 2.7%。預計今年和明年新

增 2700 個工作崗位。預計 2020 年人口

增長率將保持在今年的水平，為 1.9%。

除當前的建設項目（如大學大道的

擴建和萊斯布里奇機場的翻新工程）外，

這座城市的多元化經濟（包括醫療保健，

教育和農業）有助於保持穩定的增長。

更重要的是，萊斯布里奇的房屋開工總數

將在 2019 年躍升 10%，達到 604 套。

薩省穆斯喬市（Moose Jaw）

薩省穆斯喬市經濟增長強勁，這要

歸功於 34,000 個新的大型僱主。其他近

期的經濟驅動因素，包括一個佔地 780
英畝大型開發項目（在其中將建成工業

園區和居民區各一），一個新天然氣發電

廠，以及一家新的太陽能公司。

另外，根據加拿大會展委員會的數

據，穆斯喬依靠其強大商品生產行業，使

其 2019 年 GDP 增長 1.7%，預計 2020
年實現 1.8%。

$280s $350s $380s $480s

evanstoncommunity.com• Broadview Homes  •  Sterling Homes  •  NuVista Homes  •  Jayman BUILT  •  Trico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EVA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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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全國房屋銷量同比增13%

投資房地產 推薦加西五市

（Adobe Stock）

如詩如畫的基洛納。（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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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之音報導，福建一家

科技有限公司上週推出一款名

為「酷鳥」的瀏覽器，稱是獲得

當局同意的合法商用 VPN。服

務對象主要是跨境從業人員，還

稱可以登陸很多境外知名網站如

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但是兩天後，瀏覽器的官方

網站已無法登陸，網上關於如何

下載及獲得邀請碼的討論也全被

刪除，幾乎所有關於瀏覽器的信

息都無法顯示。

「酷鳥」瀏覽器實際翻牆

能力很有限。該瀏覽器無法顯

示有關當局的負面訊息，包含

「六四」、「香港」等敏感內容

都被屏蔽，使用酷鳥搜索「法輪

功」時，所有的搜索結果都指向

《新華社》和《中國日報》等中共

官媒。

此外，酷鳥用戶在註冊時必

須提供真實姓名和手機號碼。而

用戶的瀏覽內容也受當局監視。

瀏覽器使用協議要求用戶必須遵

守〈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的規定，違者的瀏覽紀錄會被上

報有關部門。為此，有網民表示

「再酷也是個關在籠子裡的鳥。」

然而，就連這樣的 VPN 也被禁

止了。

長期以來，北京當局持續

封鎖互聯網，並逐步加大了對

VPN 的打擊力度。 2017 年 1
月，中國工信部發布「通知」，

提到「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准，

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專線（含

虛擬專用網絡 VPN）等其他信

道開展跨境經營活動等。」同

年 12 月，廣西人吳向洋因經營

VPN 銷售代理服務被判處 5 年

半監禁，並處罰金 50 萬元人民

幣。而此前一名 26 歲的廣東男

子也因賣「翻牆軟件」被判處有

期徒刑 9 個月。 2019 年 1 月，

廣東韶關一位朱姓網民因為「擅

自建立、使用非法定信道進行

國際聯網」被韶關市公安局處以

警告並罰款 1000 元人民幣。近

期，杭州一家淘寶店為近 3 萬

人提供 VPN 服務，店主被杭州

檢方以所謂「涉嫌提供侵入、非

法控制電腦信息系統程序、工具

罪」批捕。

儘管當局嚴厲打擊，也沒能

阻止大陸民眾的「翻牆」熱情，

VPN 已經成為很多中國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據網絡自由觀察

人士古河表示，當局對 VPN 翻

牆進行打壓，網民也有很多反制

措施，一些境外的翻牆軟件，如

「自由門」，能夠比較完美的完

成翻牆行動，所以當局的打壓，

長遠來看，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話說在英國街頭有這麼一間

小賣店，專賣熱氣騰騰的中國式

包子。這家店其中一名收銀員

是一名中國女留學生。在收錢

的時候，這位留學生時不時就

用上「中式找零法」，讓老外一

面懵然。

舉個例子，一個老外顧客來

店裡買了 6 英鎊的包子，遞給

收銀員一張10英鎊。收銀員問：

「你有一塊錢嗎？」老外當然就

懵然了，「我明明只買了 6 英鎊

的東西，給你 10 英鎊，你應該

給我找零才對，幹嘛還要再問我

拿 1 英鎊？難道我是買了 11 英

鎊的東西，而不是 6 英鎊？」

這時候中國留學生就會解

釋，「如果你多給我一英鎊，

我可以直接找回你一張 5 英鎊

啊。」

但老外還是不明白，「你為

何不直接給我找回 4 英鎊呢？

幹嘛要找 5 英鎊給我？」

其實這種中式找零法除了讓

英國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外，很多美國人也同樣想不明

白。小編在美國超市付賬時，希

望能得到「中式找零法」，但往

往把收銀員給弄糊塗了。

舉個例子，小編買了 20.06
美元的東西，給了收銀員一張面

值 20 美元的紙幣，一個面值 10
美分的硬幣幣，再給一個面值 1
美分的硬幣。這個時候，收銀員

往往露出非常疑惑的表情，好像

在說：「你給我 20 元＋ 10 美分

就對了，幹嘛還要再給我一分

錢？」

這種情況下，有的收銀員

就會疑惑的在收銀機裡輸入

20.11，發現收銀機顯示找零

0.05，這時才似乎明白點什麼。

有幾次遇到的收銀員，乾脆

直接還我 1 美分硬幣，還好心

告訴我說，「你給我 20.10 就夠

了，你多給了一分錢 ;」這時我

就告訴她，我給她 1 美分，是

希望她能找我一個五美分的硬

幣，而不是 4 個 1 美分的硬幣，

這樣我的錢包就無需裝太多沉甸

甸的硬幣了。

雖然我這麼解釋了，但那

些收銀員還是一副似懂非懂的

樣子。那時候我就會忍不住想：

「到底是我們中國人算術太好，

還是外國人算術太差了？」

【看中國 2019 年 11月 20 日

訊】加拿大對國際學生入學、打

工有嚴格的規定，違反規定可能

帶來嚴重後果，國際學生可能因

此失去學生簽證並被驅逐出境。

數據顯示，2018 年，加拿

大總計有 5,502 個學生簽證被吊

銷，遠高於 2016 年的 1,538 個。

僅 2019 年的前兩個月，就有

1,048 個學生簽證被吊銷。

據報導，聯邦移民、難民

及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
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IRCC）2018 年的一份內部報

告，首次披露了有關濫用學生簽

證進入加拿大的數據。

數據顯示，2018 年春季，在

加拿大全部 655 所接受國際學生

的院校中，有 90% 提交了國際

學生註冊人數。在總共 316,531
名學生簽證持有者中，8.9％屬

「潛在違規」，即 28,049人未遵

守相關規定。但這些院校沒有報

告 16％、即 51,051 名國際學生

的註冊狀況。

來自摩洛哥的男子Anass El 
Kamel，獲得了在 Universitéde 
Moncton 讀書的許可證，但他

從未上過任何課程，甚至從未住

在該省。

報 導 說 Kamel 自 2017 年

到達加拿大後就住在蒙特利爾，

在一家停車管理公司找到一份工

作。他聲稱因生病無法上學，但

移民官員在一年後勒令他離開加

拿大，理由是他未能按照簽證要

求上學。

Kamel上訴被駁回，聯邦

法院稱，加拿大的教育課程對

Kamel 來說並不重要，他只是想

快速完成一個課程，以便可以在

加拿大申請永久居留權。

從印度來到加拿大留學的

Kaur Gursimran 也 被 遣 返，

2016 年她申請到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攻讀商業學位。後

來，她轉到卑詩省素裡（Surrey）
的 Kwantlen 理 工大學， 之後

又轉到位於溫哥華的 Canadian 
College。

按法庭文件，她從原來攻讀

商業課程，變成了攻讀普通藝術

及科學課程。此外，她在 3 年內

取消了兩個學期的課程，考試沒

通過的課程比通過的更多。

她在法庭上辯解說自己遇到

了車禍，所以沒能上必要數量的

課程，也因此停了在加拿大學院

一個學期的課程。不過，她沒能

在法庭出示交通事故報告或證人

的證詞。法官認為單是缺勤就足

以證明她沒有遵守「積極求學」

的要求。

22 歲 的 印 度 留 學 生

Jobandeep Singh Sandhu， 也

因為違反規定而付出了高昂的代

價。他在業餘時間兼做長途貨車

司機，2017 年在安省被省警截

停做例行檢查時，被發現工作時

間超過了學生簽證的規定。他被

移交給聯邦政府，並於今年夏天

被驅逐出境。

【看 中 國 訊】 亞 非 銀

行（AfrAsia Bank） 和 New 
World Wealth 共 同 發 布 的

《2019 年全球財富遷移報告》中

指出，2018 年中國有 1.5 萬富

豪移民，比 2017 年增長 50%。

2018 年中國移民海外的富豪人

數破紀錄，排名世界第一。

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是

中國富豪最青睞的移民國家。其

次是：瑞士、阿聯酋、加勒比地

區、新西蘭、新加坡、以色列和

葡萄牙。中國富豪為甚麼要移民

到上述國家和地區？因為那裡有

良好的生存環境、健全的法律體

系和安全的資產管理。

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人數為

甚麼大幅增加？有媒體報導說，

他們要把財富轉移到其他國家，

而只有移民，才能夠突破中國的

外匯管理限制，一次性轉移大筆

資產。當然，尋求良好的生活環

境也是一個原因。所以，他們移

民海外的熱潮仍將持續。

其實，許多中國富豪早已想

方設法將財富轉移到海外。名列

胡潤財富榜上前 100 位的中國

富豪，絕大多數都在海外設立了

離岸信託，以此來實現財富的傳

承與增值，規避風險。據美國全

國地產經紀協會的數據，2018
年 3 ～ 12 月間，購買美國地產

的國際買家，有16%是中國人。

【看中國訊】美國運輸安全局

（TSA）是一個對機場乘客進行

安全篩查的機構。TSA 工作人員

有一個可疑行為清單，通過觀察

識別有安全風險者。

TSA旨在識別表現「高度壓

力、恐懼或欺騙」的人。如果乘

客的行為被 TSA 識別為反常，

就會被請到一邊問話。

海外媒體報導，TSA 認為的

反常小動作是，連連打哈欠；喬

裝打扮——戴奇怪的假髮與眼

鏡；隨身攜帶奇異物品；遲到、

慌亂，快趕不上飛機；眼睛發直、

失神發呆；一直低著頭，盯著地

板；不斷地整理衣衫、梳理頭髮；

不斷地清嗓子咳嗽；身穿反季的

不適當服裝；不停的抱怨安檢，

發牢騷；男士鬍鬚刮得太乾淨，

且這塊皮膚很白——可能是剛剛

刮掉「恐怖分子大鬍子」。

有人建議，在機場要注意自

己的言行舉止，有些習慣性的小

動作，也許會帶來麻煩。

「酷鳥」VPN推出兩天被禁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近日，中國大陸

一家小公司高調推出「國內

首款合法翻牆瀏覽器」。消

息一出，引來20多萬人註
冊，網站一度被擠爆。但推

出僅2天，該瀏覽器的官網
已無法開啟。

「中式找零法」 令「老外」摸不著頭腦

驚人：加拿大一年吊銷五千多留學生簽證

大陸富豪 
正加快離開中國

不少大陸民眾渴望衝破防火長城，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Adobe Stock）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http://www.c愀lg愀r礀chi渀攀s攀.c漀m/礀攀ll漀wp愀g攀/m愀i渀.php?t礀p攀=2&id=441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banff yihua）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11年寒窗習醫，8年從師磨礪，20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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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機場安全篩查 
觀察識別可疑者

TSA對機場乘客進行安全篩查。

（Getty Images）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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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1 月 18 日網路流傳的

一個現場視頻顯示，廣東潮州古

巷鎮某村的三名村官，近日竟然

在開會期間上演了一出十足火爆

的「全武行」。

在視頻中，一名涉事官員先

是拿起了手邊的物品朝另一人砸

去，被砸者和另一名官員隨即展

開還擊，雙方後來還抄起了會場

裡的椅子作為武器，場面一度十

分混亂，其他在場者費了不少力

氣才讓紛爭得以平息。

視頻曝光後，古巷鎮政府工

作人員向陸媒證實了事件的真實

性與打架者的村官員身份，並稱

其中一人為該村村支書，當地派

出所、紀委等單位目前已經介入

調查。

陸媒報導稱，在這起事件

中，這幾個人並非是在私人場合

打了起來，而是在一場工作會議

當中動起了手。這意味著他們不

是以個人身份發生的衝突，而是

以官員身份發生的衝突，他們的

互毆行為反映出的，也不止是他

們個人的情緒與恩怨。

近年中共官員相互發生的暴

力衝突時有發生，有些極其慘

烈。 2016 年 6 月 18 日凌晨，

廣西梧州市兩名國稅局幹部因口

角引起鬥毆，導致一人死亡。

2016 年 5 月 24 日 晚， 山

東濟南市有一對村官夫妻，因土

地租賃糾紛與人在街頭火拚，其

中妻子持刀向被襲者猛斬，丈夫

則投擲燃燒瓶，並將被斬者點

燃，場面十分恐怖。

2016 年 5 月 16 日 上 午 9
點，江蘇豐縣發改委兩名工作人

員發生矛盾，其中一人手持利器

將另一人砍傷。

2015 年 8 月，廣東湛江政

法委副書記龐康穩，疑因對所謂

表彰名額存在分歧，對副市長梁

志鵬又打又罵，還把來勸阻的一

科室主任也給打了。

2014 年 8 月，陝西韓城市

交通運輸局治超辦主任孫偉宏使

用管制刀具，在辦公場所追砍局

長王超龍，致王超龍多處受傷。

起因只是早會遲到被批評。

中共高層內鬥更慘烈，只不

過往往秘而不宣。已落馬的前中

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就傳曾暗殺

習近平，已知的一次是在會議室

中放置定時炸彈，另一次是趁習

近平在北京 301 醫院做體檢時

打毒針。

另外，中共高層也有在會場

打架的醜聞。傳聞中共十八大

前，習近平因勸架，後背被投擲

的椅子砸傷。

還有傳聞指，在中共十八大

閉幕式上，「鐵娘子」吳儀與江

澤民姘頭陳至立火拚！據微博披

露，吳儀聽到宣讀的中共中央

委員名單時，對於江派又往名

單裡安插人馬憤怒至極，罵「婊

子」，雖然聲音不高，但綽號

「婊子陳」的陳至立馬上對號入

座，雙方火拚起來。江想拉偏

架，但站起來成問題，只好敲

桌子。

【看中國訊】中國銀行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內蒙古監管局黨

委委員劉金明，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

調查。

現年 59 歲的劉金明是河北

順平人，曾任內蒙古銀監局紀委

書記；內蒙古銀監局黨委委員、

副局長；2018 年 11 月任內蒙

古銀保監局黨委委員至今。

劉金明是銀保監會正式成立

以來第三名落馬的省級監管局官

員。在此之前，廣西監管局黨委

副書記趙汝林，福建監管局黨

委書記、局長亓新政已經相繼

落馬。

趙汝林於今年 5 月 27 日被

查。他成了 2018 年 4 月銀保監

會正式成立以來的「首虎」。另

一個落馬的監管局官員亓新政

於今年 7 月 26 日被通報接受調

查。

在中國掌管「錢袋子」的

「一行三會」，也就是如今的

「一委一行兩會」（國務院金融

穩定發展委員會、央行、銀保監

會、證監會），都是極易出現腐

敗的地方。

近年來，當局主導的金融界

打「虎」，除了前保監會主席項

俊波、前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

才、華融賴小民、財政部原副部

長張少春等一批「金融虎」被查

外，還有「金融大鱷」安邦集團

董事長吳小暉、「明天系」掌門

人肖建華等人落馬，暴露了金融

系統存在的眾多腐敗大案。

在 2019 年召開的中紀委三

中全會上，習近平提出今年將

要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

中國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在

2019 年中國央行與外匯局的開

年重磅會議上，稱「系統內反腐

鬥爭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和薄弱

環節」。

隨後中紀委機關報《中國紀

檢監察報》應聲發文，將金融反

腐與「系統性風險」聯繫在一

起，將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上升至

事關國家安全的「高度」。外界

認為，隨著中國銀保監會成立後

的多名地方官員被查，這一系

統內或許還會有更多的「老虎」

落馬。

習近平巴西表態

官媒此前報導，當地時間 11
月 14 日，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

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

時，就當前香港局勢發表講話。

習稱：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

暴力犯罪，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

秩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習並稱「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但習並沒有提及港警被指濫暴以

及侵犯人權等諸多惡行。

另外，習又說堅定支持行政

長官和港府施政，堅定支持香港

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

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份子。

並表示當局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

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

不移。

無人願唱黑臉

時評人士陳破空在「自由亞

洲」發表文章稱，習的講話，連

續用了三個「嚴重」、三個「堅

定」，這些話比他 11 月 4 日在

上海會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所

講更為嚴重，可謂殺氣騰騰。

許多人對習近平放狠話的解

讀是：對香港發出信號，或將加

大鎮壓力度，甚或，可能重演

六四屠殺。但陳破空認為，這只

是一種表面解讀。

文章說，歷來最高領導人唱

白臉、其他領導人唱黑臉，留有

變通的空間。難道習近平連這種

政府政治運行的 ABC 原理都不

懂嗎？

陳破空認為，習這番狠話，

完全可以由中共當局的其他人來

講，低級別的如香港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高

級別的可以是掌管港澳事務的政

治局常委韓正。而由身為最高領

導人的習親自出面撂重話，只能

出自兩種可能：

一是習近平缺少政治智慧，

急迫之下，不顧自己身分逕直發

話，結果把自己的立場連同自己

暴露於外。

另一種可能就是，其他領導

人，甚至於其他級別官員，不願

意唱黑臉、當惡人，以致於習近

平怒氣勃發，忍無可忍，只好自

己出面撂重話、放狠話。

陳破空認為，中共政治局常

委韓正，11 月 6 日在北京會見

林鄭月娥時，雖然也提到「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卻提及要林

鄭「牢記習主席囑託，帶領香港

的管治團隊再出發。」

陳破空說，韓這樣說，就把

中央對香港的強硬立場表態轉移

到習近平身上，而淡化了韓正自

己的角色，暗示習近平直接負責

當前香港事務。

文章舉例說，中共的表態政

治，比如搞三峽大壩，除了自視

為其政治工程的前總理李鵬，其

他領導人基本不表態；六四屠城

時，很多領導人作軟性表態；對

法輪功，除了主導鎮壓的江澤民

及部分江派人物，其他領導人如

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都盡

量避而不提。他們的潛臺詞是：

何必為他人揹黑鍋！

同樣道理，習近平任內出現

的香港危機，其他領導人趁機

推脫，能推就推，推到習近平

一人身上，自己絕不願意扮演狠

角色。

在黨內「保面子」

本次在巴西發表涉港言論之

前，習近平也有一次在境外發表

狠話。

習近平 10 月 13 日在出訪

尼泊爾時就本國事務評論說：

「任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

分裂，結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

何支持分裂中國的外部勢力，只

能被中國人民視為痴心妄想。」

這番話沒有明確指向，但不少分

析認為是針對香港。

在美國之音時事對談節目

中，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

權指出，當下香港局勢讓本已內

外交困的習近平感覺很沒面子，

背後也有不少壓力。習近平在對

港、對臺方面必須要有一些比較

強硬的表態。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曾援引學者分析稱，習

近平為了鞏固權力而選擇鎮壓香

港，否則中共黨內「反習」勢力

恐將視其為習的把柄。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林和

立指出：「他（習近平）不能示

弱，否則會很沒面子。」

習近平對港放狠話的幾個原因

廣東三村官開會互毆 半年內銀保監會三高官落馬

習近平日前在巴西出席

金磚五國峰會時，針對香港

局勢放出狠話，引起國際社

會關注。為甚麼習選在國外

去說？有觀點認為不外乎兩

種可能，一是習自己不智，二

是高層不聽話被逼而為。但

此前也有人認為習是為了保

住權鬥中的面子。

李文隆綜合報導

11月14日，習近平在巴西第4大城市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

晤。（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

綜合報導】中共官場內鬥

慘烈，上有上鬥，下有下

鬥。日前，廣東潮州古巷

鎮某村的三名村官，在開

會期間竟互相毆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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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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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香港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宣稱，有近 900 人走出

理工大學校園後被警察以暴動罪

逮捕，其中約 300 人是 18 歲以

下未成年人。仍有近百留守者至

少 4 度嘗試「突圍」，多數人行

動失敗被捕。

香港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

學校長李建文在接受香港媒體採

訪時稱，警方之前一直都承諾對

步出理工大學的年輕人給予登記

個人信息資料，而不是逮捕行

動，對此他感到非常詫異。

抗議者 17 日與警方的對抗

主要發生在香港理工大學校園

外，警方出動兩組水炮車和裝甲

車清場驅散，同時發射防暴彈、

噴射有毒的藍色水柱，多次試圖

衝破抗議者的防線，而學生們則

在防線前投擲大量汽油彈，並在

路中焚燒雜物阻擋警方推進。香

港警方晚間 9 時許在臉書發文

稱，要求理大校園內所有人立即

由北面李兆基樓 Y 座出口離開

理大。但抗議者從 Y 座出口離

去，遭防暴警察截查。

《香港 01》報導，在「攻打」

理工大學時，已有防暴警察在

衝鋒車後高舉被視為應對暴動

的「最後武器」AR － 15 實彈

步槍。這是反送中運動 5 個月以

來，警方首次使用這種武器或動

用裝甲車上的 MP5 槍械。多家

傳媒更拍攝到警方將已上彈槍械

指向抗議者。

截至發稿時間，港警繼續圍

困理工大學，據悉仍有至少百名

抗議者留守。理工大學校長滕錦

光 19 日表示，校園內估計目前

還有約 100 人，其中包括 20 名

該校學生。有抗議者接受採訪表

示，已寫好遺書，如果出不去也

「今生無悔」。

另有傳，中國前總理朱鎔基

的孫女朱媛也在理工大學內，並

由 18 日晚進入理工校園協調的

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帶出。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導，鄭文傑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

蘇格蘭國際發展局前員工，時常

前往中國大陸開會。今年 6 月

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英

國領事館指示職員們收集有關抗

議狀況，有助於瞭解當下香港時

局，鄭文傑便是其中之一。

豈料，鄭文傑 8 月 8 日前往

深圳參加商務會議後，在搭乘高

鐵返港途中，遭到 3 名大陸國安

局的便衣警察攔截，此後「離奇

消失」、與外界失去聯繫。

當鄭文傑回憶他被大陸關押

的日子，警方將他束縛後將其雙

眼蒙住、套上頭套，甚至在扣上

手銬後，通過手銬相連的鎖鏈將

其吊起。此外，他被迫靠著牆壁

蹲小號，在蹲小號的幾個小時期

間，只要他移動就會遭痛打。

鄭文傑透露，被關押期間審

訊者試圖強迫他承認英國政府透

過他來煽動群眾，當審訊者得不

到滿意答覆，便會毆打被審者皮

膚較薄的地方，「比如腳踝……

或其他脆弱的部位。」鄭文傑說

他曾被剝奪睡眠，甚至不斷強迫

唱中共黨歌。

他說，他相信自己並不是

唯一遭受酷刑的香港人，因為他

看到一群香港人被逮捕和審訊，

還有人用粵語說，「舉起你的雙

手，你在抗議活動中舉起了旗

幟，不是嗎？」據鄭文傑透露，

他被迫從 1000 多張香港抗議者

的照片中，寫下他所認識的任何

人名字和政治關係。「國保明確

表示，有一批又一批的香港抗議

者被逮捕，並送到中國大陸。

鄭文傑表示獄方還是逼迫

他錄下兩段「認罪視頻」作為供

詞，一段是承認「背叛祖國」，

另一段是承認「嫖妓」。「我只

想明確說，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

我所珍惜和愛的人的事情。」

BBC 中文網評論鄭文傑的

遭遇：「鄭文傑的經歷將首先證

明：一個與自己的司法體系如此

相悖的制度，確實有很多值得恐

懼之處。」

鄭文傑：遭虐待被迫認罪

冼冼
慧慧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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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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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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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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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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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姬、明思綜合報導

從週日（11月17日）起，
香港理工大學內約幾百名學

生和示威者死守校園而遭警

方全面包圍。

警圍攻 香港理大成孤島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導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前職員鄭文傑（Si mon 
Cheng），今年8月前往深圳
出差時「被消失」，後經多方

營救、仍遭大陸公安拘留15
天後獲釋，如今他首次披露

自己被捕期間的經歷。

蔡英文賴清德 完成2020大選登記
【看中國訊】中央選舉委員會

受理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登記的第二天，尋求連任的民進

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今天下午與

搭檔賴清德前往中選會正式登記

參選。

蔡總統稍早在臉書發文表

示，在這個登記的日子，她也要

告訴所有臺灣人民，請大家再多

給她 4 年，她會繼續拚，繼續為

臺灣的未來奮鬥。

17 日蔡英文宣布，邀請前

行政院長賴清德擔任競選搭檔，

一起投入 2020 正副總統選舉。

蔡英文致詞時褒揚賴清德從政多

年、歷練完整，在國會、地方、

中央都留下成績，並對臺灣的未

來有非常強烈使命感。賴清德表

示，面臨來自香港的警訊，在明

年的關鍵選戰，民進黨能奉獻給

臺灣人民的首要之務就是團結

守護臺灣，在最黑暗的時刻，綻

放民主光芒，指引香港、照亮世

界。外界分析，「蔡賴配」將能

爭取更多來自綠營的選票。

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公

告，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與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將於

明年 1 月 11 日投票，候選人申

請登記期間為今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2 日。截至目前，親民黨

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國民黨總統

參選人韓國瑜、民進黨總統參選

人蔡英文都已完成登記。

國民黨不分區
名單出爐引爭議

【看中國訊】11 月 16 日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通過不分區立委名單後，黨內黨

外的爭議沒有停止。

2008 年後臺灣新選制是採

用「單一選區兩票制」：每個

人有兩張票，一票投「區域立

委」，這票是投給人；第二張票

則是投給政黨（政黨票），各黨

按選票比例轉換成席位，藉此選

出「不分區立委」。

17 日在參加國民黨立委參

選人蔣萬安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前，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受訪

稱，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公布

之後聽到外界的斥責聲音。他無

法否認這份名單違背民意，也讓

年輕人與新住民感到失望。但朱

立倫支持謝龍介留在不分區立委

名單中。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

稱，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不能

只侷限黨內小圈圈內，是要爭取

全國 2300 萬民眾支持與認同。

同日民進黨全國暨臺北市競

選總部舉行成立大會上，總統蔡

英文也形容該名單代表臺灣最保

守、反改革、親共勢力的集合。

在 19 日的《年代向錢看》視

頻節目中，主持人凝觀表示，在

臺灣存在爸爸當官，兒子可以通

過與大陸的來往發財的現象。她

認為國民黨在總統大選贏面不大

的情況下，也爭取立委席位，同

時內部爭奪黨內實權，即搶佔能

夠成為新任北京代理人的位置。

鄭文傑接受BBC採訪。(視頻截圖)

(攝影：陳可人)

▲17日晚間約50名醫生、護士、急救人員在離開理工大學時被捕，雙

手被綁住並像逃犯一樣被鎖住。（網路圖片）

▼上萬名市民湧上街頭希望解救被圍堵的抗議者。（視頻截圖）
▲抗議者嘗試游繩逃走。

▼有抗議者圖經下水道逃走但出

現低溫症。（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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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香港的情
況有新發展，香港高等

法院裁定，港府頒布的

那個《禁止蒙面令》違

憲，這是形勢的一大反

轉。法庭認為，在沒有

獲得政府批准的集會

中，民眾被限制蒙面；

以及讓警察可以攔查蒙

面的市民，鑒別蒙面者

的身份，這些對基本權

利的限制超出了合理的

需要。

這裡要特別解釋一下，怎麼

叫「違憲」，（unconstitutional）
香港有《憲法》嗎？《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相當於香港的小憲

法。《基本法》裡有保護香港居

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條款，

禁止蒙面不直接是取消言論自由

和集會自由；林鄭月娥引用英治

時代的《緊急法》推出這個附屬

條例，繞開了立法會，是侵犯了

立法機構的權力。但《基本法》

裡也沒有明確的行政和立法權分

離的條文，所以所說的「違憲」

是指香港政府違法了關於憲政的

一些默認的、基本的原則，其實

是違反了習慣法。

但是說《禁蒙面法》超出了

合理需要是切中了要害，什麼意

思呢？林鄭月娥推禁蒙面令，目

的就是要嚇阻市民上街。對於有

明確反港府和反中共為主題的遊

行，港府就不會批准。但市民仍

然要行使表達自由上街，部分市

民就擔心被政府的人臉識別系統

辨別出來，受到政府的秋後算

賬；或者擔心政府把這些資料移

交給大陸，以後自己前往大陸時

被刁難整治，因此蒙面。那麼為

了把這種表達訴求的衝擊壓制下

去，港府就要給支持五大訴求的

市民增加成本和風險，因此就要

求禁止蒙面。

雖然激進青年也蒙面，但是

比起少則幾萬、多則百萬的遊行

群眾來講只是很小一部分，對於

激進青年來講早有心理準備被警

察抓，禁蒙面法並不給他們增加

額外的負擔。你說蒙面違法，他

也不管，照樣蒙面，所以這項法

令用於恫嚇「和理非」市民的作

用更大，因為法庭判詞說，對基

本權利（集會和表達自由）的限

制超出合理需求是相當中肯的。

香港高等法院的判決出來以

後，估計港府會上訴。《禁蒙面

法》被推翻的意義很大，很直接

地有三條：第一當然是禁蒙面法

暫時無法執法，被拘捕的蒙面者

港府也沒辦法以此為由提出起

訴；這是港府的一大挫折。

二是顯示香港司法獨立的機

制仍然在發揮作用，在關鍵案例

上，法庭仍然在捍衛民眾基本權

利，以此為依據做出判決。這給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市民

以希望。儘管在反送中運動開始

以來，很多案例上的結果仍然不

盡如人意，但是香港法律界仍然

應該行動起來，讓戰場向司法轉

移。那些受到警察暴力傷害的市

民也應該積極提起訴訟，哪怕提

出刑事訴訟有難度、也先提起民

事訴訟。

第三個意義就是讓北京政府

也很受挫。上個星期四習近平在

巴西說，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

依法懲治暴力犯罪份子，但打臉

的事來得太快，現在香港法院判

政府的舉動違憲，習近平總不好

意思說不「堅持支持」了吧 !
雖然這是一件積極的事，但

現在還不是終審判決。有法律界

的人士分析，如果是終審判決還

是維持原判，中共可能會動用

終極手段：就是人大釋法，挑

出《基本法》裡某幾條含混的條

文，以解釋《基本法》的名義賦

予特區政府更廣泛的權力，這樣

香港的法院必須依法作出判決，

也就沒有理由說港府的行為不合

法了。但是這種做法是在立法的

源頭給政府擴大權力，取消個人

自由，也就相當於宣布了香港自

治的死亡，後果將非常嚴重。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憑什麼推翻《禁蒙面令》？◎整理：文昭

我在「臺灣前途與中國因素」的

課堂用了一款簡易遊戲「Democracy 
Cake」， 由 挪 威 的 人 權 組 織 RAFTO

（Rafto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設計研發、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引進，

他很有創意地將這遊戲譯為「民主雞蛋

糕」。每一組發一個蛋糕盤，然後提供

二十幾種民主的「食材」，例如「言論自

由」、「資訊公開透明」、「多元媒體」、

「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自由公平

的選舉」、「公民投票」、「反歧視的法

律」、「社會福利」、「正當程序」、「宗

教與信仰自由」、「隱私權」等等。學生

的任務就是用這些東西來建立自己的「民

主雞蛋糕」。

一桌子食材，看起來都像好東西，但

是蛋糕盤只放得下六片蛋糕。協商與爭辯

自不可少，但他們考慮的因素是什麼？一

位學生寫道：「在選擇良心食材時不論哪

一項都非常難以取捨，突然有個念頭覺得

我們過得其實很幸福，這些食材其實圍繞

著我們四周，或許臺灣民主仍然有其進

步、改善空間，但大抵來說我們過的很自

由，自由到這些食材像是理所當然就該存

在的，像是天賦的，捨棄哪一塊都怪彆扭

的。」

建立民主雞蛋糕只是第一階段。遊戲

卡裡也有幾十個對民主的攻擊，我稱為

「黑心食材」，例如「政府監控」、「言論

審查」、「選舉詐欺」、「歧視」等等。第

二階段的玩法是請同學運用他的民主雞

蛋糕裡的六個成分，來抵擋這些「黑心食

材」。這個民主遊戲來自北歐，難免有

隔靴搔癢之處，因此我根據臺灣處境的

特殊性，另外加了三個臺灣版的「黑心食

材」：「以商逼政」、「資訊戰」與「非官

方談判締約」。太過切身了，同學說看

到這三項，「腦袋抽痛了一下」。

面對攻擊，無力與挫折全部都跑出來

了。「訊息戰、以商逼政、非官方締約」

一出現，瞬間就擊潰我們所有的良心食

材，除了立法和司法，我們別無他法，而

且還遠不及打壓這些早已滲透到民間的黑

心食材，玩到最後大家都想放棄民主了。

有一組說『用所有的黑心食材都可以對付

這些東西』，我覺得好衝擊，確實這些大

家這麼用力抵抗的不民主的『惡勢力』不

斷逼近，為什麼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常常

自己在思考的時候也會這麼質疑。」

「我們拿著良心食材想要拼湊出防禦

姿態，但卻發現這該怎麼擋？怎麼擋都有

漏洞……我們拿著良心食材去對抗這些邪

惡，突然感覺像是天安門事件那最令大家

印象深刻的一幕：『肉身抵擋坦克』。」

「把所有良心食材一併加進來之後，

好像還是遠不及抵禦黑心食材的進攻，真

的令人非常絕望。可是，其實上這堂課的

同學都是盟友吧？自己想不出辦法，那就

大家一起想，總會有辦法……雖然亡國感

並沒有減少一絲，但是對於自己所捍衛的

價值有了更深的認識，我知道我想說話、

想當好國好民、想在政府底下擁有人權，

所以即使我堅信的民主力量遠小於獨裁，

我們還是得團結一致對抗。」

（節選自《看中國》網站文章《亡國感

的逆襲》）

每一晚都很難過。

有時在現場，遇到行家，遇到義士，

遇到街坊，遇到 FA（急救員 First Aid），
每個人都有讓你掉淚的經歷。當中 FA特別

多，他們義務出來，本來只是救傷扶危，但

結果卻經歷生死，近來更成為箭靶，既遭黑

警攻擊，復又被義士埋怨，兩邊不是人。就

算是戰爭，頭盔上衣服上的十字，都是護身

符，隨便攻擊都是戰爭罪行，但在香港，黑

警視若無睹，高聲恫嚇，出棍攻擊，胡椒催

淚子彈都有。

很難想像，手上的生命漸漸變白，鮮

血如泉湧滿地，年輕人骨折斷腳中彈，老

年人也頭破血流。在前線的每一位，每一

晚都在生死之間徘徊，因為他們面對的早

已不是人。

前陣子，從一位FA朋友口中聽到這兩

段詩，情感真摯，令人動容，也與香港的情

況相似，因為在香港街頭，就試過有急救員

在頭盔寫上，「如果我傷勢嚴重，沒有反應，

不要給我做心肺復甦術。手寫遺書在口袋

裡，天祐香港！香港加油！願榮光歸香港。」

那兩段詩如下：

親愛的 /我的遺書在口袋裡了 /如果我

倒下 / 頭盔上有標註血型 / 只對暴政反感 /
對藥物沒有過敏

親愛的 /我的遺書在口袋裡了 /如果心

被射穿 /如果被毆到牙落 /請別救我 /去讀

這片土地上的血汗 /我和山川融為一體

……

是甚麼世道讓香港的年輕人，總是把

「不會自殺」、「遺書」和「來生」等字眼，

每日掛在口邊；是甚麼讓大部分香港人都

要在 fb（臉書）上強調「熱愛生命」，害

怕自己忽然全身骨折墮樓，或是成為海上

的浮屍？

我不明白，為何有些人說，義士很暴

力，義士擾亂了社會，影響了民生。

玻璃碎了可以換，閘機壞了可以修，道

路堵了可以清，商店燒了可以建。人命呢？

沒有一個人，能夠起死回生。每一條生

命，他們的大好青春，全都喚不回來。 15
歲時你在做甚麼？ 22歲時我在做甚麼？為

甚麼他們為了香港犧牲，卻有人認為死物更

加重要？

由以死明志的，到不明不白在停車場跌

死的，每一條人命，都應該刻在香港人的心

中。不要說割蓆，就只是做得不夠，那死去

的戰友都不會原諒我們。

如果來生，如果有來生，我想每一位犧

牲的，都想繼續生於這片土地，守護香港。

（文章授權轉載自仙道彬手記臉書專頁 ,
有刪節。）

民主食材VS黑心食材

親愛的，我的遺書在口袋裏了

◎文：張娟芬

◎文：仙道彬

11月18日，香港法院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港澳辦、人大法工委猛11月18日，香港法院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港澳辦、人大法工委猛

烈抨擊。（網圖）烈抨擊。（網圖）

（網圖）

香港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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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牌
矯
形
鞋

品品
牌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按
摩
椅

矯
形
鞋
墊

終
身
保
修

足
部
按
摩
器

壓
力
襪



Albert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10 看世界 World 第 81期     2019年 11月 21日—11月 27日    

漲幅高達3倍 引發民怨
原本就已陷入困頓的伊朗

經濟，在美國恢復制裁後更形

嚴峻，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預測，伊朗今年通膨率或飆至

36%， GDP 將大減 9.5%。民不

聊生的經濟慘狀，讓當局希望透

過調漲油價，為國家福利計畫

籌措資金，並在 14 日以無預警

的方式將油價調高，漲幅高達

50% 到 300%，就此引爆民眾

怒火。雖說調高後油價仍屬世界

最低油價之列，但許多伊朗人認

為，在經濟狀況不斷惡化之際，

這將給他們增加更多經濟負擔。

伊朗當局辯稱，這項調漲可籌得

6 千萬伊朗人的福利津貼。

因此被點燃的怒火迅速波及

93 個城鎮。對伊朗生活水準下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伊朗當局因無預警調

高油價50%到300%不等，
爆發了一場愈演愈烈、蔓延

93座城市的警民示威衝突。
一週下來，在軍警殘暴的實

彈鎮壓下，已造成200餘人
死亡；而當局唯恐信息擴

散，自15日起採取近乎全面
性的斷網措施，但卻無法完

全禁絕信息的傳播。

降、國家腐敗，以及貧富差距日

益擴大原本就相當憤怒的年輕人

和工人們，焚燒了高級官員的照

片，並呼籲統治者下臺；德黑蘭

大學的抗議者高喊口號，稱伊朗

把石油財富浪費在參與地區衝突

的伊斯蘭民兵組織上。安全部隊

與示威者之間就此發生衝突，而

當局為了快速鎮壓這波龐大的示

威活動，竟還派出狙擊手從屋頂

向示威人群開槍，甚至是從直升

機上掃射殺戮平民。

武力鎮壓 全國封網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目前已

有逾千人遭到逮捕，死亡人數高

達 200 餘人，不過由於伊朗當局

已管制網絡數日，難以證實確切

的死亡人數。

由於擔心信息擴散導致全國

動亂，伊朗在 16 日晚間，關閉

了全國的互聯網服務。位於倫

敦的互聯網觀察組織 NetBlocks
的 主 管 阿 爾 普． 托 克（Alp 
Toker），18 日接受美國之音採

訪時說：「這基本上是一次近乎

完全的斷網。雖仍有一些通向國

外的互聯網線路，但目前這些線

路通道技術性要求很高，所以對

大多數人來說，繞過這些措施是

不容易的。」托克表示，一些精

通技術的伊朗人也許能夠（翻

牆）通過固定線路或寬頻連接

上網，而不是通過移動設備。

網封加劇經濟損害

斷網對伊朗當局雖然短期內

可能有好處，但長期代價要高得

多。從現實面來看，伊朗的斷網

措施是無法持續的，包括：股

票、貨幣、期貨等，太多的經濟

發展與網絡發展脫不了關聯，要

完全斷網很可能會造成難以彌補

的傷害。寡頭政治的俄羅斯就曾

經研究過全面斷網，但以失敗告

終，原因就是很難在不造成經

濟傷害的情況下，達到「防火長

城」的效果。聯合國此前也已明

確將「政府主導關閉互聯網」與

「網絡審查制度」視為侵犯人權。

伊朗司法部門雖宣稱暴動已

漸平息，但透過翻牆流出的影片

信息顯示，仍有多個城市的暴動

仍持續著。伊朗最強大的軍事分

支伊斯蘭革命衛隊說，他們將對

任何繼續破壞和平與安全的做

法，採取「果斷」行動。伊朗最

高領袖哈米尼更以「暴徒」譴責

那群屬於自己子民的示威者。

白宮在 17 日聲明說：「德

黑蘭狂熱地追求核武器和導彈計

畫，支持恐怖主義，把一個自豪

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警示性的故

事，向人們講述了當統治階級拋

棄人民，開始為個人權力和財富

進行長期鬥爭時會發生甚麼。」

伊朗爆警民衝突 全國斷網
◆北韓中央通信社日前聲

明痛罵美國前副總統拜登「膽

敢誹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DPRK）最高領導人的尊

嚴」。聲明還說：「若放任像拜

登這樣的瘋狗到處亂跑，恐傷及

許多人。牠們得被亂棍打死。」

川普在推特回應發文：「拜登可

能很倦睏也很慢，但他不是『瘋

狗』。實際上他比那還好。」推

文還針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說：

「你應該迅速採取行動，完成協

議。很快再見囉！」目前尚不清

楚拜登是什麼原因惹惱平壤當局。

◆越南反走私和調查部主任

阮洪安聲稱，將針對在越南的中

國通訊公司進行徹查，其中包括

華為與小米。這次徹查的主要目

的是要檢查中國通訊公司推出的

手機地圖內，是否有將西沙、南

沙群島納入中國領土。有媒體推

測稱，越南是以南海主權之爭之

名，行減少中國產品輸入之實。

◆捷克在紀念「絲絨革命」

推翻共產黨統治 30 週年之際，

約有 25 萬捷克人民 18 日湧入

布拉格市中心，紀念「絲絨革

命」，並要求億萬富豪總理巴比

斯為貪汙指控及身為共產黨特務

的過去辭職。巴比斯 19 日對過

去身為共產黨員表示後悔，但他

否認貪汙指控。

◆澳洲聯邦自由黨議員兼澳

大利亞國會情報和安全聯合委員

會主席 Andrew Hastie 和參議院

議員 James Paterson 前往中國

訪問的簽證被北京當局以其「曾

發表損害中國的言論」為由而拒

絕。兩人都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北

京的專制統治，以及中共糟糕的

人權紀錄、對澳洲的政治干預、

對澳洲大學的軟實力滲透等。

因油價調高的示威活動，在當局武力鎮壓下，造成一場擴及伊朗各地

的衝突事件。圖為17日德黑蘭一處受害的加油站。(AFP)

寰宇新聞寰宇新聞

403.291.1444  |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  www.tandt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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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服務經理  

403.291.1444 ext.1511
michaell@tandthonda.ca

Raymond Li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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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最優價後，憑此券可再得

$200優惠!優惠券

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19年10月31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誠聘銷售代表
語言要求：英語、
國語 和/或 粵語

有意者請聯繫 Navroz Jessani
電郵：navroz@tandthonda.ca
電話：403.29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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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ll off 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dealers for all inventive details. 

為您服務

2019 Honda Pilot LX

2019 年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頂級安全車款

2019 年 ALG 保值獎

2019 年美國製造索引前10名
2019 年最佳中型 SUV

2019 年最佳 SUV 品牌

獲得$4,000 優惠 現價 $43,639 *

特魯多新組閣 方慧蘭擔重任
【看中國訊】11 月 20 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公布新內閣，

其中 7 名新人進入內閣，十多

名連任部長調換了位置。加上特

魯多，內閣總人數達到 37 人。

和上屆聯邦政府 31 人的內

閣成員相比，增加了一些新頭

銜，並重新配置或合併了一些內

閣職責。 36 名內閣成員中，大

多數來自安省和魁北克省，卑詩

省有 4 人，曼尼托巴省有 1 人，

大西洋各省各有 1 人。亞省和

薩省則無人入選。

上 屆 外 交 部 長 方 慧 蘭

（Chrystia Freeland）被任命為

副總理兼政府間事務部長。據

CBC 報導，其任務是應對薩省

和亞省日益嚴重的政治分歧。

方慧蘭現在需要運用其外交

技能，解決國內日益嚴重的矛盾

與分歧。比如與幾位公開反對特

魯多政府碳稅計畫的省長溝通；

推進已經延遲了很長時間的橫山

輸油管項目。

這是特魯多首次任命副總

理。該職位沒有正式職責範圍，

但通常會涉及儀式性職能，例如

在國會問答時段充當總理職能，

以及在重要政策方面擔任角色。

據推測，方慧蘭可能會在內

閣中發揮領導作用，在聯邦與各

省的事務上，直接與特魯多及相

關部長合作，比如目前兩級政府

間頗有爭議的能源和環保計畫，

以及衛生和基礎設施等事務。同

時，她還將繼續關注加美兩國關

係事務，並幫助使美墨加貿易協

定獲得最終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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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聯繫我們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587)806-3762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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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上月末，大眾

正式發布了品牌標誌性車型第 8 
代 Golf。該車除了換上大眾新

款廠徽 Logo，銳利的外觀線條

與重新設計的內裝舖也要讓人眼

前一亮。大眾表示，這輛 Golf 
是 45 年來變化最多的車款。

在外觀上，第 8 代 Golf 依
然延續大眾近代家族化面貌，不

過新車水箱護罩面積比起以往更

小、頭燈也從第 7 代水箱護罩

向上延伸的造型，改為上緣與水

箱護罩齊平，IQ.Light 大燈組

向下發展，讓整個車

頭看起來更加寬扁。

同時廠徽則是如同 
ID.3 一樣改換為全新

樣式。

相 較 於 外 觀，

新車內飾變化可謂是

「翻天覆地」，最令

人矚目的莫過於全液

晶 儀 錶 盤 +8.25 英

寸中控屏 + 燈管控

製麵板所組成的「巨型連屏」。

和特斯拉相似，車主可使

用支持的智能手機當車鑰匙使

用。掏出手機對車門揮舞一下就

可以解鎖車門，把手機放在中控

臺內就可以發動。

全新 Golf 也是大眾首部搭

載 Car2X 車輛信息分享系統的

車款。 該系統可接收半徑 800
公尺內其他車輛的訊息與附近交

通號志情況，並可藉由其他配備

Car2X 的車輛提供即時路況資

訊，讓駕駛提前改道避免塞車。

該 車 還 首 次 搭 載 Travel 
Assist 巡航輔助系統，可以在

210km/h 的時速下幫助駕駛員

完成在高速路上的轉向、加速、

制動等操作。

動 力 方

面，此次 Golf 
提供更多款以

及 類 型 的 車

型。油電混合

動 力 車 型 採

用 48V Mild-
Hybrid 技 術

的發電機，利

用 48V 鋰電池與 TSI 引擎構成

全新新的 eTSI 動力，官方宣稱

在 WLTP 測試標準下約可提升

10% 的燃油效率。該版本共有

三種輸出選擇。

該車還有兩種插電式混合動

力車型，裝載一組 13 kWh 鋰電

池，擁有大約 60 公里的最大續

航力，可提供純電行駛功能。

另外，為了將純電動車型

完全移交給 ID.3 車系，此次改

款也取消 e-Golf 電動版本。

在汽油引擎部分包含了各

兩種動力輸出 1.0 升 TSI 引擎

與 1.5 升 TSI 引擎；柴油動力方

面也提供兩種動力的 2.0 升 TDI
引擎。其中 TDI 柴油動力採用 
2 個 SCR 催化轉化器，可將氮

氧化物排放量減少 80%，同時

油耗也節省 17%。

而高配車型 Golf GTI 將
搭 載 2.0 升 渦 輪 增 壓 引 擎，

最大功率 180kW，峰值扭矩

370Nm，並配有四驅 Golf R 上

的機械限滑差速器和大號剎車

卡鉗。

新車將在 2019 年 12 月開

始於歐洲市場販售，北美市場

預計要到明年才開始銷售。

“全新Golf也是大眾首

部搭載Car2X車輛信息分

享系統的車款。該系統可

接收半徑800公尺內其他

車輛的訊息與附近交通

號志情況，並可藉由其他

配備Car2X的車輛提供即

時路況資訊，讓駕駛提前

改道避免塞車。

（本版圖片：Volkswagen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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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職場中最珍貴的

資產之一。在重視分工合作的競

爭職場中，任何團隊都難以承

擔有人經常「擺爛」的風險與成

本。可以被放心信任的人，是任

何團隊在組成時，都會優先考

量與爭取的「核心零組件」；而

如何辨認出「這個人值不值得信

任」，則是團隊領導者必須具備

的核心才能。

對於職場新鮮人而言，不

只需要建立自己可以被放心信任

的「好名聲」，更需要磨練「哪

些人值得信任」的「好眼光」。

不過，職場中的信任感，其實有

不同的面向。一個人在某個面向

上可以被高度信任，不見得在另

一個面向就有同樣可被信任的程

度。所謂的「知人善任」，很重

要的一部分就在於知道「在怎樣

的事情上，可以信任哪一些人」。

在下面，我們介紹職場中四

種重要的「信任資產」，提供年

輕人參考：

如期完成的信任：分工中最

令人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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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職場中的四種 
「信任資產」◎文：劉孟奇

Adobe Stock

不只逾期沒有完成，而且還不知

道事情會拖延多久。整體工作的

進度、成本、收效，以及其他人

的時間規劃，都會因此大受影

響。要建立別人在這方面對自

己的信任，除了要盡量養成「時

限內完成」的習慣以外，更要記

得，如果已經知道難以如期完

成，一定要提前讓相關受影響者

知道還需要多久時間，讓別人可

以及早有所因應。

專業資訊的信任：在工作

中，能夠得到別人及時提供所需

的專業資訊，不只讓事情可以更

順利進行，更可能產生關鍵性的

影響。無論如何，要小心別人提

供的資訊是否可靠。這裡有幾個

判斷標準：第一，資訊中是否能

提供足夠細節？第二，提供者獲

得資訊的時間點是否足夠接近？

第三，資訊提供者是否能客觀敘

述資訊，還是會摻雜許多主觀判

斷與臆測語言？

政治判斷的信任：「辦公室

政治」是難以避免的現實。在許

多時刻，向熟悉自己所在職場環

境中「政治關係」與「政治運作」

的先進多加請益，才能免得「誤

踩地雷」，或者莫名其妙「中箭

落馬」。要判斷別人能不能值

得自己信任其「政治判斷」，首

先當然是看這個人是否能處事圓

融、與人為善；另一個很重要的

判斷標準則是，這個人能不能保

守他人的祕密。

功勞回報的信任：團隊合作

中最惹人不爽的作為之一，大

概就是「責任大家扛、功勞全獨

攬」。在團隊合作中負責收割

成果者（如上台報告者或團隊

負責人），最好能夠知道如何讓

全體團隊共享成就，而且也知道

如何讓付出多者、功勞大者得到

應有的回報。如果自己就是那個

最後的收割成果者，一定要記得

在公開場合明白彰顯團隊的存在

與貢獻，並且仔細留意團隊中每

個人的付出，讓多承擔、多貢獻

者能夠感到自己的盡心盡力是值

得的。

（文章選自：台灣《看》雜

誌，內容有刪節）

身心一元 感受敏銳

Adobe Stock

「你這樣子做，客戶會不高

興吧？」「你又不是客戶，你怎

麼知道他高不高興？」

「這 ...」（我就是知道啊，

還需要理由嗎？）

您是否常常聽見上述的對

話，或者您根本就是那位啞口無

言的人？我們這就來揭開這種敏

銳直覺的奧祕。

人的腦中有所謂的鏡像神經

元（Mirror Neuron），用來判

斷與解讀對方的表情與行為。我

們所謂的「看臉色」，就是指這

樣的行為與能耐。只不過，懂得

「看臉色」的人，並不是真的讀

到了他人的內心思緒，而是因為

具備敏銳的觀察能力，加上牽動

了自身的經驗和情緒，才會有如

此迅速的反應。而這一型人還具

備一個更厲害的特質：情緒會勾

動身體的感官，導致產生疼痛或

不舒服的反應。

例如，歐美有句俗語「肚子

裡有蝴蝶飛舞」，就是形容這種

人的特質。當一個臭著臉的人出

現時，即使他甚麼都還沒做，「身

心一元」的人馬上生理就會產生

反應，因為過去的經驗提醒他，

這些人大概接下來要發脾氣了。

感受敏銳是好事嗎？在某些

場合之中，這項能耐的確很重

要。例如，在服務業之中，這樣

的人多半比較贏得客戶的信任與

滿意，因為他們經常抱著「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的想法來對待

客戶。

但任何能力，總有它的副作

用，例如他們會因為太過考慮他

人的感受而感到極大的壓力，或

是因為傾聽別人的痛苦之後，自

己也很難從情緒中跳脫出來。這

樣的情況不少見，一些所謂入戲

太深的演員往往就是具備這樣的

性格。

如果您是這樣的人，或是您

身邊有這樣的人，要如何讓自己

常保愉快、精力充沛呢？以下有

一些方法可以協助他們：

1. 多和陽光的人相處：古

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一點都沒錯。與性格開朗的人交

朋友，這一型的人很自然地也會

在潛意識中模仿親近好友的性

格。如果你的生活中總是沉悶的

朋友，那麼最好考慮一下拓展你

的交友圈嘍！

2. 隨身準備心愛的人的照

片：歐美影集不是常常有人帶著

一個項鍊，裡面裝著愛人或家人

的相片嗎？只要沮喪的時候，打

開看一眼就會充滿活力了！好險

我們現在大家都有手機，替你喜

歡的人拍張照片，一旦心情不

好，就趕快拿出來吧！

職場42面相 ④

◎ 文：戴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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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媒體、軟體或零售

業，越來越多企業對「訂閱」

（Subscription）這樣的商業模

式感到好奇。直觀來看，訂閱能

有穩定的現金流，還能降低吸引

新客的行銷成本。

所謂「訂閱」，原本是指支

付一筆固定費用就可得到固定的

商品或服務。一般人所熟悉的訂

閱服務，如早期的訂羊奶，訂報

紙、雜誌、第四臺，以及線上串

流音樂、影片服務等。

產品導向轉為服務導向

「我們正處於商業歷史的關

鍵時刻，而且是工業革命以來的

全新轉變。」雲端軟體服務商祖

睿公司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左軒

霆（Tien Tzuo），其著作《訂閱

經濟》一書認為，多數產業正從

過去的產品導向，轉為服務導向。

《訂閱經濟》中提到，1955
年《財星》的 500 大企業中，至

今屹立不搖的大型製造商如奇異

（GE）或 IBM，已經不再談主

機架構、電燈或發電機，談的是

提供甚麼「數位服務」，服務更

是主要的營收來源。國際數據公

司甚至預估，到 2020 年，全球

會有50%大型企業的業務重心，

是創造數位價值的產品和體驗。

知名經濟學者王伯達，具備

證券分析師執照與多年國際企業

併購財務顧問經驗，著有《民國

100 年大泡沫》、《美元圈套》、

《預見未來》等書。談到訂閱經

濟這個早就行之有年的商業模

式，王伯達認為，除了訂報紙、

訂羊奶、手機月費定期扣款外，

主要是科技的發達造就了各產業

的轉型。

訂閱制與傳統模式不同

那麼，甚麼才是網路科技潮

流下的訂閱制？

首先，不是固定一段時間收

一筆費用就是訂閱制，《訂閱經

濟》指的是「企業和客戶建立長

期關係的一種方式」。

《訂閱經濟》中談到訂閱制

和傳統商業模式最大的差別：

一、新的商業模式聚焦在體驗和

價值，原來的商業模式聚焦在產

品。二、產品（服務）不再是單

一定價，而是能做到客製化服務

和客製化定價。三、顧客變成訂

戶，不只在意一次性的銷售，而

是如何和客戶建立長期的關係。

四、顧客獲得的價值不是固定

的，而是會隨著時間越來越高。

媒體訂閱盛行

提到「訂閱」，多半人會想

到媒體，但傳統的「訂戶」和網

路科技時代的「訂閱」有何不同？

在過去，報紙、廣播、電視

當道的大眾傳播時代，讀者的確

一直都在接受「免費新聞」，只

要購買電視、收音機、報紙，就

可以獲得免費資訊，媒體活下去

的方式多數來自廣告主。

然而，近幾年不可忽略的現

象，就是越來越多歐美媒體出現

了「付費牆」（Paywall），也就

是對線上內容實行付費閱讀的

模式。除了《紐約時報》、《華盛

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大報

外，包括《連線雜誌》、《彭博商

業週刊》、《大西洋》等知名雜誌

也加入戰局。

多數媒體從完全免費到現在

付費牆林立，十年內甚麼事情改

變了？在社群平臺當道、手機成

為資訊內容主要載體的時代，廉

價的資訊內容越來越多，原創、

有深度的內容反而會被束之高

閣。 早 在 2012 年，Google 已

經超過全美報紙和雜誌加起來的

廣告數量，社群媒體拿走絕大部

分的廣告，媒體原有的依賴廣告

為主的商業模式岌岌可危，「付

費訂閱」似乎成為這時候媒體拯

救財務的處方箋。

哪些產業適合做訂閱制

然而，傳統產業也適合轉型

訂閱制嗎？是否有不適合做訂閱

的產業？訂閱的優缺點是甚麼？

訂閱模式將如何改變工程、行

銷、財務、資訊科技等部門的運

作？甚麼是以顧客為核心的營運

架構？

《訂 閱 經 濟》舉 例 一 家

超過七十年的樂器公司芬達

（Fender），在吉他產量下降三

分之一後，芬達分析一年內有九

成的人買了吉他之後就不再繼續

學，於是芬達想，如果能讓這些

新手繼續玩，降低流失率，他們

就有機會成為終身顧客。芬達推

出線上影音教學服務，用訂閱制

的方式，推出前花了一年的時間

開發資料分析平臺，讓員工可以

即時看到所有數位產品的使用行

為資料，不只賣吉他，而是持續

和顧客對話，期待買吉他的人都

越玩越好，成功建立起長期訂閱

模式。（下文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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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代來臨！？萬物皆可訂閱
商業模式正在轉變。

《訂閱經濟》一書指出，世

界正從產品導向轉為服務

導向。何謂訂閱制？傳統產

業適合轉型訂閱制嗎？對

任何想轉型的企業而言，首

先要思考的是，可以提供訂

戶哪些新服務？如何和客

戶建立長期的關係？

◎文：曾允盈

新舊兩種商業

模式，運作理

念、方式均不

相同。

媒體進入訂閱時代。（Fotolia）



傅介子是繼張騫之後，立功西域的第

一人。他於漢昭帝一朝建功，受封義陽侯。

功不及騫超  
緣何詩人競詠

投筆從戎的始祖——東漢班超，就曾

以傅介子為榜樣：「大丈夫無他志略，猶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

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張騫和班超，二人的故事耀古爍今。

博望侯張騫三使西域，二條絲綢之路打

通，異域遐方與大漢天朝的文化、商貿交

流肇始開啟，張騫勛銘青史，被譽為走

向西域第一人；定遠侯班超長駐西域 31
年，出入之處，莫不賓從，同異俗之心，

得遠夷之和，探索之路，皆前世所不至，

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介於二人之間的傅介子，史書所載，

其功績並不能與張騫、班超相比，那為何

幾位唐代詩壇泰斗都留下詩歌名篇來讚

頌、追隨他的故事呢？

途必經樓蘭  
漢使屢遭攻歿

張騫開通西域之後，漢使相繼持節而

至，因為商貿往來之故，所備財物甚厚。

西域諸國，樓蘭地處最東，接河西敦煌。

從漢地出發到達敦煌，無論出玉門關走絲

路北道，還是出陽關走絲路南道，都必須

途經樓蘭。樓蘭當道，在漢武帝時期就屢

劫漢使，充當匈奴耳目。

漢武帝遣趙破奴破之，樓蘭王被俘，

舉國降服貢獻。匈奴聽聞樓蘭向大漢臣

服，也發兵擊破樓蘭。於是樓蘭遣一子質

匈奴、一子質漢。漢武帝聞之，降旨責備

樓蘭王，樓蘭王回答：「小國在大國間，

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漢

武帝讚許其直言，把樓蘭王送回國。

樓蘭王回國後，果然不再劫掠漢使。

待到樓蘭王故去，後來的樓蘭王又為匈

奴所離間，數度遮殺漢使，還殺歿了漢將

衛司馬安樂、期門郎遂成、漢吏光祿大夫

忠。要前往大漢朝覲的安息、大宛使者，

也時常在途經樓蘭時，被盜取節印、獻物。

斬樓蘭立威  
懲艾以示諸國

不僅是樓蘭，龜茲國也屢屢殺害漢

使。元鳳四年（公元前 77 年），生於北

地的傅介子，以駿馬監身分出使大宛求

馬。大宛在西域以西，盛產汗血馬，漢武

帝得此寶馬，嘗作〈天馬歌〉：「天馬徠，

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

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傅介子第一次出使，先後來到樓蘭、

龜茲，責備其王，兩國國王皆服罪。等到

傅介子一行從大宛返回龜茲時，龜茲王告

訴傅介子：「匈奴的使者剛從烏孫返還，

現在也在這裡。」傅介子於是率其吏士，

共力誅斬了匈奴使者。返回漢庭，漢昭帝

詔拜傅介子為中郎，升任平樂監。

漢昭帝一朝，大將軍霍光輔政，傅介

子對霍光說：「樓蘭、龜茲反覆殺我漢使

而不受誅，沒有懲戒就沒法制止他們這種

行為。介子過龜茲時，觀察到其王離人

很近，疏於防範，易於行刺，介子願往

刺之，以威示諸國。」霍光說：「龜茲道

遠，不如先到樓蘭一試。」霍光稟奏漢昭

帝，漢昭帝允之，於是傅介子率領士卒攜

帶金幣，再度出使西域。傅介子故意派人

宣揚，說這次出使，是特來賞賜諸國的。

傅介子一行來到樓蘭，樓蘭王見傅介

子又來了，流露出不大喜悅的神色，傅介

子佯裝離去。行至其國西面邊界時，傅介

子召來翻譯說：「大漢使者帶著黃金、錦

繡來賞賜諸國，樓蘭王如果不來領受，

我就要離開，去賞賜西面的國家了。」然

後，傅介子出示金幣給翻譯看。翻譯於是

回去向樓蘭王稟報，樓蘭王非常動心，想

得到漢朝的財物，於是前來見漢使。

傅介子邀請樓蘭王坐下喝酒，把那些

黃金、絲綢擺在前面，給樓蘭王看。待到

樓蘭王與其隨從皆醉時，傅介子對樓蘭王

說：「天子派我來私下告訴您一些事情。」

樓蘭王於是起身，隨傅介子進入帳中，二

人避開他人私語。這時，二位壯士突然從

樓蘭王身後刺之，樓蘭王胸口被刺穿，立

時死去，樓蘭的達官顯貴和左右侍從見

狀，全都逃散了。

傅介子告諭樓蘭國眾：「你們的王有

背棄大漢之罪，天子遣我誅王，如今當更

立在大漢為質的王弟尉屠耆為王。漢朝的

大軍馬上就要開到，望你們不要輕舉妄

動，以招滅國之禍！」

傅介子遂持王首返回漢庭，公卿、將

軍、議者全都嘉許其功。漢昭帝下詔略

數樓蘭「甚逆天理」的罪事，褒獎傅介子

「以直報怨，不煩師眾」。傅介子受封義

陽侯，以彰其「義」；刺殺樓蘭王的兩位

壯士者皆補為侍郎。自此，樓蘭國更名為

鄯善，取「善」之意，善善哉！

憤胡夷亂國  
欲效壯士雪恥

敘事至此，我們回到開篇的問題，為

何幾位唐代詩壇泰斗都留下詩歌名篇來讚

傅介子

大漢
壯歌 願將腰下劍 直為斬樓蘭

頌、追隨傅介子之故事呢？

其一，漢、唐兩朝雖相隔七、八百

年，但兩朝之間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

今我們講漢唐盛世、漢字唐人、漢闕唐

宮、漢賦唐詩，足以說明兩朝文明盛世，

在歷史上有齊驅並駕之勢，因此唐人愛書

漢事，確屬情之所寄，理所當然。

其二，漢、唐是相隔最近的兩個大一

統王朝，漢武帝與唐太宗開疆擴土，漢武帝

始通西域，唐太宗擊退西突厥，將漢代西域

之地復納入大唐版圖。故而當唐代詩歌繁

盛時，表現開邊與戍邊之金戈鐵馬、大漠

羌笛的邊塞詩，就成了最具時代風格的主

題。詩人們腹有詩書，以大漢壯事，藉古

喻今，最為恰切、最能和諧、最引共鳴。

其三，具體說到傅介子與樓蘭，唐代

詩人們寫傅介子或以樓蘭為喻，不是因為

他武功煊赫。如果想表現漢唐武功強盛，

最宜以漢衛青、霍去病，唐李靖、李勣、

蘇定方、薛仁貴，這樣的千古名將入詩，

因為他們的對外開拓之功最為耀眼卓著，

戰事最讓人心潮澎湃。傅介子斬樓蘭王，

代表著一種壯士雪恥的精神，胡夷反復，

自漢有矣！歷經「安史之亂」的幾位詩

人，目睹大唐為反叛的胡夷所欺，怎能不

念傅介子？怎能不懷雪恥之志？

李白與王昌齡先於杜甫故去，杜甫在

歷經了「安史之亂」後，又目睹了吐蕃趁

著「安史之亂」，侵占大唐的土地，直叩

京師，唐代宗被迫東巡避禍之恥。

杜甫在〈憶昔（其一）〉中寫得明白：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

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

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犬戎直

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

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杜甫直慨嘆：

「真希望能見到像傅介子這樣的義士來為

國雪恥啊！」

 「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李白
 「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杜甫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
西漢傅介子，古有威名，今人聽聞卻頗感陌生。能讓

唐代詩仙、詩聖、詩天子相繼讚詠的傅介子，究竟有

何了得？他和樓蘭有怎樣的關係？

◎  文：趙長歌  

（上文接 C1）臺灣知名水果訂閱

電商「果物配」創辦人張智翔，和第一

家民生用品訂閱電商「訂悅家」創辦人

王秋鎮不約而同談道，訂閱模式適合

「非耐久性」，或「需要重複購買」的

商品。無論定期配送水果，或居家生活

用品，瞭解每一個顧客需要產品的頻

率、客製化顧客的喜好、延長持續訂購

的誘因、提供產品本身以外的價值，才

是零售業發展訂閱的關鍵。

對任何企業而言，也許可以從幾個

問題開始思考，包括：我可以提供訂戶

哪些服務？訂戶是否得到我們預期中他

們所需要的資源？我們的會員會持續訂

閱多久？有辦法讓他們持續訂閱嗎？如

何透過觀察訂戶的使用模式，知道將資

源投入到哪些地方？哪些訂戶有流失的

危險？如何留住他？

釐清以上問題後，或許您就可以

評估商品訂閱制的可能。

轉載自《看》雜誌第 203 期（原文

有刪減）

萬物皆可訂閱的時代來臨！？

背景：FOTOLIA；插畫：WINNIE WANG；

黑五大特賣

憑 11月 29日在Marborough Mall購物小票
（價值滿 $100），在客服中心領取。

每位顧客只可獲得一張禮品卡，

必須是成年人才可獲得優惠。

僅限於 11月 29日
在Marborough Mall商戶購物。
詳情請到客服中心查詢。

前 50名顧客可免費獲得 $25的本中心禮品卡

大大節省 $

數百項優惠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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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Learning in Ancient China (Part 2)
A family,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ough 

different in size, follow the same principles 
as self-cultivation because the prosperity 
or decline of a family, country and world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s. The methods of self-cultivation 
can be extended and applied to managing 
a family, ruling the country and presiding 
over the world with peace. For instance, self-
cultivation leads a person to be filial to his 
parents. If he shows the same virtue to his 
emperor, he is a loyal official. Likewise, when 
a person with brotherly love shows the same 
virtue to his seniors, it becomes respect. A 
kind person who shows the same virtue while 
managing people must be very compassionate. 
Therefore, a well-cultivated person can 
manage his family well. Then he can also rule 
the country well. He will definitely recruit 
talented people of great virtue and preside over 
the world with peace. Self-cultiv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thing. If everyon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self-cultivation, shoulders his 
own responsibility and does well on his own, 
then the world will be peaceful.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individual like Emperor 
Yao or Shun. However, the virtue of a noble 

man is like the wind, and the virtue of a sly 
person is like the grass. The virtue of a noble 
man could affect that of an ordinary person, 
just a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and 
grass.

On the contrary, if no one cultivates 
himself, but always thinks of how to control 
others, then no one can improve. Officials at 
higher positions will have no virtue or talent 
and use suppression and torture to “manage” 
people. People at lower positions will have 
no choice and find it difficult to keep an 
upright mind. As a result, none among the 
emperor, officials, parents and children does 
well in his position. When conflicts intensify, 
the world will be in chaos. This results from 
taking the branch as the root. Therefore, the 
most fundamental element of all in ruling the 
country, managing the family or presiding 
over the world with peace, lies in self-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s.

Fan Zhongyan (989 – 1052 AD) was a 
famous high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Yueyang Tower, he wrote, "Be 
concerned before the world starts worrying, be 
satisfied only after the world is content." He 
lived his whole life according to these words. 

With the emperor, he made straightforward 
suggestions. In the communities, he built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helped guide 
talented people, preserved the lands and 
settled people down in a peaceful life. Hi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raised in the 
centuries since.

Fan Zhongya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elf-cultivation at a young age. He was born 
into a very poor family. During the period when 
he was studying, he made a pot of porridge 
every night. The next day, the porridge would 
solidify. Fan would cut it into four pieces with 
a knife and ate two pieces for breakfast and 
the other two for dinner. A son of an official in 
Nanjing saw Fan eat porridge every day and 
was very touched. That official told his son to 
send food to Fan. However, Fan declined the 
food after sincerely expressing his thanks. He 
said,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father's help. I 
am accustomed to eating porridge every day, 
so I do not feel miserable at all. If I am greedy 
with this delicious food, how will I endure 
any type of hardship in the future?” Fan was 
very diligent even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He was poor and frugal, but cultivated well. 
He eventually became a learned scholar and a 

famous top official at the court.
Fan taught his children by using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verbal instructions. 
All of his children became successful. His 
later generations inherited his good quality. 
His eldest son Fan Chunyou, at the age of 16, 
followed him to defend against the Western 
Xia and achieved many military successes. 
His second son, Fan Chunren, became a prime 
minister and was very responsible during his 
50 years in government. His third son, Fan 
Chunli, became a chief minister. His fourth 
son, Fan Chuncui, became a financial minister. 
They were all righteous and were not afraid 
to speak up. They loved their people and 
were famous for being fair and honest while 
holding office at court. They donated most 
of their salaries to a charity village that Fan 
Zhongyan established for poor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many people 
like Fan Zhongyan. No matter how poor they 
were or how wealthy they became, they never 
changed their goal of self-cultivation. The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virtue. They 
embraced the whole worl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country and people, and pursued 
the great Way all their life.

（接第 80 期 C3）家、國之於天下，

雖小大有別，然而與治身的法則卻無異，

因為家、國、天下的興亡、治亂都繫於

人。治身方法推而廣之就可齊家、治國、

平天下。比如修身以孝，以「孝」侍奉

君主就是「忠」，同理，以「悌」侍奉

長上就是「敬」，以「慈」管理民眾就是

「仁」。所以善修身者能齊其家，齊其家

則必能成教於國，舉賢能來治理國家就可

平天下。人唯有自修方可提高，如果人人

都重德修身，各盡其責，各守本分，則天

下太平。雖然不能人人為堯舜，但是大人

君子的品德就像風，小人的品德就像草，

風行草偃，上行下效，「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呢？

相反，如果人人都不自修，只想去

治別人，則人人都沒有改變、提高，居

上位者無德無能，「德薄而位尊，知小而

謀大，力小而任重」，只知用嚴刑酷法鎮

壓，居下位者不堪其擾，難守本分，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矛盾激

化，最終必大亂不治，這是本末倒置的結

果啊！所以說，治國、齊家、平天下的根

本還在修身。

范仲淹是北宋時的名臣，他在〈岳陽

樓記〉中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的名句並終生踐行，他一生出

將入相，在朝廷，敢於犯顏直諫；在地

方，興修水利，培養人才，保土安民，功

績千古傳頌。

范仲淹年輕時就注重修身，因家境清

貧，讀書時每天晚上用米煮一盆稀粥，第

二天凝固成塊，然後用刀子劃為四部份，

早晚各取兩塊做主食。有個南京留守的兒

子，看到范仲淹每天吃兩次稀粥充飢，很

受感動，這位留守就讓兒子送些飯菜給范

仲淹。范仲淹誠懇地答謝：「我並非不感

激令尊的厚意，只因我平時吃稀飯已成習

慣，並不覺得苦。現在如果貪圖這些佳

餚，將來怎麼能再吃苦呢？」范仲淹在艱

苦中仍好學不倦，以清貧和儉素勵志修

身，學問過人，終成一代名臣。

在范仲淹的言傳身教下，他的子女個

個成器，家風世代相傳。長子范純佑十六

歲隨父防禦西夏，屢立戰功；次子范純

仁，後任哲宗朝宰相，在五十年的為官生

涯中，恪盡職守；三子范純禮官至尚書右

丞；四子范純粹官至戶部侍郎，他們都正

義敢言，關愛百姓，以清正廉潔著稱，做

官得來的俸祿，大多用在了范仲淹創建的

扶危濟困的義莊上。

在古代還有許多像范仲淹這樣的人，

無論貧富窮通，始終把目標定在修身立德

之上，心懷天下，憂國憂民，對真理大

道上下求索。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自

己的責任與使命，不畏權貴，為民請命，

中華文化中都有他們的濃墨重彩。

淺談大學之道 (下)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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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項新的研究發現，有

31000 病例顯示，治療心血管疾

病的他汀類藥物，在某一個臨界

點——70 毫克 / 分升（mg/DL）
之下，效果不明顯。

德 國 魯 爾 大 學（Ruhr 
University） 的 科 學 家 研

究 結 論 表 明， 聆 聽 莫 扎

特（W o l f g a n g  A m a d e u s 
Mozart）、施特勞斯（Johann 

Strauss）的古典音樂作品，

對降低血壓有效，相當於從

飲食中減少鹽分或在做運動。

科學家對 60 名志願者進

行測試，分別播放莫扎特的 40
號 g 小調、施特勞斯和 ABBA

（瑞典流行音樂組合）的歌曲，

發現受測者在聽完莫扎特作品

後，心臟的「收縮壓」（systolic 
BP；心臟在跳動時的血管壓

力）下降了 4.7 毫米汞柱（mm 
Hg），「舒 張 壓」（diastolic 
BP；心臟在暫停跳動時的血壓）

下降 2.1 毫米汞柱。聽斯特勞

斯作品後「收縮壓」下降 3.7 毫

米汞柱，舒張壓下降 2.9 毫米

汞柱。而在聽 ABBA 流行音樂

時，血壓則沒有變化。

該研究報告主撰人 Hans-
Joachim Trapper 表示：「音樂

對人類產生影響，這是幾百年前

就知道的事了。在古代，音樂還

用來改善奧運選手在賽場上的表

現。」

這份發表在《德國國際醫學

學報》上的研究報告表明，莫扎

特 40 號 G 小調中的特殊編曲，

以及施特勞斯舞曲結構簡單，旋

律朗朗上口，週期重複的形式，

有益於人體心臟的血液循環系

統。與古典大師用音符來傳達情

緒不同的是，ABBA 的音樂用

歌詞表達情緒，該研究指出，

口語可能在控制高血壓上有反

效果。

日本人矢追純一和他的朋友

大橋，曾到該處「探秘」。

易地而立 身高迥異

地面上鋪著兩塊長約 50 釐

米、寬約 20 釐米的石板，兩石

板相隔 40 釐米左右。矢追與大

橋各自選擇一塊石板相對而立，

兩人分別跨步向前，交換所站石

板之後，奇異現象就發生了，身

高 164 釐米的矢追，竟比 180
釐米以上的大橋先生看起來魁梧

得多。

他們的距離僅僅 40 釐米，

但這位置的差異，竟使人體的身

高產生如此的「變化」。他們再

交換站立的位置時，大橋先生的

身高驟然「增長」，矢追顯得就

更加渺小了。

起初，他們懷疑石板下面高

低不一，為此，他們使用水平儀

來測量，結果證明兩塊石板完全

處於同一的水平平面之中。

身體傾斜 何力所致

從任意改變人體高度的神秘

石板到中心地段，是一條坡度極

大的通道，也許正是因為重力異

常的關係，周圍的樹木或向同

一邊傾斜，或呈螺旋形往上生

長。正當他們沿著這條通道往上

走時，大橋突然驚呼起來：「矢

追，怪現象！我看不見自己的雙

腳了。」

矢追也往自己的雙腳看去，

果然，連腳尖也看不見。再看看

大橋先生，他整個軀體傾倒，斜

度幾乎與通道的斜坡平行。奇

怪的是，居然仍能步伐穩健地

前行。

無疑，矢追認為這是由於重

力異乎尋常之故，大橋是由於身

體過度前傾，才看不到自己的雙

足而只看到地面的。

通過斜坡，逐漸接近中心地

點了。他們在木板搭成的圍牆外

面繞行一週，才跨入簡陋的小屋

天井去。只見天井裡擠滿了人，

而且全部身子都是右傾，受到一

種強大引力影響，一個個身體都

不由自主地向同一方向傾斜。這

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奇景，許多人

傾斜身體邊走邊笑，邊跳邊叫，

卻並不感到半點兒吃力。

由於一半好奇，另一半又

不服氣，矢追拚命挺直腰背。

可是，腰背還未完全挺直，就

有一股不知來自何處的無形力

量，把他拉向另一個方向，以

致他不由自主地往前平衡，好像

田徑運動員在到達終點之前向前

衝刺那樣。

違反常理 球向上滾

小木屋的一側有一條向外伸

展的木板。不論從任何角度去

看，這條木板都明顯地呈傾斜狀

態。但把高爾夫球放在木板上面

時，球兒竟不向下斜的一方滾

落，反而向上滾到木板的項端。

有人用手來推動高爾夫球，球兒

也只是向下滾動幾圈，之後又自

動滾到木板的頂端去了。一再撥

弄，球兒總是「力爭上游」。球

兒脫離木板後，也不垂直下落，

而是斜斜地墜落。

跨進木屋的內室，就感到好

像有一股看不見、摸不到，卻又

強大無比的力量牽引著每一個人

的身體，似乎要將自己推向同一

個方向，如果不使勁地抓住牆上

的扶手，就會被吸引到重力的中

心點去了。即使抓緊扶手，也只

能 10 來分鐘，就會感到頭暈眼

花。

沿壁上行 如走平地

矢追雙手抓住天花板的橫

樑，明明是雙手往上伸，軀體筆

直地下垂懸掛在天花板之下，但

從旁邊看上去，卻是斜斜地傾向

一邊。最令人吃驚的，還是那位

老嚮導，竟似身懷絕技，不用扶

持，安穩地一步一步走上板壁

去。他高舉著雙手在板壁上步步

高陞。走到半路，又停下腳步，

斜著身子，望著下面張口結舌的

遊客而微笑。其他遊客也依樣走

上了板壁。

在小木屋裡，還可看到另一

種科學無法解釋的奇妙現象。天

花板的橫樑懸掛著一條鐵鏈，下

端綁著一個直徑 25 釐米、厚約

五、六釐米的盤狀圓形物體，看

來十分沉重。可是只要你在一個

特定方向推它，它竟比想像的輕

浮得多，只要手指輕輕地一點，

它就能往前晃動，如果你在相反

方向推動它，就要用雙手的十足

力量才能動它分毫。

最初，推動它時是規規矩矩

地左、右擺動的，但維持了大約

五、六秒鐘之後，它就突然改變

運動方向，開始向右畫面圓圈式

的轉動。不但如此，畫了六、

七秒後，其圓圈運動方向又再

做改變，變成前後搖擺。五、

六秒後，前後擺動又變成向左

畫圓圈轉動。同樣的，五、六

秒後它又恢復了左、右搖擺的運

動方向。如此週而復始，甚至歷

久不衰。

美國「神秘地帶」內確實有

著不少神秘的現象，彷彿是視覺

上的落差或錯覺，又有重力異常

的強烈感覺，讓人摸不著頭緒。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古典音樂能降血壓  
◎ 文：天羽 圖：Adobe Stock

◎ 文：輕風

自美國舊金山市驅

車沿公路南下約兩小時，

可抵達一個名叫「聖塔柯

斯」的小鎮，位於這個小

鎮的郊外，大約5分鐘車程
的地方，有一個「神秘地

帶」，那裡的許多現象讓

人難以解釋。

美國「神秘地帶」重力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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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亞有一個著名的普羅

霍德納洞穴，在這個洞穴深處的

山洞頂部有兩個圓形大孔，看起

來就好似一雙明亮的眼睛，被稱

為「上帝之眼」。

據說，「上帝之眼」的形成

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至今不

知它是否是天然形成的。白天，

溫暖的陽光從洞眼射進來，乾淨

純粹。夜晚，朦朧的月光透過孔

洞灑落下來，清幽迷離。如果長

時間與洞穴對視，可能會感到頭

暈目眩，甚至是有種被催眠的感

覺。人們被這種魔力所吸引。

依賴他汀類藥物（statins）降低血壓，不如多多聽古典音樂療

效更好。這是德國研究人員的建議。

神秘的洞穴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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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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川整理
著的人，主任性、薄情及缺乏自

信心。

坐下來時，上半身會在無意

識中向前後左右晃動的人，表示

性情剛躁、諸多反覆；坐下來會

上半身向前彎曲的人，主性情溫

和，但缺乏自信心，且容易盲從

別人。

坐穩後兩腿張開，姿態懶散

者，一般說來，都比較胖，這種

人由於腿部的肉過多，行走不十

分方便，通常屬於說得比較多而

做得相對要少的人，這類人屬於

豪言壯語型，頭腦中想的事情經

常是被誇大了的。

二、坐下時，左肩上聳，膝

部緊靠，致使雙腿呈 X 字形的

人，一般均比較謹慎，但他的決

斷力特差，也缺少男子漢的氣

一、能夠上半身垂直地端

坐，或盤坐在榻榻米上的人，表

示具有高風亮節及講求安定的個

性；無論坐在榻榻米上，或坐在

椅子上，上半身皆無法保持穩定

的人，主心無主張、憂多樂少；

似一推即倒的坐姿，表示其精神

恍惚、職業經常在更換，而家庭

生活也不安定；喜歡倚靠東西坐

魄，即使是一個男性，他也是比

較女性化的男性。

如果你對他有過多希望的

話，其結果多為失望。

坐下時，手臂曲起，兩腳向

外伸的人，其決斷力十分遲鈍，

他常不斷地做計畫，但卻甚麼也

實現不了，這種人的理想與行動

非常不協調，喜歡做白日夢，如

果與此類人共事，通常會出現不

少糾紛。

坐下時，兩腳自然外伸，給

人一種十分沉著冷靜印象的人，

屬直情逕行類型。這些人大都身

體健康，對疾病抵抗力很強。就

命運而言，他也是非常幸運的。

坐在車上時，兩腳習慣長伸

在外，妨礙通道，同時會將雙手

插在口袋裡的人，大多屬於貧困

坐姿可以看出一個

人的性格和命運。坐下

來時，在無意識中所表

現出的「坐癖」，也可以

推測出一個人的性格和

命運。

潦倒之人，如果其相貌不揚，而

且還伴有恐嚇或脅迫他人的行

為。對這種人，最好採取敬而遠

之的態度。

三、坐下時，左肩上聳，左

腳架在右大腿上的人，可說得上

是位不平家，這種人很少有感謝

別人的想法。

坐下時，兩手大張，撐在桌

上，並不時左右觀看，神態怡然

自若者，那就是屬於計畫大事業

的姿態；將腳伸出桌底，並經常

用手撫弄桌角的人，是缺乏勞動

意念的人，很難成就大事；兩腳

前伸，同時做出俯臥姿態看書的

人，常常是患有胃病的人。

坐下後，兩腳同時倒向一方

的人，是一個長時間站立工作之

人特有的習慣，擁有這種坐姿的

人，常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論

別人如何批評，他都不加理睬，

也可以說是位臉皮很厚的人。

坐下時，腳尖朝外，臂部與

椅子緊密相貼，如果是女性，通

常會非常耿直幹練，直覺感十分

發達；坐下後，腳尖會往後方擺

動的人，如果是女性，容易患各

種婦女病，有婦女病史的女性，

通常會出現這種姿態。

謝石是四川成都人氏，生

活在兩宋之交。

一生以測字為業，留下了

許多神奇的故事和傳說。

宋徽宗曾經寫「問」字，

令一小吏拿去向測字先生謝石

求測，該字筆勢兩豎分開。謝

石將預測結果置於信封內，讓

小吏回去後再拆開。小吏回去

後，皇上開啟，看上面寫著：

「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

萬歲！」

後來，有個道士聽說了這

件事，也寫一個「問」字去求

測。謝石說：「門雖大，只有

一口！」道士愕然，因為他那

道觀就只有他一個道士。

但他仍不服氣，於是又

寫了一個「器」字，讓其他人

去問謝石，謝石說：「人口雖

多，都是不入流的戶外之人

啊！」道士這才大為歎服。

（《夷堅志補》卷十九）

善於占卜的人都可以通過

預兆，知道將發生的事。

例如：後漢時的楊由，有

一次，跟朋友出去喝酒，他跟

趕車的人說：「酒過三巡時，

你就來接我。」

等到酒過三巡時，他就乘

車跑了。

他走了之後，忽然有人互

相砍殺起來。有人問他為甚麼

能夠預先知道這事，楊由說：

「因事前有鳩鳥在店前的樹上

打架，這就是要發生械鬥的預

兆。」

（出《後漢書》）

謝石測「問」字

◎文：采妮整理

從「坐姿」

看你的性格與命運   

上半身垂
直端坐的
人，較講
求安定的
個性。

鳩鳥打架

◎文：采心整理

整版圖片來源：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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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春，是一個怯生生的漁村

少女。她在同儕中屬於比較低自

尊的孩子，於同學的注視下，走

路會緊張的絆倒；焦慮時，雙手

與身體不由自主的顫抖現象，三

年來一直困擾著她。

我的辦公室鄰近她的教室，

因此惜春就成為我辦公室裡的常

客，她經常會找我諮詢。有一

天，當話題轉至家庭狀況時，惜

春告訴我她有個慈祥的父親，她

很愛他。但是當下，卻見惜春緊

捏著雙拳，閃著淚光的眸子緩緩

的移向窗外。我猜想她應是另藏

有心事吧！後來惜春感傷的說，

事實上，她對長期無法負擔家計

的病弱父親，積累了許多怨懟。

每過一些日子，惜春就會問

我，她是不是長的很醜？為甚麼

同學都會迴避她？惜春身高 150
公分左右，身材瘦瘦乾乾的，五

官確也稱不上突出。既然她常有

此問，我早有準備的分批讚美她

的頭髮、眉毛、眼睛、鼻子等均

各具特色外；主要的，我也肯定

她體貼、盡職、謙虛、容忍、真

誠等二十餘項美好的心性特質。

每一回優點轟炸後，回過頭

來，我也沒忘記自我解嘲一番：

國中時，我對自己的長相一樣搖

頭嘆息，當年就很氣我父母親把

我生得一臉矬像。我的「自我揭

露」尚未結束，惜春便急著回道：

「老師您說謊，您是在安慰我！」

「我倒是在安慰自己。幸

好，二十歲前後，我的自我影像

有較積極、正向的發展，也開始

喜歡起自己來！」我提醒惜春要

問我是怎麼做到的？她真的笑

開懷的學著問：「您是怎麼做到

的？」「打籃球，改變了我的體

魄與人際關係；讀詩，改變了我

的氣質。」惜春並不介意我對自

己出格的吹噓，又詢：「詩？是

『床前明月光』，那種排對整齊

的詩？」她不提籃球的事而問起

詩，似乎詩那東西打動了她。

下個週一，我甫至校，便看

見惜春捧著一疊厚厚的文稿在辦

公室候著，封面上「海的兒女」

四個字勾勒的端端正正。原來，

她以一星期的時間創作了萬餘字

的中篇小說，我一面讚歎她的文

思與毅力著實驚人，另也和惜春

分享自己於國中時還是個武俠小

說迷。國二下學期我創作了一本

武俠小說，書名叫「奪魂令」。

小說中我化身成少年俠客獨孤一

鶴，為了報仇雪恨，在某次決鬥

中我以長劍傷了「黑年糕」劉鐵

球的左腿。黑年糕正是訓導處劉

老師的綽號，他是國家鉛球代表

隊的選手；光在二下，我即莫名

其妙的被他修理了數次，因此，

逼的我不得不在書中出招，把他

的腿直接給廢了！

這一回合，惜春聽得目瞪口

呆，她進一步瞭解我的青春期不

僅是外表平庸、師生關係不佳

外，竟然還有暴力傾向。此刻，

「海的兒女」小說中長相甜美，

卻吃了很多苦的女主角曉晴，不

知怎地，直讓我想起少年劍客獨

孤一鶴來。稍後，我靈機一動，

琢磨著擬將「海的兒女」一劇搬

上舞臺，這也許會是惜春她改變

的契機。

我的意見很快的獲得了三年

五班學生和導師的支持，並推選

惜春為導演兼擔任戲中曉晴的角

色，同時，敲定於海風轉馴的四

月中隆重登場。學生們深知此次

演出的多層意義，因而，各個分

組也興致飛揚的分頭準備去了。

初始，惜春非常擔心不聽使

喚的手腳和身體會壞了導演工

作，她堅定的想清除它。我請惜

春將誘發焦慮的人、事、物，依

反應的強弱排了一個優先改變的

序階，計有十餘項滿滿的一張

紙。表上，惜春將「與訓導處阮

主任見面、談話」列在高焦慮的

項次中。惜春學會了認知與鬆弛

技巧後，由低焦慮至中焦慮反

應，一路面對下來，焦慮的解除

堪稱進展順利，而和訓導主任見

面、對話的場景則極具衝擊與戲

劇性，但惜春還是過關了。

事先我未告知當天的諮商主

題，我請惜春閉上眼睛專注的複

習鬆弛技巧。早在諮商室待命的

阮主任於此時緩步而出、輕輕落

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當惜春張

開雙眼之際，近距離一見阮主

任，她嚇得驚呼出聲來，椅子也

被帶倒了，整個人就摔撲在地

上。稍緩過氣來後，只見阮主任

溫馨的直微笑著，此刻，習得的

因應技巧馬上起了作用，惜春隨

即起身整理下服儀，逐漸自在的

和阮主任攀談起來。短時間裡，

惜春學會了許多新的適應技巧，

人際間訊息處理時的負面解釋模

式也做了修正，這些能力幫助她

勝任同步火熱進行的導演和演出

彩排工作。

了不起的惜春前後編導了兩

齣戲，這期間她與同學綿密的接

觸、討論、對戲至演出，賣了門

票並且大獲成功，惜春也榮膺最

佳演員獎。前後十個月裡，她完

全忘記了手腳顫抖那碼事；更不

可思議的，一個深有自卑感的小

女生，竟爾激發出她寫作、編劇

和演戲的潛能。

許多年後，我在海邊的一所

學校有場演講，方進場，一位穿

著入時的少婦猛衝著我點頭微

笑，正納悶的當兒，她離坐走到

跟前來興奮的說：「最佳演員獎，

『海的兒女』林惜春跟老師您報

到。」「是導演您！」頃刻間，我

所有的記憶都被喚回來了。

窗外海風怡蕩，約略收束心

情，望著惜春，我娓娓的闡述起

今天的演講主題：「教育、輔導

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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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海的女兒

【原文】

養不教，父之過。 
教不嚴，師之惰。
子不學，非所宜。 
幼不學，老何為。

【譯文參考】

為人父母的，如果養育子

女，僅僅供給他們生活上物質的

需求，卻不好好管教他們，這是

做父母的過錯。同樣的道理，老

師教導學生如果不能嚴格督促，

認真教學，這便是做老師的怠惰

失職了。

身為子弟，不好好學習是不

應該的，年少時不用心學習，不

明白做人的道理，也沒有豐富的

學識可以在社會上立足，等到年

紀大了，還能有甚麼作為呢？

【讀書筆談】

這八句話，不僅淺顯易懂，

而且頭兩句的「養不教，父之

過。」更是人人皆知，所以中國

人自古就明白父母的教育責任重

大，僅僅供給孩子物質上的享

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孩

子言行不端是要問責於父母的，

所以這裡是對父母的勸導，很明

顯是在提醒父母，要承擔起教育

子女德行的責任。

因為第一課開篇就提到「人

之初，性本善。」和「苟不教，

性乃遷。」以守護孩子善良本性

不變為目的的教育宗旨。所以父

母之責，首問德行的教育。而

且，《三字經》在提到教育者時，

首先提到的也是父母，因此，點

明教育宗旨後，第二課提到母親

的範本孟母和父親的範本竇燕

山，以孩子不受壞的環境影響和

教子重義為核心。可見古人對教

育的認識，首先注重的就是人品

教育，而人品教育更是從父母的

家庭教育開始。

古人因此有各種家訓，日本

叫庭訓，至今傳承。日本在德川

幕府統治後，更是注重中國的儒

家教育，家教嚴格，私塾遍及全

國，培養孩子端正的言行禮儀。

日本的現代小學，就是來源於江

戶時的私塾「寺子屋」，在小學

和中學，不僅學習漢文詩歌，甚

至學習孔子的《論語》。並且在

小學、中學、高中都設有家庭

科，要學習做料理、縫紉和打

掃，讓孩子懂得感恩和基本的待

人之道，這可說是現代版的洒掃

應對，繼承了古代私塾和家庭教

育的傳統。

《三字經》之所以深入人

心，就是因為宗旨高明，正人

心的同時，語言卻淺白且朗朗

上口，人人都能讀懂，不僅對

孩子是良好的啟蒙，對父母和

天下百姓也是深刻的警醒和教

導。古代中國為何能成為世界

敬仰和學習的禮儀之邦？僅僅

憑著這本小小的啟蒙教材，就

足以令人心明。

本課的父母和教師，都是教

育者，但是父母容易溺愛而忽視

德育，而專職教育的老師則容易

對德育教導不嚴格，同樣是失

職。本課論述上，對父母和老

師，各自要求看似有所偏重，其

實合起來才是全面要求。無論父

母和老師，都要懂得重視道德的

教育，也都要嚴格施教，就像孟

子的母親，專注堅持，從不懈

怠，否則都是不負責任，都會被

視作過錯和懶惰。那麼，接著勸

導作為受教者的孩子：作為孩

子，要聽父母和老師的話，要好

好學習，這是子女或弟子應該做

的，否則，到老了，一無所成，

白活一世。

其實《三字經》的頭三課，

講的就是人為何要接受教育，

教育之本在於德，父母和老師

一定要嚴格謹慎地教導好孩

子，莫讓孩子迷失善良的本

性。《三字經》講完教育宗旨和

教學雙方對教育應持有的態度

後，接下來，下一課開始，就

會告訴孩子要如何一步一步的

學習了。因此，有人說，《三字

經》幾乎可讓人自學成才，給出

了一條如何成為儒學大家的方

向，難怪古代帝王教育都如此

重視本書。若要孩子成大器、

有大志，請從學習《三字經》開

始吧！

（待續）

《三字經》讀書筆談 3
◎文：劉如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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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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好寫信給曼麗夫人，希望這件

事情可以好好解決。事情是這樣

的，我 (28歲 )，和我男友 (30歲 )
交往兩年，一直都覺得彼此很

合，是很好的結婚對象。後來男

友向我求婚後，他母親便要了我

們的八字去算命，結果算命先生

說我們要等到彼此都 35 歲過後，

才可以結婚，這樣對我們的婚姻

比較有利。我聽到覺得很不可思

議，我們怎麼可能等到那麼久，

這樣我不是就變成高齡產婦了？

後來男友請求另一位高人幫

助，去找我媽媽說明可以破解的

方法，那位高人有了方法，但是

佳佳你好：

婚姻和戀愛不同，因為結婚

讓小倆口的感情線進一步牽繫成

一張網，網中包含著兩家人、或兩

家族的緣分在其中。你和男友目前

的壓力是很多婚姻男女會遇到的事

情，如果這是一樁好緣分，就要用

智慧來善解過程中的小考驗，那麼

這過程的麻煩回過頭來看，就是讓

兩人感情彌堅的結婚好禮。

談到算命，你可以說是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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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八字變卦的婚姻
●文：曼麗夫人 
●圖：Pixabay

信，有可以說是一

般人身心安頓的管

道之一。男方家人

會去算命，無疑是

希望這樁婚姻能在

天時、地利、人和

的情況下被眾人所

祝福。所以，請先

不要因此把未來的

婆婆貼個「麻煩」的

大標籤，請先解除

延伸到兩家人對立

的勢頭。當你這樣

改變的當下，情況

絕對會好轉。你可

以謝謝她的用心，

讓她知道你們對她

心懷感謝。

在彼此關係穩

定的情況下，或者透過先生和婆婆

溝通，相信不會是沒得商量的。你

們可以告訴婆婆：算準了結婚的良

辰吉時，卻誤了生下健康寶寶的最

佳時機，恐怕會得不償失。

誰都知道，幸福婚姻的維

繫不是靠一張生辰八字就可以保

持住的，如果兩人沒有默契、沒

有溝通問題的智慧、沒有相守終

生、不離不棄的觀念，很容易就

告吹。那麼，我們真正該努力的

是，婚前兩人的認識是否足夠？

是否準備好？因此，年齡、八字

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不論婚姻

生活會遇到什麼考驗，你們都能

不忘初衷的回到相愛的原點思考

問題、解決問題嗎？

男友的壓力也是可以預見

的，他在女友、女友家人和母親三

方面前不知如何擺正，所以乾脆解

除婚約以求短暫的寧靜來得痛快。

這問題不該全然由他面對，你們應

該是站在一起的，所以，試試看把

怨懟收拾起來，將焦慮緩解下來，

想想為什麼兩人要論及婚嫁？如果

你該做的努力都已經試過，而對方

又是難得的好對象，請相信你們經

得起時間的考驗，因為你們有真愛

為基礎。

而且，說真的，如果沒有真

愛為根基，就算結了婚就會沒有變

卦嗎？誰都不敢拍胸脯挂保證的。

所以，請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不

要被煩躁淹沒理智，相信你會在這

樣的最佳狀態，處理好看似棘手的

問題，並且充滿信心的迎接未來。

曼麗祝福你。

也是要等到我男

友 三 十 三 歲， 我

三十一歲的時候，

這樣結婚才不是問

題。男友媽媽在我

們拜託下終於答應

了，但還是真的要

等兩年，我很怕這

兩年會有什麼變

數，希望和男友可

以先登記，然後等

到兩年後再宴客，

可是男友不敢答

應，他擔心母親發

現後會更生氣，我

們家人覺得男方一

直刁難，很沒有誠

意，男友受到我家

人的壓力後，竟然

提出要收回鑽戒，因為覺得他們

家庭的因素而耽誤我的青春感到

內疚，希望我可以不用等他，另

覓其他理想對象。

我現在進退兩難，我不想失

去男友，卻又不想再拖個兩年，

而且對方母親迷信，我很擔心婚後

日子不好過，我家人也因為此事對

男方頗有怨言，男友也因此有了疙

瘩，相處不如往常甜蜜，我現在好

難過，我不知道一樁好好的喜事，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佳佳

曼麗小語：年齡、八字都不是

重點，重點是：不論婚姻生活

會遇到什麼考驗，你們都能不

忘初衷的回到相愛的原點思

考問題、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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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多人合影的

中間位置（C 位）常被視為

明星們彰顯地位和影響力的機

會。但在 11 月 16 日晚大陸

娛樂時尚圈一年一度的芭莎明

星慈善夜活動中，卻出現了奇

特的景象：最後大合照時舞臺

的 C 位出現空檔，明星們沒

有往年爭搶的勁頭，而是異常

「謙虛」站穩住邊緣位置。最

終處於 C 位的影星劉濤的笑

容中似透露出無奈。

今年出席該項活動的除了

劉濤、Angelababy（楊穎）、

趙麗穎、劉詩詩和周冬雨等大

陸明星，還有臺灣藝人舒淇、

香港藝人關之琳等。從視頻中

可以看到，劉濤是最後一位上

臺演唱的明星，還未等她唱

完，眾人就被招呼著上臺簇擁

在她身旁。劉濤審視周邊，似

想逃離舞臺中心，但左邊是主

辦方代表，右邊是關之琳，她

沒有時機和位置可以逃離，似

乎被迫成了大合照的 C 位。

在舞臺中心偏左的位置還長時

間空出一大塊，主持人不停

呼籲「往中間靠攏」，「幫幫

忙」，近乎於哀求。

據陸媒搜狐網報導的解釋

是，前一年發生某年輕藝人拍

大合照時，搶佔前排的 C 位

置，被網民大罵「心機重」。

經過這次風波，女星們出席這

一活動，就再也不肯站在前排

正中的空位。不過有網友分

析，明星搶位被網友或各家粉

絲罵的事情一直在發生，不是

稀奇事。

有分析，女星范冰冰引

發整個娛樂圈補稅風暴，由此

傳出官方為了從演藝圈「剪羊

毛」的風聲，造成今日誰也不

願成為官方眼中的「出頭鳥」。

【看中國訊】臺灣第一名模林志玲與日本藝

人黑澤良平 (AKIRA) 世紀婚禮備受矚目。

今年 6 月 6 日，林志玲宣布與 AKIRA 登

記結婚，震撼了整個演藝圈，兩人 17 日在臺

南正式舉辦婚禮。新人不收禮金只收禮物，依

循下午儀式、晚上婚宴的傳統習俗。因此下午

在古厝「吳氏大宗祠」舉辦儀式，晚間婚宴設

於臺南市立美術館，而婚宴後的派對將在晶英

酒店舉辦。現場除了百位賓客，一旁也擠滿慕

名前來關心祝福的民眾與粉絲，不停高喊「志

玲姊姊要幸福！」現場鎂光燈閃個不停，氣氛

喜氣洋洋，空前盛況。

從 傳 統 祭 祖、 奉 茶、 交 換 戒 指、 到

AKIRA 深情講誓詞，都讓林志玲頻頻拭淚。

晚宴現場賓客入場，林志玲演藝圈好友包括凱

渥恩師洪偉明、邱瓈寬、寇乃馨、林健寰、李

靚蕾、蔡康永、小 S 夫妻、陳怡蓉夫妻等都

陸續到來。林志玲與 AKIRA 婚宴僅邀至親好

友、席開 12 桌，由於南美館不能烹飪，因此

食物將由晶英酒店外送過去。

據悉，林志玲選擇「吳氏大宗祠」是因為

媽媽吳慈美這幾年受阿茲海默症之苦，孝順的

她，希望對母親的回憶有幫助。另外林志玲不

選擇在酒店宴會廳辦婚禮，而選在對她家族有

意義的古厝舉行，因為她堅持想依循最傳統的

島內禮俗進行，並帶給男方親友見證臺灣傳統

禮俗。

曾任市長和行政院前院長的賴清德 15 日

獻上祝福，祝福這對才子佳人「永結同心、永

浴愛河、早生貴子」，賴清德表示，「我相信

這是對故鄉的感情，也是對臺南的支持」，誠

摯獻上祝福表達心意。

臺南市長也準備「嫁妝一牛車」賀禮送給

「臺南女兒」林志玲，12 項禮品曝光。除了有

傳統大餅之外，包括下營蠶絲被與枕頭、東山

龍眼乾龍眼甜蜜、義豐冬瓜糖、七股彩色鹽、

佳裡牛蒡、新化醬油、龍崎竹炭（柴）、後壁

冠軍米與六甲越光米、西港與善化胡麻油、楠

西梅醋，西港藺草包與藺草帽，張羅這些賀

禮，十分用心。

古厝辦傳統婚禮 
林志玲 劉濤無奈成中心

芭莎合影無人敢站C位

11月17日，臺灣第

一名模林志玲與黑

澤良平(AKIRA)世紀

婚禮備受矚目，震

撼了整個演藝圈，

現場盛況空前，除

了百餘賓客，還擠

滿慕名前來關心祝

福的民眾與粉絲，

不停高喊「志玲姊

姊要幸福！」。左

圖為林志玲與黑澤

良平，右圖為林志

玲與其父親。（林

志玲工作室）

劉濤

視頻截圖

到了「吳氏大宗祠」，「志玲姐

姐」身穿白色鏤空珍珠墜飾禮

服，爸爸林繁男挽著她一同登

場。（林志玲工作室） 變身浪漫喜劇變身浪漫喜劇

經典名曲《去年聖誕節》經典名曲《去年聖誕節》

【看中國訊】在聖誕節到來之際，

環球影業將推出浪漫喜劇片《去年聖

誕節》，本片的靈感來自 35 年前喬

治麥可經典名曲（last X'mas）。影片

將呈現倫敦真正的聖誕裝飾燈，導演

保羅費格表示，《去年聖誕節》是獻給

倫敦的情書。

《去年聖誕節》故事敘述女主角凱

特（艾蜜莉亞克拉克飾）在倫敦渾渾

噩噩地過日子，並且厄運連連，在一

間全年無休的聖誕商店當店員。但是

大帥哥湯姆闖入了她的人生，開始了

夢幻與奇蹟……影片由艾蜜莉亞克拉

克與亨利高汀攜手主演，全片在英國

拍攝。男主角亨利高汀說：「我真的

是在萊斯特廣場和皮卡迪利圓環邊騎

車邊拍戲，聖誕節期間的倫敦充滿魔

力而且散發歡樂氣氛。」女主角艾蜜

莉亞克拉克才拍完 HBO 獲獎無數的

熱門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

人氣頗旺。而對導演來說，更大的驚

喜是艾蜜莉亞克拉克超讚的歌喉，他

說：「我真的很幸運，她真的有一副

乾淨的天籟之聲。」不過導演解釋，

但亞克拉克在這部電影中故意唱得比

她本人略遜一籌，「因為這部電影並

不是關於（女主角）凱特成為一名流

行樂巨星，而是描述她找回讓她真正

快樂的興趣。」

《去年聖誕節》臺灣將於 12 月 6
日上映。

《去年聖誕節》劇照。（環球影業）

滅火器樂團首度釋出與林夕共同創作

的歌曲《雙城記》表達對香港的支

持，也透露了香港目前的無奈處境。

（雙城記MV擷圖）

【看中國訊】「無辜的人 , 昨天已

犯了明天的罪……漂白了城市的淚，

煙霧不必再催……無恥逼迫出無畏的

人，在權威之下，無權說害怕……」

臺北「撐香港、要自由」演唱會 17
日晚間在自由廣場前開唱，滅火器樂

團釋出與香港著名作詞人林夕共同創

作的歌曲《雙城記City of Sadness》。
今年 6月，「滅火器」樂團曾與一

眾臺灣樂隊以及香港歌手黃耀明、何韻

詩等一起推出歌曲《撐》，來支持港人

的「反送中」、「抗極權」運動。時隔 5
個月，「滅火器」再次推出由林夕填詞、

描繪香港現狀的新歌《雙城記》，希望

憑藉音樂的力量來支持香港人。

林夕在演唱會尾聲時登臺進行短

講，獲得熱烈的掌聲。林夕表示：現

在在香港，喊「香港加油」是一種罪；

再接著帶口罩也是一種罪，甚至在網

路上貼出帶口罩的圖也有罪，更荒謬

的是學生上街買雞蛋，也被懷疑是買

攻擊性的武器，也差點有罪。再這樣

下去情況只會越來越壞，不會「明天

變更好」。

林夕回憶了日前為韓國電影

《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填寫粵

語片尾曲的過程，為了培養情緒重看

電影，卻發現電影的情節，真實在香

港新聞直播中上演，邊填邊哭、悲憤

交加。林夕最後鼓勵大家，要強壯起

來，把情緒平順，不要讓憤怒掩蓋眼

睛，並把正面的力量堅持下去。

林夕填詞《雙城記》 聲援港民

403-282-2217  #1 3616 52 Ave NW Calgary 
( 丘吉爾高中對面）

Noodle & Grill    Korean Style Fusion Chinese Kitchen

糖醋里脊

韓式炸醬麵

辣海鮮湯麵

韓式炸醬麵

辣海鮮湯麵

煙熏口味
卡城獨家

新鮮食材

11月1日-12月31日

* 每人限一份

限時優惠

僅售
$9

新鮮食材

新
人
事

更
多
新
菜
等
您
來
嘗
！

新
裝
修

韓式炸雞
香脆

蕾絲扇

髮簪步搖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油紙傘

新店
開張大酬賓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Zen & Accessories 

Downtown店地址：
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新店地址：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內 )

絲巾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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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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盛產白蘿蔔，燉湯、炒菜都好吃。就讓清清白白的它成

為餐桌上的主角吧！

白蘿蔔料理
蘿蔔吸收了鹹香的醬汁與雞肉

的油脂，口感多汁富有鹹甜風

味，是下飯的開胃料理，若添

加蒟蒻與海帶，風味更佳。

蘿蔔雞肉煮

作法

備料：蘿蔔去皮切塊；雞翅根汆燙

備用。

混合所有的調料和材料，滾煮，和

雞翅根與蘿蔔同煮，煮滾，轉小火再

煮20分鐘。

作法放涼，冷藏浸漬一晚入味。

第二天要吃時加熱食用，上菜前撒

上蔥花，風味更佳。

美味秘訣：煮汁調味可依喜好調整。

同時，靜置一夜冷卻過程中，食材會

吸收進煮汁，變得更加美味。

雞翅根6支、蘿蔔400g。
調料：醬油5大匙、味醂4大匙、料酒

4大匙、砂糖2大匙、高湯500c.c.。

食材

趁著蘿蔔平價美味時，自己做

些蘿蔔乾絲，冰箱沒菜時是很

好的食材，可以用來炒菜、炊

飯，營養美味，開胃下飯。

蘿蔔乾炒蛋

作法

製作蘿蔔絲乾：蘿蔔洗淨切片再改

刀切絲，拌鹽充分攪拌。夜晚蘿蔔以

重物壓出水，白天天氣好時晒太陽，

反覆數日，逐漸變成香味撲鼻的蘿蔔

乾絲。

蘿蔔絲乾沖洗乾淨，擠乾水分。

熱油鍋，以中小火炒香蘿蔔乾絲。

雞蛋打散倒入鍋裡，與蘿蔔絲混

合，待蛋液初凝固，立即翻動蛋皮。

待兩面都煎焦香，即可起鍋盛盤。

蘿蔔絲乾材料比例：1Kg的蘿蔔、

70g的鹽。

蘿蔔絲乾炒蛋材料：雞蛋3個、蘿蔔

絲乾10g。

食材

作法

備料：蘿蔔去皮，先輪切後再切約

1.5cm立方塊。

去生澀味：蘿蔔加鹽3大匙、拌

勻，醃約1小時出水。

去鹽分：將作法�的蘿蔔浸泡於開水

中1小時，過程中換水6次。

蘿蔔瀝乾水分，加辣椒粉拌均勻後

加其他醃料，攪拌均勻即可。

在室溫靜置發酵半天，冷藏二、三

天即可食用。

蘿蔔800g。
醃料：細蔥一小把、辣椒粉3大匙、

韓國魚露2大匙、洋蔥汁3大匙、大蒜

泥2大匙、薑汁1大匙、糖1大匙。

食材

天氣愈冷，白蘿蔔愈加鮮甜扎

實，最適合做各種蘿蔔泡菜。

韓式蘿蔔泡菜鹹香辛辣，搭配

肉類料理可解油膩。

韓式蘿蔔泡菜

當季蔬菜最好吃

細嫩
甘甜

冬天的蘿蔔鮮甜好吃，簡單煮

蘿蔔排骨湯就很可口，搭配其

他當季蔬菜，如：白菜，做成

燉菜，可享受不一樣的美味。

肉湯燉菜

作法

備料：蒜頭拍碎；蘿蔔去皮切塊；

大白菜梗葉分離；五花肉片切碎拌入

醃料，略醃15分鐘。

以少量油熱油鍋，以蒜薑爆香，放

五花肉碎炒乾香，放蘿蔔、白菜梗，

拌炒均勻。

加熱水淹過食材煮滾，加入少量的

鹽和白胡椒粉，轉小火燉煮，直至蘿

蔔煮軟透。

在起鍋之前滴上一些黑醋

提味，風味更佳。

豬或牛五花肉片300g、蒜頭2瓣、白

蘿蔔500g、白菜500g、薑片5片。

醃料：醬油1大匙、酒1大匙。

調料：鹽、白胡椒粉、黑醋適量。

食材

天氣開始冷，溫暖的蘿蔔湯很

受歡迎；當季的蘿蔔細嫩脆

甜，簡單以味噌調味，就可以

享受到單純的蘿蔔好滋味。

蘿蔔味噌湯

作法

備料：蘿蔔去皮，切約0.3cm的薄

片。海帶芽沖洗後泡水5分鐘軟化；

青蔥切末備用。

蘿蔔放入高湯，大火煮滾，轉小火

燉煮至蘿蔔熟軟。

保持小火，味噌放在濾網上，慢慢

過篩溶入高湯中。

續加入海帶芽，煮2分鐘即可熄火

撒蔥花，準備上菜。

 
美味秘訣：蘿蔔冷水即下鍋，更能釋

出本身的甜味。

蘿蔔150g、乾燥海帶芽1大匙、青蔥1
株、日式高湯（柴魚海帶高湯）。

調料：味噌適量（依自己喜好）。

食材

開胃
下飯

天氣愈冷，白蘿蔔愈加鮮甜扎

實，最適合做各種蘿蔔泡菜。

韓式蘿蔔泡菜鹹香辛辣，搭配

肉類料理可解油膩。

韓式蘿蔔泡菜

鹹香
辛辣

◎ 文：斯玟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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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養生做得好 
一年保健沒煩惱

飲食
健康

❹

❸

❷

（資料來源：eatlocalgrown.com）

雞蛋的十大健康益處
雞蛋是少數的「超

級食物」之一，它的
營養極其豐富，而且
還含有一些一般食物
中幾乎不存在的營養
素。本文列舉雞蛋的
十大健康益處。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營養豐富

雞蛋是地球上最有營養的食

物之一，其營養豐富之程度令人

難以置信。一顆全蛋包含了將一

個單細胞變成一隻小雞需要的所

有營養。

一 顆 大 的 水 煮 雞 蛋 中

含 有： 維 生 素 A，6% 的

RDA（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推薦膳食補充計

量）； 葉 酸，5% 的 RDA； 維

生 素 B5，7% 的 RDA； 維 生

素 B12，9% 的 RDA；維生素

B2，15% 的 RDA；磷，9% 的

RDA；硒，22% 的 RDA。

同時，雞蛋也含有大量的維

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K、

維生素 B6、鈣和鋅。一顆大雞

蛋含有 77 卡路里、6 克蛋白質

和 5 克健康脂肪。雞蛋還含有

對健康很重要的各種其他微量營

養素。

雞蛋幾乎是最完美的食物，

它包含我們需要的每一種營養。

如果你可以買到放養雞雞蛋

或 ω-3 脂肪酸豐富的雞蛋，那

就更好了，因為它們有更多的

ω-3 脂肪酸、維生素 A 和維生

素 E。

含高品質蛋白質 
和適當比例的 
所有必需氨基酸

蛋白質是構成人體的主要材

料，構造人體各種結構並發揮各

種功能。在飲食中獲得足夠的蛋

白質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表明，

目前的推薦量可能太低。雞蛋是

蛋白質的一個很好的來源，一顆

大的雞蛋含 6 克蛋白質。

少吃雞蛋。

 提高HDL 
 （好膽固醇）水準

HDL 代表高密度脂蛋白，

通常被稱為「好」膽固醇。具有

較高 HDL 水準的人，通常具有

較低的心臟病、中風和各種健康

問題的風險。

吃雞蛋是增加 HDL 的好方

法，在一項研究中，每天 2 顆

雞蛋，連續吃 6 週，能夠增加

HDL 水準 10%。

含有大多數人 
都缺乏的一個 

  重要營養素——膽鹼

膽鹼是大多數人都不瞭解，

甚至不知道的營養素，然而，它

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物質，通常

與 B 族維生素組合在一起。膽

鹼是構建細胞膜必不可少的營養

素，並且參與大腦神經信號分子

的產生和各種其他的功能。

膳食調查顯示，90% 美國

人的膽鹼攝入量少於 RDA。全

蛋是膽鹼的極好來源，一顆雞蛋

含有超過 100 毫克的膽鹼。

加大LDL的分子顆粒
雞蛋通過加大 LDL 分子顆

粒，參與降低心臟病風險。眾所

周知，高水準的 LDL 與增加的

心臟病風險相關，但是許多人沒

有意識到的是，LDL 有大小不

同的粒子之別。許多研究表明，

具有小而密度大的 LDL 的人，

比具有大粒子 LDL 的人存在著

較高的心臟病風險。所以，即使

是吃雞蛋後，傾向於提高血膽固

醇水準的人，也會使小而密度大

的 LDL 轉變成大粒子的 LDL，
從而降低心臟病風險，所以也是

有好處的。

 含有利於眼健康的 
抗氧化劑

老年之後最糟糕的就是視

力下降，蛋黃中含有大量的

葉黃素（Lutein）和玉米黃質

（Zeaxanthin），它們都是抗氧

化劑，傾向於在眼視網膜中積

累，能夠抵消可能影響眼睛的退

化過程。

研究表明，攝取足量的這

些營養素，可以顯著降低白內

障和視網膜黃斑變性的風險，

這是兩種非常常見的眼部疾

病。在一項對照試驗中，每天

只吃 1.3 個蛋黃，持續 4.5 週，

葉黃素含量增加 28 ～ 50%，玉

米黃質含量增加 114 ～ 142%。

值得一提的是，雞蛋也含

有大量的維生素 A，而維生素

A 的缺乏是世界上最常見的致

盲原因。

降低甘油三酯

ω-3 脂肪酸或放養雞雞蛋

還能降低甘油三酯。我們所吃

的食物質量很重要，而我們的

食物來源也很重要，不是所有

雞蛋的營養價值都一樣，它們

的營養成分取決於母雞是如何

餵養和飼養的。

在牧場中飼養或餵食富

含 ω-3 脂肪酸飼料的母雞下的

蛋，含有較高的 ω-3 脂肪酸。

眾所周知，ω-3 脂肪酸能夠降

低血液中甘油三酯的水準，從而

降低心臟病的危險。

研究表明，吃富含 ω-3 脂

肪酸的雞蛋是減少血液中甘油三

雞蛋所含有的氨基酸的比例

也非常適當，所以我們的身體能

夠充分利用雞蛋中的蛋白質。

吃足夠的蛋白質可以幫助減

肥、增加肌肉品質、降低血壓和

優化骨骼健康。

膽固醇含量雖高 
但不會影響血液膽固醇

雞蛋是高膽固醇食物，一顆

雞蛋含有 212 毫克膽固醇，超

過了 RDA（300 毫克）的一半

以上。但重要的是，飲食中的膽

固醇不一定會升高血液中的膽固

醇。我們的肝臟每天都在生產大

量的膽固醇，當我們的食物中含

有更多的膽固醇時，肝臟就會較

少的產生膽固醇，從而維持血液

中膽固醇的恆定水準。

然而，對雞蛋的消化程度存

在著個別差異。 70% 的人吃雞

蛋後不會影響血液的膽固醇水

準，而在其餘 30% 的人中（稱

為「超應答者」），雞蛋則可能

非常輕度的提高血液總膽固醇和

LDL（低密度脂蛋白，也叫壞

膽固醇）的水準。

但是，具有遺傳性疾病，

如：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或

ApoE4 的病人，要盡量避免或

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一項研究

中，每週只吃 5 顆 ω-3 脂肪酸

富集的雞蛋，連續 3 週，就能

使甘油三酯減少 16 ～ 18%。

減少中風的風險

幾十年來，雞蛋被認為含有

膽固醇，所以它們必然對心臟有

害，但近年來發表的許多研究，

都已經釐清了雞蛋與心臟病風險

之間的關係。

在一篇對 17 項研究的綜述

中，共有 26 萬 3938 名實驗參

與者，沒有發現雞蛋飲食與心臟

病或中風之間有關聯，許多其他

研究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然而，一些研究發現，糖

尿病患者吃雞蛋卻會增加心臟

病的風險。但在這些研究中，

也只是顯示雞蛋與病情的關

聯，並不能顯示雞蛋到底使身

體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也許

是因為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

意識比較低造成的。

在低碳飲食中，雞蛋是迄今

為止，糖尿病人最好的飲食，吃

雞蛋能夠使心臟病的危險因素改

善，還能夠使病人少食卡路里，

從而幫助減肥。

使人產生高度飽腹感

雞蛋是一種高蛋白質食

物，而蛋白質又是人類最大量

需要的營養素。雞蛋的飽腹指

數相當高，很容易使人產生飽

腹感，並且在下一餐食入較少

的卡路里。

在一項對 30 名超重女性的

研究中，早餐吃雞蛋，較吃百

吉餅（bagels）的婦女增加了飽

腹感，而且在接下來的 36 小時

內，自動的減少了卡路里的攝入

量；在另一項研究中，用雞蛋

代替百吉餅做早餐，受試者在 8
週之內體重明顯減輕。

總結：研究清楚的表明，每

天吃 3 顆全蛋是完全安全的，但

沒有證據表明超過 3 顆是不安全

的，因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雞蛋是大自然中非常完美

的食物，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又便宜、又方便、又容易煮

食，幾乎在所有的食物中，又

是最美味的。

雞蛋幾乎是

最完美的食

物，它包含

我們需要的

每種營養。

水煮蛋營養極其豐富。

◎  編譯：高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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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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stone Produce Inc.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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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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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營業時間：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長英青瓜

English Cucumber
葡萄

Thomcord Table Grapes
蜜脆蘋果

Honeycrisp Apple
茄子

Eggplant
檸檬

Lemons
羽衣甘藍

Local Kale
香蕉

Banana
大柿子

Large Persimmons
更多商品

$     .99/ 磅0 $     .99/ 磅0

      週三∼週四 （11 月 20 ∼ 21 日）特價商品

$     .00 / 31 $     .00 / 把1$     .00 / 101$     .00/2盒3$        .00/ 箱10 (40 磅 )

$        .00/ 箱15 (40 磅 )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1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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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看移民2019年 11月 21日—11月 27日    第 81期 Immigration

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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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已經聽說過

大 西 洋 省 移 民 試 點 項 目

（Atlantic Immigration Pilot 
Program）。該項目是為了方

便大西洋省的僱主招聘合資格

的申請人。該項目分為三類，

每一類對僱主和申請人都有自

己的要求。這一期我們先詳細

介紹大西洋國際畢業生項目：

對申請人的要求：

（1） 畢 業 前 的 兩 年

內 必 須 在 西 洋 省 份（New 
B r u n s w i c k , P E I，N o v a 
Scotia,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生活過至少 16 個

月；

（2）必須在移民局認可的

公立院校取得兩年 Diploma
以上的學歷，ELS、法語學習

以及遠程教育不算；

（3）申請必須在畢業後

兩年內遞交；

（4）在申請前的兩年內

通過英語考試並取得 CLB4
以上（等同於雅思閱讀 3.5，
寫作 4，聽力 4.5，口語 4）；

（5）無需工作經驗

（6）你需要有足夠的資金

來支持你在加拿大的生活，資

金要求按家庭成員數量不同，

家庭成員包括你、你的配偶、

你和你的配偶雙方的孩子：

家庭成員及資金要求為 :

（7）雖然不要求工作經驗但要

求有符合要求的 Job Offer，
Job Offer 要求如下：

i.Job Offer 必須是通過

IMM5650 發的，如果你自己

找到僱主可以聯繫我們做文件

包括發 offer、工作合同等；

ii. 僱主必須是大西洋省

省政府通過指定的僱主之一；

iii. 工作時間必須是每週

30 小時以上；

iv. 工作必須不是季節性

的，必須全年工作每週 30 小

時以上；

v. 工作是 NOC O,A,B,C
類的；

vi. 工作 offer 必須是至

少一年的合約。

（8）最後當然你必須向

移民局遞交你的申請。

大西洋省移民項目還有高

級技術移民和中級技術移民兩

類，將在下期詳細介紹。

大西洋省移民
試點項目（一）

國際畢業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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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1月27日

長英青瓜

洋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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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胡蘿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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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el Oranges 臍橙 5lb LE CucumbersGala Apples 

4 98
ea

$

Jumbo Pomegranates 大石榴

Head Lettuce 西生菜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5lb carrot.

Green Cabbage 3lb Onions Anjou Pears 啤梨

$098 ea

獲得 5 磅胡蘿蔔。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平價  新鮮

$1 48
ea

$ 088 lb

$0 68 lb
$088

lb

捲心菜

基拿蘋果

048
lb

$

$

3 磅裝 $128 ea

5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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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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elanie Wen，溫曼琴
女士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顧問，移

民顧問監督委員會 ICCIC理事。

文女士有多年留學移民諮詢經

驗。專注於加拿大留學申請、留

學移民申請及企業家移民。

家庭成員
資金要求
(加元)

1 3,167
2 3,943
3 4,847
4 5,885
5 6,675
6 7,528
≥7 8,381

英文有一個非常好的單詞

SYNERGY= 協同效應；創造

出 1+1>2 的倍乘效果。在醫

療行業正確診斷才可以對症下

藥。如果您希望您或您兒女的學

習策略有個專業評量和計畫，一

個因材施教過程也一樣重要。

第一步先評量 , 幫助瞭解一

個人學習及行為上的個別差異，

給予「順強補弱」的啟發，求得

均衡發展，以達到「因材施教」

的最佳成效。

智能之外，尚有學習特質及

行為模式等非智能因素，唯有瞭

解及善用才能引發學習動機與興

趣。每個孩子吸收、記憶及保留

資訊時有其獨特而且偏好的學習

方式；是傾向整體型或分析型、

認知型、環境內化或制約學習等

不同的型態在同一時間內接受及

處理資訊及方式。瞭解孩子適合

學習理工或文、法、商、藝術、

音樂等不同領域的抉擇。由於每

個人都有來自先天不同的條件，

對學習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因

此 , 必須針對個別的狀況給予適

當的學習方法來加以配合 , 才能

有效的學習。

戴維思老師的專業：超強記

憶暢銷作家戴維思遊遍七大洲

139 個國家，出版 19 本書，在

兩岸熱銷將近百萬冊；書籍包括

【看中國訊】10 月 30 日，

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公布了移民

新政：一、將對所有魁省的新移

民進行「價值觀測試」。二、魁

省的 PEQ 類移民，隨從配偶也

需要滿足法語語言的要求。

根據新政，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後，所有魁省的移民申請人

都必須參加「價值觀測試」，其

測試的主要內容包含：1. 民主

價值觀。 2.《個人權利與自由

憲章》所表達的魁北克價值觀。

魁省政府表示，每名申請者

有兩次機會來參加測試，這是申

請者申請成功的先決條件。若測

試失敗就不可能移民魁省；而且

兩次測試都失敗的申請人，必

須參加一門關於「價值觀」的課

程，然後有機會做第三次嘗試。

但是魁省政府沒有說，如果

第三次也沒有通過到底會怎麼

樣。魁省政府還特別提示：除了

申請人以外，所有隨行家屬中的

成年人都必須要參加這項測試，

只有未成年人與因健康原因無法

參加測試的成年人可以豁免。

這樣學習最有效和我聰明因為我

做記憶訓練。

關心華人死記死背學習文化

的戴維思，90 年代初期從美國

到港澳地區，並領悟出一個效能

研習法，可以大幅改變加強人們

的學習 ( 閱讀，聆聽，思考，筆

記，記憶 )；1994 年在臺灣引

進有效學習的系統和訓練，併發

揚光大，成為本行和相關領域

的始祖。現在，他在全球 20 多

個主要城市培訓學生，包括洛杉

磯、巴黎、悉尼、雅加達、聖保

羅和溫哥華。

戴維思分享多年來的成功診

斷和量身訂做教學的範例。其中

一位學生是 Sam。他在國中階

段曾因學習效果不佳而裹足不

前，並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而

是因為他沒有透過精準的能力分

析因此沒有掌握到良好的學習技

巧。在偶然的機會下，他受到戴

維思老師的指點，獲得大幅提升

學習的技巧。因為 Sam 比較傾

向視覺型學習透過聯想的方法，

再加上循序漸進的技巧，讓智慧

產生連鎖反應，學過的東西、背

過的文字更不容易忘記。

應今年 4 月未參加培訓的

人們強烈的要求，特此邀請他本

週回來進行免費研討會。

想參加的請趕快來電報

名，免費研討會將於本週六和

週日（11 月 23 日至 24 日）上

午 10 點和下午 2 點在卡爾加里

中華文化中心舉辦。(197 1st. 
Street,SW.Calgary)。

11 月 28 日、29 日和 30 日

計畫中，請來電查詢。

電話 :587-885-1492
           403-828-6962

電郵 :usadvs@gmail.com
網站 :secretofmemory.com
（本文系廣編稿，文章及圖

片由商家提供，不代表本社觀

點）

學習能力診斷方法對症下藥
名師來卡爾加里改變你學習人生

魁省公布移民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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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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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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lb
特價 $2.59 /lb

排骨
Pork Ribs

原價$3.19/lb
特價 $2.9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108-3AVE SE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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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2.99/lb
 特價  $1.49 /lb

帶骨五花腩
Pork Belly

Bone-in

 原價 $4.99/lb
特價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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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室外手工活動

卡爾加里市政主辦的冬季室外手工活

動，提供手工材料，請穿好冬裝。

時間：週五，11 月 22 日，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

地點：South Glenmore Park
地址：8415, 24 Street SW

幼兒園冬季主題活動

家 有 幼 童 的 父 母， 請 來 Kids U 
McKnight，參加節日娛樂，諸多以冬季

為主題的活動。新家庭可以參觀校園，和

教師會面，親自看看這裡提供的課程和學

習機會。適合年齡：19 月～ 6 歲

時 間： 週 六，11 月 23 日 上 午 10
點～下午 1 點

地點：Kids U
地址：5220, 4 Street SE

The Core 格雷杯歡慶活動
在 The Core、Cowboys 和 Calgary 

Stampede 歡慶第 107 屆格雷杯。

可以和牛仔運動員 Rob Cote，Jesse 
Lumsden 和 Jon Cornish 合影，贏得優

質獎品（Cowboys 提供），還有機會贏

得格雷杯門票。

時間：11 月 20 日～ 11 月 24 日，

晚上 6 點～午夜 12 點

地點 : The Core Shopping Centre
地址：324, 8 Avenue SW
網站：coreshopp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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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