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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11月23日中方情報人員王立
強在澳洲投誠的消息，為世界投

下震撼彈。王立強在接受《看中

國》及澳洲英文主流媒體採訪時

披露，自己的老闆向心、龔青夫

婦，是中方高級特工，自己的新任

務是影響2020年臺灣大選結果。
24日，向心夫婦在桃園機場準備
離境時，被臺灣當局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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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容的故事兩則
Two Stories About Tolerance

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A4  香港2019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歷史性大勝
Landslide victory for Hong Kong pro-democracy 
parties in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A8Trump Signs Bill Supporting Hong 
Kong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中方港臺間諜指揮所暴露

投誠的前中方情報人員王立強，向澳

洲情報局提供的宣誓聲明中稱：「我本人

曾參與了一系列間諜活動」。他揭示了

中方如何通過金錢收買、利益誘惑以及恐

嚇威脅等方式對民主社會進行大規模滲

透，比如控制媒體，進行新聞檢查，蒐集

軍事情報，影響選舉結果等活動。

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王立強披

露了一個重磅線索：「中國考慮 1997 年

香港即將回歸，( 向念心 ) 受中國軍方高

層聶榮臻之女聶力及女婿丁衡高上將的委

派，按指示以向心之名在香港收購兩家上

市公司，『中國創新』與『中國趨勢』。

並且以軍民融合發展與通訊類為主要業

務，其實這兩家公司就是中共最高情報機

構直屬的間諜據點與指揮所，向心建立並

操作著一個強有力的情報收集團隊與執行

團隊，直接在香港與臺灣運作。」

順著王立強披露的公司名稱，媒體與

公眾在網路上展開搜索求證。公開資料

顯示「中國創新」及「中國趨勢」的股價

一直都是又低又殘的空股。臺灣評論員

汪浩表示，這家公司年報兩年賺近 10 億

港幣，股價卻是 1 分 6 毫港幣，市值是 2
億港幣，「大家有看過這麼賺錢的公司，

有這麼奇怪的股價圖嗎？」可疑之處還包

括，中國趨勢、中國創新這兩家市值上億

的香港上市公司，員工人數僅11、 12人。

向心案案情升級

公開資料顯示，向心曾被中國國防科

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國防科工委）派往

香港。當時的國防科工委任務是尋求強化

中國國防創新體系。（下文轉 A2）

左：王立強（本人提供）中：向心（網絡圖片）右：27日上午向心及龔青步出臺灣北檢五辦。（中央社）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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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強諜案驚爆 王立強諜案驚爆 
    誰在布局    誰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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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國防科工委

同時在竊取、蒐集外國國防科技

方面扮演核心角色。龔青曾在中

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工作。向心

公司內部多名前主管也都有國防

科工委轄下國防公司的背景。

向心、龔青夫婦兩人在臺遭

扣，起初一致說王立強不是他們

的員工，也不相識。但當臺灣方

面拿出三人在一個聚會場合的照

片時，向心、龔青當場啞口無

言。向心、龔青近年頻繁出入臺

灣，四處結識朋友，交往對象不

乏黨、政、軍及商界等人士。據

王立強披露，他們最新任務是干

涉臺灣大選，阻止蔡英文連任。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

析，向心案目前已經被移交給臺

北地檢署，說明案情升級，已經

由一般性調查問話升級為正式的

司法調查，說明地檢署很可能已

經掌握相當的實質證據，所以整

個案子正在往起訴方向發展。

臺灣轟動

王立強透露了許多細節，特

別是有關臺灣部分，引發軒然大

波。他說：「2018 年的九合一選

舉是我直接參與操作的，我們不

但在三地建立了 20 多萬個網絡

帳號攻擊民進黨，還成立很多粉

絲團作網絡霸凌。」

「我們還建立海陸空『三軍』

面攻擊臺灣選舉。空軍就是資助

臺灣網絡公司與媒體，僅媒體公

司我們就花了 15 億人民幣。陸

軍就是通過金錢，組織大陸學

生、香港學生、觀光團等對臺灣

的學校、廟宇等進行統戰，讓他

們給中共傾向當選的站臺。海軍

就是直接給候選人捐款，最典型

的就是通過很多所謂海外捐款給

�六 (11 月 30 日 )  1:30-3:30 pm

�日 (12 月 1 日 )  1:30-3:30 pm
68 Macewan Glen Close NW1

90 Arbour Vista Close N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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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立 平 屋 1100 呎,於 2006 年 建 成,位
於寧��街,2019 年�屋頂,2 ��,1.5
浴廁,主層�拱 形 ���實木 ��,��
雙車�,�����學校��車站��場�
Superstore
��場� $399,900

東北 Cov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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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 呎,土庫�部完成,�獨
立門出��廚�,��朝東南,����,
於 2010 年建成�2019 年�實木����
氈,3+1 ��,3.5 浴廁,��學校����
�車站��場
� Costco� $589,900

西北 Sherwood

新
上
市

豪�高層 16 �,�大 1053 呎栢文��,�點一�,
西南 12 大�夾 5 街,��市中心�景,步行至市
中心只� 7 �鐘,建於 2008 年,2 ��,2 浴廁,
開放式設計,��一�,包一�下停車位,�中�
���健�室�訪客套�
�洗車設���勿錯� ! $543,900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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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開放

週六開放

獨立�層屋 2560 呎,Walk-Out 土庫�部完
成,�大�皮��天��林���廚��不
�鋼家��大理石檯面 ,4+1 ��,3.5 浴廁 ,
主人套�� 6 件裝�套��� Tom Baines
學校,Superstore,
����車站� $799,900

�校� Edgemont

獨立�層屋 2122 呎 Walk-Out 土庫�部完
成 , ��天��林����景�主層��高
9 呎 , 舖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3+1 �� ,3.5 浴廁 ,Bonus Room
設計 , ��油漆 , ��
����車站� $539,900

西北 Hanson Ranch

看

臺灣候選人韓國瑜，從香港以海

外名義捐款就有 2000 多萬人民

幣。」

「我們全方位滲透各個傳媒

領域，進行得非常成功，大批

主要負責人已經接受錢款答應

給我們工作，僅與我直接連線

的人就高達 30 人，比如 XX 時

報的總負責人，XX 大學校長，

XX 文化中心總經理，還有許多

政客與黑社會領袖。我們支付給

每個人每年 200 萬 -500 萬人民

幣。這些人的工作就是替我們間

諜活動的開展與滲透進行各方面

的幫助。為了改變臺灣人的民意

走向，我們對臺灣各媒體投下重

金，比如……」「結果國民黨大

勝，國民黨哪來這麼多錢？其實

應該是我們（中共統戰）獲得

大勝。」

韓國瑜 23 日受訪時回應

說，如果他今年有拿任何一元參

選，「我立刻退出總統大選」。

被點名的幾家臺灣媒體亦紛紛公

開聲明，沒有收受中國相關單位

金錢，王立強其言子虛烏有等。

28 日臺灣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召開「反滲透相關法制立法」

公聽會，呼籲朝野共同守護國

安。國民黨則於 27 日召開「反

滲透法，綠色恐怖！」記者會，

副發言人黃心華表示：草案「是

蔡政府為了強化統治而訂下的惡

法。」「一連串事件都是蔡政府

刻意進行鋪陳，包括王立強間諜

案。」當日臺灣前行政院長、民

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說，奉

勸國民黨立場不要馬上跟北京一

樣，而且臺灣政府沒能力操作國

際性議題。

左：王立強（本人提供）右上：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右下：國民黨總

統候選人韓國瑜。（看中國合成）

「王立強」身處漩渦

北京當局對王立強一案做出

了迅速反應，23 日中央政法委

員會轉發了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

局發布的情況通報，稱王立強涉

嫌詐騙罪，系涉案在逃人員。

27 日官媒《環球時報》又曝光了

所謂王立強 2016 年在法庭受審

認罪詐騙案的影片。不過此類報

導沒有提及王立強被上海公安機

關立案調查下，是如何成功出走

澳大利亞等境外地方。

美國之音報導認為，「現在

外界還不清楚為何一所謂的偽造

身份證件和有經濟詐騙犯罪記錄

的犯罪份子要驚動中共中央。」

很多網友分析，畫面王立強

正面影像模糊，只有一秒鐘左右

時間，難以精準判斷。另有多篇

報導稱，王立強或是與澳大利亞

媒體曝料時的假名。

流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貴在

26 日直播中表示，對「王立強」

的抹黑，是中共準備「做掉」王

之後同步進行的後一步棋，可是

滅口的這一步沒有成功，因為王

立強已在美國的全面保護之下。

他認為，王立強在向澳大利亞投

誠的過程當中，需真實告知他的

職業特工編號，需要提供金錢收

入、出入境信息、電話聯繫、駐

地的聯絡人、及聯絡人的電子郵

件，這些信息都會被徹底清查，

不可能騙過澳大利亞情報部門。

另據可信消息稱，目前王立

強的律師要求他暫時保持沉默，

對外界的疑問不作回應。

臺灣、澳洲、美國聯手

據臺灣《壹週刊》報導，臺

灣國安局透過相關管道協助，已

派專人抵達澳洲與駐外官員會

合，準備接觸王立強。澳洲總理

莫裡森 25 日承諾，當局會進行

深入調查。澳洲安全情報組織總

監柏格斯也發表聲明稱，指出該

組織早已掌握報導所揭露的內

容，並積極展開調查。

臺灣《關鍵評論》認為，此

次臺灣迅速扣押向心夫婦，蔡英

文政府的做法非常有章法，這點

十分不同以往。澳洲和臺灣之間

並沒有密切的政治關係，這次能

馬上派出國安人員去澳洲接觸王

立強，可以看出美國在從中斡

旋、籌劃。

有評論稱，王立強一案是中

共 70 年來最嚴重的間諜叛逃事

件。此前唯一可比的是前政協主

席俞振聲的哥哥俞強聲。俞強聲

的叛逃導致了中共潛伏在美國情

報機構中特務金無怠被捕；而在

中美關係全面轉向的大背景下，

王立強提供的情報引發的後果將

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術專業出身的王立強，

談到自己的心路轉變的歷程時

表示，「通過在澳洲生活的幾個

月，我深深感受到這個國家的民

主自由，這讓我更加對中共從事

破壞世界民主與和平的相關行徑

深感恥辱。……看到了香港的情

形，實在不希望我親手把臺灣變

成香港，所以我放棄了。我走出

了這一步，事實上非常恐懼 , 但
既然決定了，就義無反顧地走下

去。……當事態穩定後，我會回

到自己的藝術天堂」。澳洲《看

中國》主編夏言評論說：「如果

一切是真實的，那只能說，粗心

大意的向心夫婦犯了一個低級錯

誤，因為藝術家都是性情中人，

不是冷血類的。」

王立強諜案驚爆 誰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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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加新任外交部長商

鵬飛（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他在參加日本名古屋舉行的

G20 外長會議時，與中國外長王毅

舉行了雙邊會議，討論了兩名加拿大

公民被關押在北京一事。他說，解救

被中方關押的加拿大公民絕對是他的

當務之急。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導

說，康明凱與邁克爾 · 斯帕弗，去年

12 月在沒有被起訴情況下被關押，

顯然是中國因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一

事而做出的報復行為。這兩人至今沒

被獲准會見律師。

由於加拿大鐵路工人持續罷工，

導致魁省的丙烷供應嚴重短缺，迫在

眉睫。總部位於卡城的 Pembina，
正在準備 105 節車廂的單列火車，

把丙烷運往魁省，以解燃眉之急。

省 長 康 尼 向 魁 省 省 長 弗 朗

François Legault 也 發 出 信 號 說：

「如果魁北克政府擔心丙烷和其他燃

料的可靠、持續供應……那麼，非常

簡單：幫助我們建立更多的管道。」

【看中國訊】香港民主黨外交事務委

員會主席——劉慧卿，正在敦促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拿出膽量和勇氣，像美國那樣，

要求北京對香港當前局勢負責。

據《全國郵報》報導，上週末，劉慧

卿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安全論壇上發表了

講話，她對加拿大不敢批評北京當局所表

現出的膽怯予以揶揄。她對與會的國防、

安全、外交官員和學者們說：「這樣做，

你的收入會減少嗎？你會豎立敵人？你的

國家、公司會少賺錢嗎？」……「他們

（北京當局）非常瞭解你的遊戲。」

今年 6 月份開始的香港抗議活動，

由於警察不斷採取更具侵略性的策略，目

前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傷，有些人身受重

傷。加拿大自 8 月發表聲明，呼籲結束

暴力，呼籲中國尊重其香港公民獨特的政

治和人權以來，特魯多政府就一直在保持

沉默。

美國國會一致通過了《香港民主與人

權法》，加新任外長商鵬飛的辦公室沒有

回答加拿大是否在考慮類似的立法。

劉慧卿與一名為 Figo Chan 的香港

抗議者，在哈利法克斯代表香港人接受了

約翰 · 馬侃公共服務領導獎。

Abacus Data 公司民調顯示，

魁省人對亞省獨立持非常高興的態

度 (happy) 的佔 11%，持可以（OK)
態度的佔 44%，總體支持率達到了

55%，位居第一；亞省人對亞省獨立

的總體支持率只有 36%，位居第二。

亞省省長康尼說：「我們是魁北

克的傳統盟友。我不希望出現類似

分離主義政黨——魁人政團 (Bloc 
Quebecois) 那樣的來分裂亞省。我

希望的是，在聯邦尋求共同利益，以

得到公平待遇。」

民調：魁省最支持亞省獨立

加中外長談人質問題

卡城能源公司解魁省燃料之急

方慧蘭與康尼會面

「尋求共同點」
亞省簡訊

【看中國訊】11 月 25 日（週一），

聯邦政府間事務部長及副總理方慧蘭

（Chrystia Freeland）訪問埃德蒙頓，與

省長康尼（Jason Kenney）進行了交談，

尋求在「亞省與渥太華關係所面臨的問題

上取得共識」。

康尼熱烈歡迎方慧蘭，「她最初是亞

省的女孩，雖然她現在的選區在多倫多，

但她瞭解整個國家。」「我們期待今天就

如何找到共同點，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

方慧蘭的工作是緩解聯邦政府與亞省

之間的緊張關係，她表示，聯邦政府需要

認真聽取亞省人的意見。「這就是我今天

在這裡要做的事情。來這裡尋求共同點。」

原定的會議約 1 個小時，但最終持

續了 2 個多小時。

會談主要討論法案 C-69 和 C-48，
這分別影響能源項目的批准和通過卑詩省

西北部的遠洋油輪運輸能源的出口。

會談後，康尼的辦公室發表聲明，

「亞省對聯邦政策的深深挫敗感，這些政

策使我省陷於癱瘓，並且迫切需要採取行

動來支持亞省的經濟。」

他要求聯邦政府召開議會，並立法終

止 CN 鐵路罷工。因為，「罷工傷害亞省，

並損害加拿大各地的工作和商業利潤」。

康尼還列出了亞省緊迫優先事項清

單，其中包括在限期之前完成跨山管道的

「堅定保證」；17.2 億的「均等化」資金

「反饋」；廢除 C-48 及 C-69 法案。

康尼「感謝方慧蘭部長願意聽取我們

的意見並與我們合作，但總理的誠意是對

這些緊急問題迅速採取行動。」

這是過去一週來亞省政府啟動的第二

次嘗試。上週，新任聯邦自然資源部長奧

雷根（Seamus O'Regan）在卡城與亞省

能源部長薩維奇（Sonya Savage）舉行

了會議。

奧雷根在聲明中表示，希望加拿大的

自然資源將「得到可持續發展，並將繼續

成為高薪工作的來源。」

薩維奇稱，「奧雷根聽明白了，他的

語氣和趨向令我感到非常鼓舞。」

儘管聯邦政府一再堅持不打算實際

修改法律，但他們可能會考慮對其進

行更改。奧雷根和卡爾加里市長南施

（Naheed Nenshi）都暗示了這一點，他

們於上週四在渥太華會見了特魯多。

康尼最近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對亞

省的「公平交易」，考慮對與其他地區的

關係進行各種修改。例如，該省退出加拿

大退休金計畫或終止其與加拿大皇家騎警

的警務服務合同。這將加強亞省的自治程

度，並增加與渥太華商談的籌碼。

在與康尼會面後，方慧蘭將與愛城市

長艾維森（Don Iveson）舉行晚會，並

在烏克蘭加拿大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然

後前往薩省與省長莫（Scott Moe）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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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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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拼 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前置車庫獨立屋

11月25日下午，亞省生長康尼與副總理方慧蘭在埃德蒙頓會談。（視頻截圖）

港人喊話特魯多：拿出膽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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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週三（11 月 27
日）簽署《2019 年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

使這兩項支持香港抗議者的法案

成為法律。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成為法律

該法案規定：將對香港是否

有足夠的自治，以享受美國的特

殊待遇進行年度審議，因侵犯香

港自治和迫害人權被制裁的人員

在美國的資產可能會被凍結，並

且不得入境美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川普總統

在白宮發表的聲明中說：「法案

某些條款將干涉總統申明美國外

交政策的憲法權威。我的行政當

局將在符合總統與外交關係有關

的憲法權威的情況下，對待法案

的每一項條款。」

川普總統同時還簽署了《保

護香港法案》。這部法案禁止向

香港警方出口美國製造的某些

武器裝備，包括催淚瓦斯、胡

椒噴劑、橡皮子彈、電擊槍和

手銬等。

川普總統在白宮發布的另一

份聲明中說：「我出於對中國習

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簽署了這

些議案。實施這些議案是本著這

樣的希望，也就是中國和香港的

領導人與代表將能夠友好地解決

分歧，從而為所有人帶來長期的

和平與繁榮。」

美國國會兩院上週高效率、

幾乎全票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僅有一名眾議員反

對。兩院還無異議通過了《保護

香港法案》。

內行點評

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

導，香港人權法案的發起人之

一共和黨參議員馬可 · 盧比奧

（Marco Rubio）表示，他對川普

「將這一重要立法簽署為法律表

示讚賞」。

「美國現在有了新的、有意

義的工具，可以阻止北京對香港

內政的進一步影響和干預。上週

末在香港舉行的歷史性選舉包括

創紀錄的投票人數之後，這項新

法律再及時不過了，顯示了美國

對香港人民長期以來珍惜的自由

的大力支持，」盧比奧在一份聲

明中說。

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Rim-Idaho 表示，這項立法是

「向中國共產黨追究削弱香港自

治權和壓制基本人權責任的重要

一步。」

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週一

（11 月 25 日）接受福克斯新聞

採訪時，成功預測了川普總統將

簽署香港法案。他說，香港的平

民主義運動正在興起，中國共產

黨以為香港人被打怕了，但他們

錯了，香港的年輕人做到了。

他提到，川普 11月 22 日談

到中共在香港邊境外陳兵百萬，

若不是川普告訴習近平讓解放軍

退後，中共 14 分鐘將可滅港，

將有成千上萬人在香港被殺。班

農說，那麼多香港年輕人週日得

以走出來參加區議會選舉投票，

是因為川普總統保護了他們。

北京反對

據大陸官媒新華網報導，北

京時間 28 日上午，中國大陸外

交部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成法發表聲明。聲稱：「美方將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

署成法，此舉嚴重干預香港事

務，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

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中國政府

和人民堅決反對。……我們奉勸

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則中方必

將予以堅決反制，由此產生的一

切後果必須由美方承擔。」

盧比奧參議員表示，該《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只涉及美國

政府如何對待香港及中港官員，

是美國的國內法，屬於美國內部

事務，並不涉及中共內政；相

反，中共反對美國通過法案，才

是真正「干涉美國內政」。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美

國、澳大利亞和日本計畫合作推出「藍點

網絡」（Blue Dot Network），以抗衡北

京的「一帶一路」。目前許多國家已因一

帶一路計畫負債累累，專家認為，這可能

為藍點網絡提供發展契機。

美、日、澳於曼谷舉行的一次峰會

上宣布了藍點網絡計畫。《日經亞洲評

論》引述美國亞太事務高級顧問丹羅素

（Daniel Russel）的言論表示，「川普政

府希望有項計畫可以抗衡北京一帶一路在

國際上的擴展，但是起步時間有點晚。」

美國之音報導，華盛頓的美國非營利

智庫全球發展中心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

稱，中國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各個國家貸

款，許多小國因參與「一帶一路」而負債

累累。一旦這些國家無法管理債務，中共

將強勢掌控這些國家的重要基建設施，甚

至影響他們的戰略決策。

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經濟報告說：「許

多國家現在正在審查和質疑一帶一路項目

的可持續性。」「這提供了一個契機，讓

大家思考是否應該有個替代方案。」

藍點網絡計畫並不旨在成為籌資渠

道，反之，它將根據政府機構、發展金融

機構和私營部門指導委員會制定的標準來

評估基礎設施項目。被評估為值得進行的

項目將被授予「藍點」獎，以此將全球優

質基礎設施事業融合在一起。

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澳大利亞的

外交與貿易部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將擔任

指導委員會成員，其他成員將在未來幾週

內宣布。

目前尚未有任何重大項目納入藍點網

絡計畫中。

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看中國記載黎小葵綜合報導】大陸

官方 11 月 25 日披露最新一起（第 4 起）

鼠疫病例個案更多詳情，指患者劉男與 3
名工友進食一隻野兔後感染腺鼠疫。事件

再令外界關注野味暗藏惡菌等議題。

《界面新聞》11 月 25 日報導，在蒙

金礦業加布斯鈮鉭礦工作的劉慶喜（化

名），於月初捉到一隻誤闖工地的野兔，

並與數名工友進食分享。然而，劉男事後

出現反覆發燒症狀，即使服用感冒藥也不

見好轉，因此前往數十公里外的化德縣醫

院就診，經求醫後確診腺鼠疫。

報導稱，劉男確診後的 2 小時內，

化德縣醫院上報病例至市級衛生部門，並

對與之密切接觸的 20 名醫務人員進行隔

離，其中包括為其進行首診的副院長。

據新華社報導，截至 11 月 23 日 12
時，劉男左腋下疼痛較前減輕，全身皮膚

黏膜無出血點，心電圖未見異常。據專家

組會診意見，患者總體趨勢平穩，目前繼

續救治中。

在當地牧民來看，有外省工人染病鼠

疫是因他不瞭解錫林郭勒盟當地的生活習

慣，只要不觸碰和食用野生動物，便不會

感染，「不然我們早得（鼠疫）了」。

以救援為主的華彬航空於 20 日發布

微博稱，該航空的 4 架直升機隊已分兩

批在錫林郭勒草原，投藥滅鼠。

目前內蒙古災情到底有多嚴重，只有

官方公布的消息，外界無法得知真實情

況。有推文稱，內蒙、甘肅、寧夏、新

疆、遼寧和吉林等北方省區 300 多個村

莊被完全封鎖。內蒙中部烏蘭察布市官方

表示，為執行「滅絕老鼠與跳蚤任務」上

週已調派飛機在方圓近 200 英畝土地噴

灑毒藥。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墨

西哥政府 11 月 25 日向美國民主黨議

員施壓，要求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 · 佩
洛西加速推動國會通過《美墨加協議》

（USMCA）。川普總統表示，佩洛西一

直拖延投票時間，是擔心 USMCA 通過

會給川普「助選」，讓他更有把握贏得

2020 年美國大選選舉。

USMCA 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

之間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它也被稱為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2.0」，以便區分其

前身 1994 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這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在 2017 ～

2018 年重新談判的結果。但國會仍然必

須批准該協議，才能生效。

在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 · 多諾霍看

來，USMCA 通過將有助於提振美國經

濟，確保金融市場穩定。「如果國會高

票通過協定，將推動美國向前邁出一大

步」。

路透社 11 月 26 日報導，川普政府

一直在推動國會通過《美墨加協議》。美

國總統川普對媒體表示：「佩洛西應該對

此進行表決，因為若在不久的將來，加

拿大或墨西哥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把協議發回來，我們不要達成協議了。』

萬一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我也不會怪他

們。」

川普說：「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協議，

可以幫助美國的農民、製造業者、工人和

工會等各個領域。這協議在佩洛西的辦公

桌上擱了很久，她似乎沒有能力推動這件

事。大家都知道原因，她自己也知道原

因。」

他相信，若佩洛西安排在眾議院上表

決，大部分的兩黨議員都會投贊成票。

墨西哥總統洛佩茲 · 奧布拉多爾表

示，本週他將再度致信眾議院議長、民主

黨人佩洛西，要求她盡快通過美國與墨

西哥和加拿大簽署的《美墨加協議》。此

外，墨西哥也敦促佩洛西，勿對勞動力市

場進行更大監督。

美國之音引述美國農業部長桑尼 · 珀
杜的言論稱，今天若將它提交到眾議院表

決，他有信心兩黨的大多數議員都會投贊

同票。「這是一個很好的協議，美國非常

需要它。」

幾位美國企業高管和國會助手表

示，國會不大可能在 1 月分之前批准

USMCA。

而負責北美事務和協定談判的墨西哥

副外長希德也表示，他對協議是否能在

2020年以前獲得美國國會批准感到悲觀。

路透社的另一篇報導稱，佩洛西 11
月 25 日表示，他們需要時間對文本協議

進行最後審查。

「我們正在從美國工人的角度，大幅

改善協議。現在，我們需要從貿易代表

處以書面形式查看進展，以進行最終審

查。」佩洛西在一份聲明中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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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墨加協議被拖延

鼠疫新增病例 飛機投藥滅鼠

美澳日聯手
推「藍點」

美國總統川普接受採訪。（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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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RE/MAX 房
地產中介公司近日發布《2020
房市展望報告》。報告指，進入

2020 年，加拿大住房市場（尤

其是溫哥華和多倫多）的高點

和低點將趨平穩。 預計明年平

均住宅銷售價格將上漲 3.7%，

為健康漲幅。

從 2018 年到 2019 年，加

拿大各地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單

個市場的價格均較上年同期有

適度上漲。安省某些地區的漲

幅仍高於正常水平，包括倫敦

（+10.7%），溫莎（+11%），

渥太華（+11.7%）和尼亞加拉

（+12.9%）。

「安省南部價格上漲令人矚

目，許多地區仍然看到兩位數

的漲幅，」RE/MAX 公司安大

略 - 大西洋區執行副總裁兼區

域總監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表

示，「由於該地區強勁的經濟，

人口增長和不懈的發展，2020
年房屋市場看起來非常樂觀。」

隨著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適

應抵押貸款壓力測試，千禧一代

也開始進入收入高峰期，預計他

們尤其是單身千禧一代和年輕

夫婦，將在 2020 年推動市場。

RE/MAX 最近進行的一次調查

發現，超過一半（51%）的加

拿大人正在考慮在未來五年內購

買房產，尤其是45歲以下的人。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消費者對 2019 年初西溫哥

華地區的信心極低，並且全年仍

相對不穩定，導致平均住宅銷售

價格下降 7.5%，從 2018 年的

2,272,922.50 元降至 2019 年的

2,103,234 元，銷售數量下降了

7 個百分點。但是，消費者已經

適應了法規調整，特別是抵押壓

力測試，並且消費信心開始恢

復。預計這種趨勢將在 2020 年

盛行，價格有望上漲 4%。該省

大多數市場處於均衡市場。

菲沙河谷的價格同比下降了

近 4%，從 724,740.50 元降至

696,502.50 元。但是，由於迎

合企業和教育機構的房地產開發

數量眾多，該地區也有望實現顯

著增長，尤其是在素里市區。與

溫哥華地區相比，該地區的相對

負擔能力強，預計首次購房者將

在 2020 年推動市場。

RE/MAX 加拿 大西部區

域執行副總裁 Elton Ash 表示：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些主要市

場的銷售下降，代表了市場自

2018 年以來的最後一次下跌。

「隨著越來越多的買家接受

壓力測試，並且利率在 2020 年

不太可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增

加，消費者信心有望恢復，從而

帶來更健康和可持續的增長。」

大草原區

亞省經濟持續低迷，這導致

卡爾加里的平均住宅銷售價格

從 2018 年的 478,088 元下降到

2019 年的 460,532 元。公寓是

首次購房者進入市場的最簡單途

徑，入門單位最低只要 150,000
元。與加拿大其他地區相比，儘

管該市的失業率繼續保持高位，

但人口仍在增加，有更多人從該

省其他地區遷往該市。

另一方面，溫尼伯顯示，

獨立屋和公寓物業的平均住宅

銷售價格分別小幅增長了 1.5%
和 0.8%。銷售數量也增加了

5%，從 2018 年的 8,139 增長

到 2019 年 的 8,539。 移 民 遷

入，加上合理的價格和充足的

庫存供應，預計將推動 2020 年

的房屋銷售。儘管這是仍能感受

到抵押壓力測試影響的為數不

多的幾個市場之一，但裡賈納

（Regina）銷售量的同比增長仍

超過了 5%。大草原地區房市，

為買方市場和平衡市場相間。

安大略省

多倫多將在 2020 年經歷

強勁的住房市場。較低的失業

率，經濟增長和大多倫多地區

整體承受能力的改善，有望推

動市場向前發展。估計 2020 年

的平均銷售價格上漲 6%，比

2018 年（835,422 元）至 2019
年（880,841 元）之間的增長

高出兩個百分點。 2019 年該

市交易量為 76,413 筆，比去年

（68,064 筆）增長了 12%。儘

管多倫多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繁

忙」的建築季節，但面對該市快

速增長的人口的需求，住房仍顯

供不應求。

渥太華和溫莎等城市是賣方

市場，其平均住宅銷售價格分別

大幅上漲了 11.7% 和 11%。渥

太華的新輕軌系統將影響周圍的

發展，而溫莎的持續承受能力吸

引了年輕的專業人才，預計這一

強勁增長將持續到 2020 年。同

時買家也無需像 2018 年那樣承

受抵押壓力測試的負擔。

尼亞加拉地區也表現出強

勁的增長，平均住宅銷售價格

上漲了近 13%，從 2018 年的

378,517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 的

427,487.50 元。大多地區注重

價值的消費者大量購買，許多人

選擇住在該地區，方便通勤多倫

多。賣方市場主導該省。

大西洋省份

在大西洋區，哈利法克斯和

聖約翰的價格分別上漲了 6% 和

5%。可負擔性繼續吸引該地區

許多買家，其中大多數人購買的

是獨立屋。同時，該地區公寓市

場受到退休人士的推動。隨著消

費者信心的增強，預計聖約翰市

場將在 2020 年恢復。但是，預

計該城市人口老齡化和高出國移

民率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住房市

場活動。該地區的大多數市場都

處於平衡。

預計明年全國平均房價將增

長約 3.7%。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押和

住 房 公 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簡

稱 CMHC）近期發布了《2019
年抵押貸款消費者調查報告》，

詳細介紹了 2019 年購房者的想

法、態度和做法。住房負擔仍是

買家的頭號問題；大多數受訪者

表示，貸款壓力測試對他們的購

房決定沒有影響，這與市場上的

普遍說法不同。

CMHC 對全國各地的 1,385
名首次和重複購房者進行了調

查。受訪者是家庭中的主要決策

者，並且在過去 18 個月中都購買

了房屋。受訪者大部分在 25 到

34 歲之間。首次購房者佔 47%；

53% 是重複購房者。

房屋負擔

CMHC 的報告顯示，與過

往相比，盡最大經濟能力購房者

的比例顯著減少。「以前，許多

加拿大人的做法是「過窮日子，

住大屋」，人們的習慣做法在改

變。 2018 年，有 78% 的購房者

購買了他們能負擔得起的價格最

高的房屋。在 2019 年，這一數

字下降到只有 60%。」報告稱。

2019 年，近三分之一的購

房者，購買的房產價位在 30 萬

至 49.9 萬元；約 20% 的購房者

購買了 50 萬元以上的房子。

在大於 20%、20% 及少於

20%三個首付類別中，買家數量

平均分配。首付少於 20% 的買

家中，有 53% 的買家表示缺乏

資金是主要原因；27% 的表示將

保留部分資金用於其他開支。

首付 20% 及以上的購房者

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這樣

做是為了避免支付抵押貸款保

險。其餘三分之二的人中，有的

希望減少利息（28%）並盡快

償還抵押貸款（26%）。

壓力測試

引入壓力測試後，CMHC
進行了整整一年的調查，發現

59% 的受訪者瞭解新的抵押貸

款規則；76% 受訪者表示貸款

壓力測試對購房決策影響很小或

沒有影響，比 2018 年的 80%
略有下降。

那些受到（貸款壓力測試）

影響的人，仍然可以通過做出

其他調整實現購房，例如購買

較小的房屋（52%），買較便宜

的房屋（61%），減少其他開支

（60%）或支付更大比例的首付

（59%）。（受訪者可選多項。）

有趣的是，在接受調查的

所有購房者中，有 65% 的人認

為，壓力測試有助於避免人們背

上擔負不起的負擔。

需求與期望

有一句諺語說，購房最重要

的因素有三個，那就是：位置、

位置、位置。

但「對於過去一年中購買房

屋的大多數加拿大人來說，影響

他們決策的最重要因素是價格和

負擔能力，」CMHC 說。購房

者對住房的前三項需求，分別

是：價格 / 負擔能力（80%），

臥室間數（73%）和接近公共

交通（67%）。」

對於「期望」的房產，排名

前三的因素是：新屋（73%）、

報價低的舊屋（63%），靠近商

場、餐廳和娛樂場所（58%）。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購房

者說，對社區類型更多的是期望

（56%）而不是需求（44%）。

購房者的信心

CMHC 報告中寫到，2019
年絕大多數購房者對購房的想

法持積極態度。 90% 的買家對

購房感到高興（47%）或興奮

（39%）。然而，接受調查的買

家中有 34% 的人表示，買房會

讓他們感到壓力，其中 10% 的

人說整個過程使他們感到沮喪。

受訪者對持有房屋的長期財

務前景非常有信心，他們認為具

備償還 87% 貸款的能力。購房

者對加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有信

心，有 32% 的人償還房貸的金

額大於最低額度。

此次調查結果表明，加拿大

房主對房屋購買過程和擁有房屋

的價值都很瞭解。

明年全國房市將迎來光明

CMHC
調查報告

展
望
報
告

購房者對房市充滿信心

（網絡圖片）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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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亞洲評論》報導，美

國為保護國人工作機會與科技機

密，嚴加審查核發簽證的流程，

使得川普政府發給中國公民的簽

證驟減 45%，發給中國公民短

期商務或觀光行程所需的 B 簽

證減少 50%，學生的 F-1 簽證

也下滑 30%。

報導說，據今年 9 月的統

計，在 2018 會計年度中，美國

一共發放約 124 萬張簽證給中

國公民，這是 6 年來中國首度

從第一名的簽證接受國跌落到第

二名。

從 2016 年 9 月結束的會計

年度看，中國公民到美國短期商

務出差或觀光需要申請的 B 簽

證，獲發的比率也跟著減半。就

F-1 學生簽證而言，中國來美留

學生獲發的簽證也減少 30%。

據報導，美國減少發放中國學生

簽證，與擔憂中國留學生可能洩

漏美國科技機密有關。

美聯社指出，來美留學的中

國留學生人數下滑有諸多原因，

其一是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中

國留學生更難取得美國簽證，也

有學者擔心學術剽竊恐引發美國

校園內的反中情緒。

今年 8 月 22 日是美國亞利

桑那州大學的開學日。 9 個中

國留學生暑期後返回美國途中，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入境時被遣

返。有知情人透露遣返原因是

學生請人代寫作業，存在學術

欺詐行為，違反了學生簽證的相

關規定。

另有美國媒體 4 月 14 日發

表文章稱，美國還取消了一批中

方從事中美關係研究的學者的十

年簽證，中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

寒流。

此外，美國還限制中國官員

及家屬赴美簽證。彭博社 10 月

8 日報導稱，美國自今年 10 月

8 日起，開始針對中國部分政府

和共產黨官員發簽證實施限制。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國

政府正在討論可能限制資金流入

中國，特別著眼於美國政府退休

金基金投資中國。

這是繼美國商務部 10 月 11
日以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數族群人

權為由，將中國 20 個公安單位

和 8 家中國科技企業列入貿易

黑名單後，美國國務院 12 日跟

進，宣布對在新疆參與鎮壓行

動的中國官員，實施赴美簽證

限制。

美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對被

認為負責對新疆維吾爾、哈薩克

及其他少數穆斯林族群拘禁或侵

犯人權，或在當中扮演共謀角色

的北京政府及共產黨官員，美

方將對其施行簽證限制措施，

這些官員的家人也面臨同樣待

遇。蓬佩奧促請中共立即停止

鎮壓行為，釋放所有遭到任意拘

留的人士。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合報導】一名前美國中央情報

局情報人員因向北京提供機密美

國國防情報，導致 20 名美國情

報員被殺害或入獄，於 11 月 22
日被判入獄 19 年。

今年 55 歲的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又名李春

興，於 2007 年離開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後，被中共駐香港

特工招募。檢察官說，他隨後被

要求提供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

根據 BBC 報導，檢察官

說，北京給了李振成數十萬美

元，他很可能將他在中情局 13
年職業生涯中獲得的所有信息都

給了北京當局。

據司法部資料，中共情報

人員於 2010 年與李振成聯繫，

向他提供金錢，並承諾「終生」

照顧他，以換取他們所需的秘密

信息。

在 2010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間，共有數十萬美元存

入了他的香港銀行帳戶。

李振成創建了一個文檔，其

中包含有關 CIA 活動的信息，

例如美國特工被派遣到的工作

地點。

2012 年，FBI 特工在夏威

夷搜查了一間以李振成名字註

冊的旅館房間，並找到了一個

USB 驅動器和一本日記和通訊

錄，其中包含中情局特工提供的

情報紀錄，他們的真實身分、參

加會議的地點和電話號碼，以及

有關隱秘設施的信息。

司法部說，李振成在 2012

年與中情局官員面談時說，他曾

會見中共特工，但隱瞞了他們給

他安排任務的事實。

2013 年，他開始時表示

對 USB 驅動器上的文檔毫不知

情，後來又承認自己創建了該文

檔，但表示他從未將其交給中共

特工。他於 2018 年 1 月在紐約

肯尼迪國際機場被捕。

BBC 報導，負責李振成案

的檢察官說，他向北京透露有關

美國秘密特工的信息，導致在

2010 年至 2012 年之間，約有

20 名線人被殺或入獄，使美國

情報機構遭受重創。

助理檢察長約翰 ‧ 德穆爾

斯（John Demurs）此前在一份

聲明中說：「這些案件顯示了中

國政府在間諜活動方面的廣度及

其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

美國律師扎卡里 ‧ 特威利

格（Zachary Terwilliger）在一

份聲明中說：「李先生徹底出賣

了他的國家，密謀成為外國政

府的間諜，然後一再向調查人

員撒謊。」

【看中國記者苗青綜合報導】

李子柒在 2018 年榮獲中國「網

紅第一人」，她還獲得四川成都

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大使稱號。

她的「粉絲」超過 500 萬，不僅

有眾多的華人觀眾，還有很高比

例的全球各個族裔的觀眾。

李子柒 1990 年 7 月出生於

四川省綿陽，祖父是一個鄉廚。

父母離異，父親早亡，她成了一

個孤兒，祖父母養育了她。在祖

父去世以後，她與祖母相依為

命。

為生活所迫，她十四歲就輟

學，孤身一人離開家鄉，到外地

打工十幾年，她做過餐館服務

生，也做過酒吧 DJ。一直到她

的祖母身患重病，需要她相伴

時，她放棄在外面已經打開的生

計局面，回到家鄉，照料祖母，

挑起家庭重擔。

李子柒辦自媒體，剛開始時

是為了生計。她為了推銷自己的

產品，同時也是為了弘揚中國傳

統文化，她又從零開始，學習自

辦媒體。有時一個作品為說明問

題，畫面上的時間跨度兩三年。

她說，她要把最好的視頻奉獻給

觀眾，她調侃說這是她的固執。

她的短視頻作品包括看書、

做衣服、養蠶、繅絲、織錦、刺

繡、做衣裙、蓋房子、裝飾自己

的家、料理花園、釀酒、製作

筆、墨、紙、硯，以及做各種佳

餚、年飯等等。有的視頻作品會

展現一些古老的中華傳統文化。

比如活字印刷術，這項古老的技

藝，源於中國漢朝，到現代信息

社會，幾乎失傳。當李子柒決定

要做這個短視頻時，家鄉只有一

兩個人掌握這門技藝，她從學習

熟練掌握這門技藝，到拍攝成功

這個作品，前後花費了四個月時

間。這個視頻展現給我們的是農

忙之餘山村美麗風光、冬季溫暖

的柴火，田間的野鶴、青山下的

瓦舍，在原木方桌上熟練的、專

心致意的彫刻木活字的她。

一位筆名為「園丁」的作者

寫道：在她的作品裡，我們看到

的桃花源似的田園人家，….. 她
的視頻呈現給我們的是體現天人

合一，返本歸真的人生價值觀，

這也是她創作的源泉。

李子柒在 Youtube 的視頻

下有大量的英文留言，網友盛讚

視頻中的正能量。有網友留言

說：「當我感覺消沉的時候，我

會來到這裡，感受正能量」；「雖

然我不是完全懂得她在做什麼，

可是光看看畫面，就足以讓我心

情愉快！」

【看中國訊】近日，有不少

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遇到了一種

「一響即收線」（One Ring）的

電話騙局。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曾警告說，接到這類電

話千萬不要回撥，否則也許要付

高額電話費。

這種電話騙局是一種語音自

動電話，世界各地都有。一般在

半夜多次來電，只響一、二下，

電話號碼可能來自外國，不過，

也有本地電話號碼。如果回撥這

類電話，就要付出大筆電話費，

每分鐘可能要付幾十到幾百美

元，而電話費會落入騙徒手中。

【看中國訊】据美國多家媒體

報道，本月 13 日，美國俄亥俄

州的 911 專線調度員特尼克，接

到一個奇怪的電話，電話那頭一

個女子稱需要訂披薩，並且清楚

交代了自己的住家地址。他疑惑

的詢問，「你打 911 是為了訂披

薩？這不是訂披薩的專線。」 
沒想到對方卻堅定表示，

「不，你還沒有搞懂。」特尼克

馬上驚覺「不對勁」，也許這是

一個特殊的求救電話，對方一定

是不方便直說。於是他問「我明

白了，那個人還在嗎？」女孩巧

妙回應，「是的，我要一份大披

薩。」

特尼克初步瞭解現況後，著

手調度警力。他還提醒警方說：

「你們到那裡前把警笛關掉。報

案者訂了披薩，且同意所有我說

的話。家暴事件正在發生。」最

後，警方將女子母親的男友逮

捕。 很多網民紛紛稱贊該女子

和特尼克機警，巧妙的一問一

答，最後將罪犯繩之於法。

中國人獲美簽證銳減45%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美國為保護國人工

作機會與科技機密，嚴加審

查核發簽證的流程，發放給

中國人的簽證銳減。

雙面間諜李振成 被判入獄19年

中國網紅 古風感動世界

女子911訂披薩 
調度員秒懂求救

民眾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等候申請簽證。（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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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chinese.com/yellowpage/main.php?type=2&id=441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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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三：

【耳鳴 / 聽力障礙】一位患者耳鳴持續
15 年，嚴重影響睡眠及聽力。西醫測
評耳鳴程度達 7-8 級（最高 10 級），
經治療後無改善。轉至本門診，經二個
月治療，耳鳴降至0-1級。患者說：「耳
朵不吵了，能聽清手錶『滴答』聲了！」

            病人反饋之四：

【過敏性鼻炎】一位患者過敏性鼻炎反
覆發作 3年，今年更甚，鼻塞，頭痛，
連續噴嚏流涕無法控制。經西醫治療無
效。轉至本門診，經 10 次治療後，鼻
腔充血、腫脹及過敏症狀消除，未復發。
他說：「終於能正常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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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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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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的美食視頻，所有原材料幾乎都是自己種植或野外採集來的。

（視頻截圖）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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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居正 11 月 26 日表示，

葉選寧基本上操盤瞭解放軍的間

諜系統。葉選寧的父親葉劍英在

建政後，實際參與不多，但在政

權中時不時扮演重要角色。如文

革中，江青要打擊潛在對手鄧小

平，葉劍英保護了當時被追殺的

鄧小平。因此鄧家對葉家非常感

激。雖然葉劍英人不在朝堂之

上，不握有實權，但他卻對中國

的政治發揮了很大影響。

葉劍英有三男三女，葉選寧

排行老三，是第二個兒子。這次

王立強爆出共諜向心，而向心的

公司「中國創新」和「中國趨勢」

是在葉選寧家族和聶力家族的支

持之下，屬於解放軍系統。

葉 選 寧（1938 年 10 月 －

2016 年 7 月 10 日），又名葉

三、岳楓，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

後人。他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少

將，在文革中被關押，後在工廠

內學習期間因意外失去右臂，接

回去後沒有功能，被稱為獨臂將

軍。葉選寧用左手練出了漂亮的

行書書法。

葉選寧天生膽大適合當情報

人員，他進到軍隊系統後，因父

親是十大元帥之一，從小和紅二

代及其父輩關係密切，拿到了軍

情系統。大陸的情報系統在歷次

的政治動盪中，都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比如習近平 2012 年上

臺僅幾個月，就改組了中南海的

警衛局，而胡錦濤上臺幾年幹不

成這件事。明居正分析，有消息

說，葉選寧此前對習近平說要把

軍情系統交給習，因都是太子黨

哥們，背景接近。後來馬建的事

情說明，葉選寧並不能完全把軍

情系統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也有

觸碰不到的部分。

明居正說，葉選寧的能力

強、膽子大、手腕好、會做人。

據說，1970 年代爆發石油危

機，臺灣買不到石油，葉來過臺

灣見過當時的很多高官，持禮節

甚恭。葉劍英曾在黃埔軍校，與

國民黨高官有著很深的淵源。葉

選寧的姿態很低，幫忙臺灣買石

油。幾年後，他接管總政，在

政協作為幾屆特邀代表，以「岳

楓」的身份出現。

太子黨中流傳著，「誰說話

都不聽，葉三說話我聽」這樣的

說法，葉選寧被一些紅二代當作

精神領袖。相比之下，他們不喜

歡薄熙來，雖然薄熙來能力出

眾，但個性很差，心眼很壞。

明居正表示，習近平剛當家

的時候，葉選擇與習合作，不只

是香港的情報系統，整個軍情系

統都歸葉管。中共軍系的情報

系統針對的是全球，主要對手

是美國。

【看中國訊】11 月 24 日

華盛頓非政府組織國際調查記

者同盟（ICIJ）曝光一批有關

新疆集中營的中國官方機密文

件，其中詳細披露了約有數十

萬維吾爾人在集中營內被強制

洗腦，被逼迫放棄本民族的語

言和思維方式。

《美國之音》報導，這些

被命名為「中國電文」的文

件，其中有關集中營內部管

理的規定是首次為外界所知：

「宿舍門、樓道門和樓層門必

須雙人雙鎖、即開即鎖。嚴格

管控學員活動，防止……發

生逃跑事件」、「在培訓中心

設置強管區、嚴管區、普管

區，……採取不同的教育培訓

方式和管理制度」、「促進學

員悔過自新和檢舉揭發」……

其中有 9 頁是中共新疆

黨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朱海

侖於 2017 年簽署並下達給集

中營管理人員的文件。朱海侖

因此成為繼新疆書記陳全國之

後又一個被聚焦的負責高壓政

策的高官。

朱海侖經歷王樂泉、張春

賢到陳全國三任新疆書記。流

亡維吾爾語言學者阿尤普曾在

朱海侖手下擔任翻譯。他說，

朱海侖因不時下令在凌晨 3 點

搜查維吾爾民宅而惡名昭彰。

2016 年，北京任命陳全

國為新疆黨委書記，大搞數字

監控和其他在西藏積累的鐵腕

治理手法。陳全國上任後，

新疆維吾爾人開始大量被「消

失」。國際調查記者聯盟掌

握文件顯示，朱海侖是相關大

規模搜捕行動的操盤手。

不久前，美國《紐約時報》

披露了從一位匿名的中國官員

處獲得的 400 多頁新疆文件。

新疆涉集中營密件接連外

泄顯示中共高層內鬥激烈。

《華盛頓郵報》指出，中共新

疆行動文件先後被外流給《紐

約時報》與 ICIJ，顯示至少有

1 名中共高官不滿到願意冒極

大風險，把文件交給外國記

者。《華盛頓郵報》認為，目

前尚無跡象顯示習近平無法掌

控全局。

邢雲牽出 
百億富商董介榮

現年 67 歲的邢雲曾長期擔

任內蒙古自治區經濟三強之二的

鄂爾多斯、包頭「一把手」，掌

管自治區政法委也長達五年多時

間。 2018 年 10 月，退休兩年

後的邢雲被宣布調查。

今年 8 月 15 日，邢雲受賄

案開庭審理。據指控，1996 年

至 2016 年的 20 年間，邢雲直

接或間接收受他人財物，摺合人

民幣 4.49 億余元。這是中共建

政至今，副部級以上官員被控受

賄金額最高者。

董介榮綽號「董二」，50
多歲。在鄂爾多斯，「董二」及

其泰寶公司大名鼎鼎。 2001 年

9 月，邢雲離開鄂爾多斯，去包

頭任市委書記。而董介榮在當年

7 月即搶先來到包頭，在高新開

發區註冊了包頭市黃河路橋工程

有限公司。很快，黃河路橋即承

攬了大量基礎設施工程。

幾年間，包頭機場高速、包

固高速等多項政府基礎設施項

目，董介榮也成為「百億富翁董

二」。 2018 年 10 月，邢雲被

審查後，董介榮隨即失聯，相信

是已經被抓。

700億國企被鯨吞

2006 年，山東最大的國有

公司——擁有 738 億資產的魯

能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

物悄然黥吞。

2007 年 1 月 8 日，傳媒人

胡舒立任主編的《財經》雜誌的

調查報導《誰的魯能》，披露總

資產高達 738.05 億元的山東魯

能集團公司隱秘複雜私有化的內

幕。兩傢俬人企業，北京國源聯

合有限公司和首大能源集團有限

公司，合計斥資 32.76 億元，獲

得魯能集團 91.61% 的股份。

財新週刊報導，國源聯合

以 57.29% 的股比絕對控股魯能

集團，北京榮達聚亨投資有限公

司通過新時代信託持有國源聯

合 95% 的股權，而趙興銀、包

頭市黃河路橋工程有限公司分別

持有榮達聚亨 52%、30% 的股

權，自然人趙興銀從而間接持有

魯能集團 28.30% 股權。

之後人們發現趙興銀的身份

是黃河路橋的總經理，黃河路橋

的實際控制人正是董介榮。

根據上述股權結構，黃河

路橋本身作為榮達聚亨的第二

大股東，也間接持有魯能集

團 16.33% 的股份，而董介榮

作為黃河路橋實際控制人，間

接持有魯能集團的股份也達到

11.04%。

財新報導說，趙興銀只是一

名山東省泰安市肥城縣邊院鎮柳

林村柳林小學的英語老師，但

他的二弟媳婦有一個弟弟叫肖

建華。

而董介榮到底在其中扮演什

麼角色，他與肖建華之間是否

有更隱秘的勾連，目前尚不得

而知。

之後海外媒體爆出魯能的實

際收購人是曾慶紅的兒子曾偉。

香港知名政論家林保華曾在《自

由時報》中直接點名：「魯能轉

制所涉第一個關鍵人是曾偉。」

《財經》的報導沒有點出曾

偉的名字，但之後《財經》遭到

重大打擊，總編胡舒立和她的團

隊被趕出《財經》雜誌。

澳媒披露，曾偉和妻子蔣梅

在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移民

澳大利亞。這筆交易恰恰發生在

魯能產權轉移案被曝光之後不

久，外界認為，這是曾偉「避禍

出走」。

2017 年大年三十，肖建華

被從香港抓回大陸接受調查，有

關肖建華當年出錢替曾偉收購山

東國企魯能集團的大案，再度成

為輿論焦點。目前肖建華消失在

公眾視野至今已近 3 年，尚未

有開庭審理消息。

鯨吞魯能的又一神秘人物浮現

明居正：葉選寧操盤特務系統 高官洩密 
新疆集中營細節曝光

最新一期財新週刊，

深度起底以中共內蒙古政

法委前書記邢雲為首的腐

敗窩案，其落馬猶如推倒

多米諾骨牌，相繼傳出呼

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

十數位政法界權力人物，

以及與其過從甚密的商人

涉案被查。其中包括當

年深涉吞掉國企「魯能集

團」的神秘人物董介榮。

苗薇綜合報導

魯能集團被賤賣所涉第一個關鍵人是曾慶紅的兒子曾偉。（網絡圖）

【看中國訊】「王立

強」事件帶出了向心，而向

心的公司是中共10大元帥中
的2個家族共同成立的，包
括葉劍英、葉選寧家族，還

有聶榮臻、聶力家族。台大

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表

示，葉選寧為習近平打造了

特務系統，而葉與國民黨有

著很深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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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選寧（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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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完

成點票，民主派大勝共取得 388
席，成為第一大黨的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指，結果反映港人不接受

威權管治，第二大黨的公民黨主

席梁家傑促特首及問責官員總辭

回應訴求。在這次區議會選舉

中，全港 410 多萬選民中約有

294 多萬登記選民投了票。高達

71.7%的投票率創下歷史記錄，

大大超過上一次 2015 年舉行的

區選舉的投票率，當年的投票率

為 47.01%。

多名政治素人突圍而出

在反修例風波期間活躍的前

學生領袖及首次參選的民主派素

人，都成功突圍而出，一些民主

派元老級都成功連任或當選，早

前被咬掉耳朵的民主黨趙家賢也

在太古城西選區成功連任。相反

多名建制派的雙料及三料議員落

馬，包括民建聯張國鈞、周浩

台灣民意基金會近日公布

多項民調。其中針對 2020 年總

統大選三組總統候選人中，有

55.2% 民眾表示將投票給民進

黨的蔡英文 / 賴清德；將投票給

國民黨的韓國瑜 / 張善政的有

26.3%；至於親民黨的宋楚瑜 /
余湘的支持度只有 7.6%。

《自由時報》報導，台灣民意

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指出，民進

黨認同者中有 93%支持蔡英文

/ 賴清德；國民黨認同者中只有

77%支持韓國瑜 / 張善政；中性

選民中則有 33%支持蔡英文 / 賴

清德、16%支持韓國

瑜 / 張善政、及 16%
支持宋楚瑜 / 余湘。

游形容，如果直

到選舉當天沒有重大

變故，估計蔡英文贏

得總統大選的機會

非常大。此外民調顯

示，民進黨也以 33%
支持率趕超國民黨的

23.9%。

蔡英文支持率領先  
賴清德坦承「蔡賴配」原因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綜合報導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創下

多項歷史，在全部452個議
席中，民主派大勝，共取得

388席，在17區的議席數目過
半，其中大埔、黃大仙區的

全部議席，由民主派囊括。

包括路透社、BBC、CNN、
日經等多家外媒均評論形

容，這次區議會選舉反映民

意猶如「公投」。

民主派歷史性大勝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台灣民意基金會今天

公布最新2020大選民調，其
中蔡英文 /賴清德以55.2%
支持率遙遙領先韓國瑜/張
善政組合；在27日輔選行程
中，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賴

清德也坦承了「蔡賴配」的

原因。

駐軍監控
香港多間大學

【看中國訊】近日多家學

校亦被納入共軍新型閉路電視

(CCTV) 的監控範圍。據香港

《蘋果》報導，香港多間大學均

與中國駐軍軍營為鄰，除九龍塘

的東九龍軍營靠近浸會大學和城

市大學外，理工大與槍會山軍營

只是一街之隔。

該報記者早前到多個毗鄰學

校的軍營外圍視察，發現槍會山

軍營斜坡新安裝多鏡頭閉路電

視，全部朝向理工大學的暢運道

入口，並且有簡體字牌註明為

「監控電纜」；而在佐敦的駐港

部隊醫院圍欄內也安裝了一部相

信屬同型號的多鏡頭閉路電視，

其鏡頭是朝向一街之隔的拔萃女

書院；至於在浸大旁的東九龍軍

營亦有約 7 部同型號多鏡頭閉

路電視，型號跟上述兩處地點的

閉路電視相似。

金融中心亦不能倖免。中環

駐軍軍營亦新增了至少 4 套同

類多鏡頭閉路電視，其中 1 套

監控鏡頭朝向橫跨夏慤道和記大

廈行人天橋。位於西半山的西區

軍營也有鏡頭朝向英皇書院。

香港2019
區議會選舉

鼎、鄭泳舜、劉國勳；工聯會麥

美娟、陸頌雄及何啟明，實政圓

桌田北辰，以及何君堯。

建制派方面，原本第一大黨

的民建聯，派出 181人參選只取

得 21 席。工聯會同受重挫，派

出 62人，僅獲 5 個議席。自由黨

則有 5 席，經民聯 3 席，實政圓

桌 2 席，新民黨和公民力量則全

軍覆沒，議席數目歸零。

民主派料取 
117選委議席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26 日回

應選舉結果指，「不少選民都表

示希望透過投票表達對暴力不

滿，希望香港盡快回復平靜」。

她強調，目前未有得到中央要求

問責指示。至於會否答應民間提

出「五大訴求」，林鄭指已正式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認為，這

次選舉是承接反修例運動，相信

民主派整體得票上升是承載民

意，反映市民不會接受香港成為

警察城市及威權管治。

成功連任區議員的民主黨涂

謹申在港臺節目中表示，這次

民主派取得 388 個席位，預料

可囊括選委會 1200 個議席中、

117 個來自區議會界別的選委議

席；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謝偉俊

認為，結果令商界在選委發揮更

關鍵作用。

北京吃驚

香港 01 引述消息指，北京

對選舉戰果感到吃驚，雖然早知

建制派形勢不利，但直言沒想過

會輸得如此「慘烈」。有分析認

為，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

取得壓倒性勝利，北京高層對香

港局勢存在嚴重誤判，普通中國

民眾得到的相關信息嚴重扭曲。

《中國日報》選舉前在推特

上放言：「香港這次之所以這麼

多人參與投票，這麼高的投票熱

情，是因為香港民眾如此希望能

夠平息這場動亂。」似在暗示大

陸官媒已準備好了建制派取得勝

利的結果。但在結果揭曉之時，

「國家控制的中國媒體淡化了泛

民主派的勝利，宣稱選舉是「不

公平的」，受到了「操控」。」

《美國之音》報導說，「不過讀者

的反饋顯然受到了審查。在文

章的評論頁面，人們看到的是：

「抱歉，該內容暫時無法查看。」

圖為蔡英文及賴清德17日宣布搭檔參選2020總統大選。(CNA)

大批香港市民熱烈慶祝選舉結果。(Getty Images)

「蔡賴配」

民進黨此次總統大選的組合

「蔡賴配」被視為能最大限度爭

取綠營選民。 11 月 27 日賴清

德在「蔡賴配」成軍之後首次接

受媒體專訪。

賴清德坦承，他最初希望蔡

英文總統能考慮找其他人搭檔參

選 2020 年總統大選。後來主要

有感於蔡英文總統的誠意，以及

她所取得的進步，再加上自己的

責任，尤其是當台灣的民主現在

備受威脅時。

賴清德認為，2020 年台灣

大選的意義就是守護台灣，尤其

是香港局勢越來越不容樂觀的情

況下，賴清德認為自己有責任接

受蔡英文總統的邀請，組成「蔡

賴配」，而且民進黨總統初選早

已經過去了，現在是大家團結的

時候，大家都看得到蔡英文總統

的進步，比以往更加親民，更加

自信。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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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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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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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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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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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是香港的一個真正

的轉機呢？也就是區議會選舉民

主派大勝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咱

們由近及遠地說，首先是香港理

工大學的圍城露出了善解的曙

光，選舉一結束，數十名當選的

區議員立即前往理工大學要求警

方撤離。你看警察馬上就軟化

了，警方目前給的方案是和中學

校長、社區和心理專家組成安全

小組進到校園裡，勸說最後留

守的學生離開，不管夠不夠 18
歲，都按 18 歲以下的條件來處

理，第一時間不做拘捕，只做登

記。當然這是警方的又一個緩兵

之計，登記以後保留以後秋後算

賬的可能，等社會關注度下降以

後，再找機會逮捕起訴。

當然在過去的這個星期，美

國《人權和民主法案》在國會幾

乎無異議通過，也是帶來轉機的

重要因素。

第二個帶來轉機的效果是，

香港的民主抗爭這回有機會在基

層扎根、長遠發展了。這次選舉

民主派推出了大量政治素人和年

輕人。這些人作為新生代的社運

積極份子，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

是生活與搞政治之間的矛盾，得

去賺錢謀生那投入社會運動的時

間精力就有限了。而當選區議員

之後有工資、有辦公場所。香港

的區議員工資加上津貼和公務開

銷，較高的可以達到一年 70 萬

港元，比起立法會議員雖然低一

些，但也是一份穩定體面的工

作，這幾年間沒有了生活的後顧

之憂。新科區議員們還有機會深

入社區，摸索增進民主與改善民

生並行不悖的道路，這更是一個

難得的機會，年輕人不僅要有理

想有見識，還得實際有治理能

力，這對改變政治的基本生態非

常重要。

說回香港，第三個轉機是極

大鼓舞了港人和平抗爭的士氣，

有區議會選舉的民意表達為依

據，國際社會也會更有力地支持

香港，這就形成了海內外互相

加強的正反饋格局，就連明年 1
月份的臺灣總統選舉，也都會受

到香港民意的鼓舞。香港建制派

的慘敗，給臺灣那些紅媒、被中

共統戰的代言人以沈重打擊。

第四大轉機就是建制派的分

裂。這次大敗、給明年立法會選

舉帶來現實危機，林鄭月娥更成

為建制派的負資產。這就說到明

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和特首

選舉。香港的特首選舉委員會

1200 人，區議員佔 117 人，過

去之 117 票全都是由建制派掌

握，現在 117 票裡至少絕大多

數回到了民主派手裡，加上民主

派在特首選委會裡原本就有 340
多票，這就是大約 460 票。已

經超過了特首選委會的三分之

一，這樣民主派就有可能推出自

己的特首候選人。

同時在立法院，現在立法院

70 個席位中有 35 個席位由選民

直選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席裡，

有 6 個是由區議會議員裡產生

的。現在就創造了一個機會，如

果泛民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能拿

下直選議席的 85%，也就是 30
席；在區議會的兩個功能組別

裡，能拿到六席裡的五席，就有

總共 35 席了。在其他功能組別

裡再收穫個一兩席，在立法會的

總議席數就過半了。比如教育界

裡當選的議員一直是民主派的；

法律界當選的議員不是民主派的

就是無黨籍的，反正不是建制派

的。那麼立法會議席總數，非建

制派就能過半數，就是很現實能

實現的目標。

那對於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公報裡說的，要在香港推動國家

安全方面的立法、建立執行機制

的企圖就是重大挫敗。在香港立

法會就沒有通過的可能。這一幕

不是遙不可及的，又是一次重大

轉機。

堅守司法、收復立法、步步

推進，和國際社會互動，等待中

國大陸發生變化，這條香港的民

主道路是現實走得通的。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原文有刪節。）

民主派區
議會大勝 香港迎來四大轉機

◎文：文昭

自從前日王立強（化名）的爆料後，

我就收到不少類似的詢問，就是中國滲透

的部分，現實怎麼運作的？這次我們把重

點放在宮廟被滲透上。

宮廟系統是對臺滲透的一大突破口，

但這個破口是臺灣人自己造成的。回顧歷

史，宮廟的形成，最早都是在地的知識份

子、鄉紳捐錢興建，作為地方的信仰中心

跟集會場所，有些還兼做濟貧跟扶弱，具

有重要的政治跟社會功能。

眾所皆知，國民黨威權時代，不會允

許這種地方勢力的存在，宮廟團體必須跟

在地政府與黨組織聯繫，受到嚴格管控。

這讓宮廟組織跟國民黨地方政客搭上線，

直到威權時代結束，而經過數十年的刻意

打壓，教育系統有意識的抹黑，宮廟已經

變成知識份子避之唯恐不及的場域。不去

瞭解產生誤解，誤解加深誤會，最後讓我

們得到一種宮廟皆黑皆統戰的錯覺。其實

宮廟立場通常偏灰，內部大多採合議制，

委員彼此尊重各自的活動，這給了少數人

綁架整間宮廟的方法，也讓統戰委員主導

宮廟活動時，其他人覺得被罵統戰很不爽

的理由。

這類統戰活動在宮廟交流上特別明

顯，往往是由少數委員強勢主導，信眾則

以為信仰無涉政治，熱心參與，致使百年

老廟被掛上統戰宮廟的污名。

好比臺灣宮廟與中國交流的傳統三大

體系，玄天上帝、保生大帝、媽祖，在中

國有祖廟，中國多年前就積極以宗教交流

模式，灌輸臺灣的根在中國等意識形態，

藉此吸收大量信眾善款，前往中國修廟。

最有名的就是湄洲媽祖，可以確定全部都

是臺灣人捐贈的新廟，舊廟早就毀在無神

論的中共手中。這第一步弱化了臺灣人對

中國的戒心，自以為純粹是善良信眾，怎

會牽涉政治。

其次，透過媽祖來臺等活動，中國統

戰人員就可以堂而皇之進來臺灣，與各個

宮廟組織的人交流，第一線觀察臺灣宮廟

系統中，哪一些主委是可以吸收的。而不

巧的是，退隱的黑道大哥，回歸地方宗教

中心後，擔任主委或是幹事（人家退休

也是要找人生第二春的），通常沒有強烈

的國家意識，較容易因為提供優惠而與中

國合作。

但反過來說，只要臺灣願意投入資

源，這些被戲稱統戰宮廟的，百年老廟絕

對都會以臺灣為主。未來宮廟滲透的應

對，還是要回到民眾身上，到底對傳統信

仰抱持何種觀念，繼續堅持傳統都是落

伍，也不願意讓政府來協助監理的話，中

國滲透絕不會停止。

若用軍事行動去分析，宮廟運作的流

程符合「情蒐 – 威力偵查 – 進攻 - 增援」

的順序；水軍霸凌反對者、洗版帶風向，

與「進攻、固守、轉進」的步調相同。

這是一場無煙硝戰爭，你以為飛彈沒

有過來，戰爭就不算開打，是嗎？

臺灣宮廟燃起無煙硝戰火

美國抗爭者不會被白打

◎文：王立

2011 年 9 月 17 日， 有 上 千 名 民

眾湧入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示威，他們

主要為抗議大公司的貪婪和社會不公不

義，並批評美國政府在解決金融危機上

嚴重失能，聲稱 99% 的人已再無法再容

忍 1% 的腐敗。他們繼之發起佔領華爾

街（Occupy Wall Street）行動，觸發許

多人共鳴。同一時間，紐約警方則出動警

犬、騎警等防暴部隊控制場面，後續警民

對立升高，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紐約警方從一開始對聚集民眾採驅散

作業，但效果不彰，於是逐漸變相為高壓

壓制。諸如美國警方強力壓制抗議民眾

的畫面和內容，過去一段時間以來，不斷

被人用以合理化香港警察對付示威者的行

徑，甚且說遇到香港這般抗爭者，美國警

察也會有同樣的作為，宛如中共治下的港

警，不過比照美式水準辦理。

美國警方驅逐民眾是事實，朝民眾射

擊塑膠子彈是事實，對民眾噴灑胡椒噴霧

劑是事實，過肩摔民眾是事實；但一來，

當時美國諸多媒體、政治人物不無批判警

察過度使用武力，並指責那就是暴力，就

是犯罪，接下來，當時每一個受到警方過

度執法損害的示威民眾，事後皆有循司法

救濟賠償的管道和權利，也就是事件平息

後到 2014 年：當時被警方以塑膠子彈射

中頭部，造成腦神經受傷的抗議民眾史考

特歐爾森，最終獲官方賠償 450 萬美元；

那些因靜坐聲援被校警噴灑胡椒噴霧的學

生，共計 21 名，每個學生亦分別獲賠 3

萬美元；至於在抗議中被警察過肩摔的沙

黛阿多娜，則得到 2 萬 5 千美金的賠償。

當初抗爭期間，美國官方確實一度曾

以恐有「恐怖份子」滲入其間為由，為警

方升高驅散武力設定合理藉口。但從頭至

尾，警方多以阻礙交通、擾亂和不遵守秩

序之名對抗議民眾進行拘捕，前後計有

700 餘人被抓，但絕大多數不是被送往遠

離抗議現場的地方自行返家，就是很快就

獲得釋放，僅不到 20 人被以刑事罪另行

調查。

拿香港警察鎮壓抗議者比擬美國警察

的鎮暴之舉，相當無知。美警會追你追到

社區住家大樓下不給理由就把你帶走？會

像獅子抓兔子一樣衝過街把你飛扑壓倒在

地？會五六個人對你棍棒齊發，在你倒地

後繼續毆打？會當街用腳重踩已經摔在地

上民眾的頭？過程中有傳出美警性侵抗議

者？有那麼多聲援反送中卻離奇不明的青

年死亡？有美警直接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開槍射殺？會把身著醫護裝者雙手反綁集

中起來排排坐？有美警因為暴力執法搖身

一變成為網紅，還受到國家級禮賓招待？

就算美國警察也都力挺警察，美國獨立的

司法難道沒有還予那些被過度暴力對待的

抗議民眾一絲公道？

美警也有暴力，港警早就青出於藍，

而美國司法對抗議民眾事後除了觸法的懲

戒，還有救濟賠償，香港有？中國有？港

警那惡狠狠的模樣早超越了美警，偏偏司

法一環，完全不堪比擬。

（本文為《上報》獨家授權《看中國》）

◎文：李濠仲

區選當日一早許多票站已大排長龍，首六小時的投票率，已經打破了區選當日一早許多票站已大排長龍，首六小時的投票率，已經打破了

歷屆區選總投票率的紀錄（看中國攝影/周秀文）歷屆區選總投票率的紀錄（看中國攝影/周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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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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臺滲透在宮廟、網軍、紅媒這幾個方

面。這是一場無煙硝戰爭，飛彈沒有過來，

戰爭已經開打嗎？（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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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陷入「破產潮」

據法院公告網顯示，截至

11 月 20 日，房地產開發商的破

產數量已經高達 446 家，平均

每天就有 1.5 家房地產企業倒地

破產，創下歷史紀錄。

一直以來，房地產行業被認

為是挖金子的行業，中國富豪榜

的上榜人物也大部分都是房地產

商。為甚麼短短一年時間，近

500 家房地產企業就走到了絕

境，非死不可呢？近期，一份來

自廣東證監局的監管罰單可能透

露著當下房企深陷的困境。

11 月 14 日，廣東證監局對

外公布了對頤和地產信披與違約

等違規行為的情況，以及對公司

董事長予以警示的行政監管措

施。

據披露，廣東證監局調查顯

示，截至 5 月 31 日，頤和地產

共有 9 筆超過 1000 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未披露到期債務

違約，合計金額超過 50 億元。

而這家老牌房地產商所面臨的資

金危機，只是行業普遍危機的冰

山一角。

10 月，三盛宏業集團董事

長因難以向員工兌現公司理財，

淚灑現場。隨後，三盛宏業因涉

及交叉違約條款，被中誠信託查

封旗下資產，並宣布該信託計畫

提前結束，成立臨時監管小組推

進債務重組。三盛宏業，一個曾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過了這麼多年好日子的

房企，終於走到了生死存亡

的邊緣。銷售遇冷、拿地困

難、債務壓力山大，違約陰

霾籠罩，眾多房企掙扎在「活

下去太難」的窘境中。

經闖入房地產市場百強的企業，

就此隕落。

寧波銀億集團，一家原本擁

有 400億市值的上市房企公司，

也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向浙江

省寧波市中級法院申請重整。

從資金吃緊、銷售緊張，到

債務問題集中爆發，幾乎所有出

現問題的房企都經歷著相似的過

程。事實上，不僅是中小房企集

體破產，包括：五洲國際、新光

集團等大中型房企，也先後爆出

資金鏈危機。

高息舉債能否自救

業內人士認為，過去房地產

企業紅火，依賴的是持續不斷的

現金流和不受限制的高槓桿。如

今這種高槓桿擴張的模式，讓房

企財務費用率快速上升、籌資現

金流惡化、現金短債比快速下

降，成為壓垮房企的沉重枷鎖，

而各種融資渠道的「關閉」，令

房地產企業面臨雙面夾擊，令很

多公司活不下去。

房子賣不動、拿地困難、債

務違約迫在眉睫，在房地產商眼

裡，現在只剩下一樣東西——

「錢」，為了找錢，房地產商們

已經飢不擇食了，越來越多的房

企將海外借債作為救命的稻草。

據悉，今年以來，海外美元

債發行放量明顯，其中，高息舉

債成為這波債券發行的主要特

點。 7 月 12 日，泰禾集團公告

稱，其全資子公司擬計畫在境外

完成 4 億美元債券，並在新加

坡交易所掛牌，債券期限 3 年，

債券票面年息 15%，每半年支

付一次。當代置業更是以最高利

率 15.5% 的美元債發行刷新紀

錄。此外，天譽置業、弘陽地

產、新湖中寶、陽光城、中南建

設等多家房企，均在今年發行了

數額不等的高息美元債新券。

有數據顯示，截至 11 月 13
日，2019 年以來內地房企赴海

外發債規模約為 610 億美元，

接近去年全年發行總額（約 616
億美元），已經公布的融資計畫

則達 624 億美元。

「斷臂求生」

除了海外大規模高息舉債，

房地產商為了回籠資金也是絞盡

腦汁，不惜售賣地皮、股權，

以「斷臂求生」。為求得生存空

間，不少房企開始精兵減將、削

減庫存，今年 9 月，房地產行

業資深人士楊紅旭，通過公眾號

發布消息稱，負債千億的新湖中

寶開始準備賣地求生。

此前新湖中寶發布公告稱，

公司及全資子公司新湖地產集

團，將與融創房地產集團簽署

《合作協議書》，融創地產或其

指定方，將受讓公司持有的浙江

甌瓴實業有限公司和上海瑪寶房

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股權及相

應權益，交易總價款為 67.05 億

元，新湖中寶一次性獲益 5 億

元，此舉被業內稱為「割肉之

舉」。出售項目股權，割肉求

生的，還有華僑城、陽光 100、
上置集團、粵泰股份等在內的多

家房企。

另一個回籠資金的必殺技就

是降價銷售。今年 8 月，恆大

啟動「全員營銷」搶收計畫，優

惠最高可達 6 折。此舉迅速收

效，不到一個月，恆大便實現了

合約銷售金額 831 億元，刷新

了集團單月合約銷售金額歷史紀

錄。隨後，時代中國、融創天津

等兩家房企，先後被曝出要求全

員賣房、打折銷售。

今年雙十一，房地產商在線

拋出大量 5 折房源。其他優惠

減免及抽獎活動，更是數不勝

數，但房企的花式救生並未改變

整個行業的命運。易居房地產研

究院研究員王若辰表示，10 月

二手住宅價格有 31 城上漲、35
城下跌，相比 9 月，房價下跌

的城市數量增加 7 成。

在業內人士看來，房地產行

業的洗牌局開始，可以預見，房

地產行業的「馬太效應」會越來

越強。  

中國房企 寒冬已至

眾多房企掙扎在「活下去太難」的窘境中。（Adobe Stock）

阿里巴巴集團
在香港上市
11 月 26 日，阿里巴巴在香

港上市首日，股價收報 187.60
港元，較發行價 176 港元上漲

6.6%，首日股票成交總值為

139.9 億港元 (17.8 億美元 )，
為香港市場有史以來第三大首秀

成交值。

阿里巴巴美國存托股份

(ADS)25 日收在 190.45 美元，

由於每 8 股香港股份可以轉換

1 股 ADS，這意味著美國 ADS
的價格為每股 186.30 港元。

對於阿里巴巴而言，在香港

上市，中國內地投資者也可以間

接購買阿里巴巴股票，能得到更

多本土股民的支持，對阿里的股

價來說長期利好。

亞馬遜執行長傑夫 ‧ 貝佐

斯（Jeff Bezos）上週向數十個

團體捐贈了 9850 萬美元，幫助

無家可歸者。但是，這位世界上

最富有者之一的貝佐斯仍持續遭

受批判。

英國工黨領袖科賓在推文中

指出，貝佐斯的最新捐贈金額僅

佔其淨資產的「 0.09%」（根據

《福布斯》估計，貝佐斯的淨資

產約為 1,103 億美元）。科賓並

在推文中公開呼籲：你「只需納

稅」。這可能是指亞馬遜儘管

在 2018 年自曝當年的稅前利潤

超過 110 億美元，但所繳納的

聯邦稅卻為零。

據《福布斯》報導，貝佐斯

去年共捐贈了 1.31 億美元，相

比之下，億萬富翁沃倫 ‧ 巴菲

特去年總共向慈善機構捐款 34
億美元，而比爾 ‧ 蓋茨和梅琳

達‧蓋茨捐贈了 26 億美元。

財經簡訊

貝佐斯捐98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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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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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輛車供您選擇

原價

雙週 雙週

原價

您可選擇新車贈品

免費雪胎
汽油卡

四季腳墊
（一排和二排） 貸款經理 業務經理 銷售代表

$250
或 或

請憑此廣告領取贈品！*

大特賣 清倉價
全部庫存

（本版圖片：BMW官網）

【看中國訊】在為 8 系、6
系與 4 系都推出了四門轎跑車

款（Gran Coupe）後，寶

馬接續推出了首款緊湊

型四門轎跑——2 系

Gran Coupe 車款。

2 系 Gran Coupe 基

於寶馬新世代 FAAR 前驅

底盤開發。在外觀造型上，略

大的雙腎形水箱護罩搭配黑色

直列格柵，馬力最大的 M235i 
xDrive 車款則使用立體網

狀格柵。既然是轎跑設

定，車頂線條顯得更

流線，後擋風玻璃也

更傾斜，讓上方輪廓緩緩

收在車尾，營造出帥氣且動

感的樣貌。車尾搭載 L 形 LED

尾燈，搭配多層折線，讓後方

造型立體感提升許多。

針對這款車型，寶馬提

供 Basic、Advantage、Sport 
Line、Luxury Line 以 及 M 
Sport 等多款外觀套件可供選

配。

車內，除了擁有非常炫酷

的氣氛氛圍燈以外，全新的 2 
Series 還搭配了無窗框車門，

多功能方向盤，真皮電動記憶

座椅，10.3 吋的多功能液晶儀

表盤與 10.3 吋多媒體觸控式主

機，設計非常前衛的中控台以及

9.2 吋的抬頭顯示器等配備，內

裝整體看起來非常有質感以及運

動化，完全符合轎跑的特徵。

另外，該車系提供「Hey 

BMW」與語音聲控助理、手勢

控制、手機數位鑰匙等功能。

在 動 力 方 面，2 系 Gran 
Coupe 目前推出了 1 款柴油動

力車 220d，2 款汽油動力車

218i 及 M235i xDrive。 220d
搭載 2.0 升 4 缸渦輪柴油引擎，

最大輸出功率 140kW，峰值

扭矩 400Nm。 218i 使用的是

1.5 升 3 缸渦輪增壓引擎，最

大輸出功率 103kW，峰值扭矩

220Nm。

頂 規 性 能 車 型 M235i 
xDrive 配 置 2.0 升 4 缸 渦

輪增壓引擎，最大輸出功率

225kW，峰值扭矩 450Nm，搭

配 M xDrive 四驅系統，百公里

時速加速只需要 4.9 秒，如果選

用 M Performance 套件還能縮

短至 4.8 秒，極速為 250 公里 /
時。

安全配備部分，延續 1 系

的設定，2 系 Gran Coupe 也提

供多項駕駛科技，包含主動防撞

輔助與行人偵測、車道偏移警示

與輔助皆列為標準配備。另可選

裝盲點偵測、後方車流警示與煞

車輔助、ACC 主動車距維持巡

航與自動倒車輔助系統。

這款寶馬預計將於明年三

月登陸加拿大市場，競爭對手

為奔馳 CLA 和 A 級轎車款。

目前寶馬還沒公布會具體引進

哪款車型，外界估計引進 218i
與 M235i xDrive。

2019年11月28日—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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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別人溝通好，當然要

有能力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

不少人經常會忽略一件重要的事

情，那就是：溝通是雙向的！如

果你不能對人家「好好聽」，別人

十之八九就不會聽你「好好說」。

在面對面的溝通場合當中，

不應只靠一張嘴巴與別人溝通。

你如何運用你的耳朵、眼睛，以

及肢體語言，來表現出你聆聽他

人說話的專注程度，對於你跟別

人之間能不能良好溝通，會產生

非常重大的影響。

讓別人感受到認真在聽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多樣刺

激與令人分心事物的世界中，許

多人已經習慣於一心二用，甚至

多用，以致於在聽別人說話時，

一不留神，就會變成只是「用耳

朵聽」，而視線及注意力則似乎

放在其他事物上。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能會

認為我們真的有在聽，也聽進去

了，只是眼神及肢體語言沒有表

現出來而已。問題是，溝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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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不僅僅是一個標誌。
訪問加拿大最大的奔馳車行。體驗貼心周到的客戶服務和
便利設施。

快速便捷服務 內設美食館

31個維修塢 Country Hills兒童俱樂部

60多個車位的展廳 顧客勤務員和接待員

室內二手車展廳 免費的維修替換車

豪華客戶休憩廳 免費機場班車

有效溝通  從「聽」開始
Adobe Stock

點不只在於你有沒有真正聽進

去，更在於你的溝通對象能不能

感受到你的確認真用心地在聽。

積極聆聽的技巧

要跟別人有效溝通，不只要

學會「怎麼說」，更要學會「怎

麼聽」。

套句《食神》電影中的名言：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成功的

聆聽者。而那個「心」就是一種

心態。建立這個心態，加上一

些技巧，稍做練習，讓「積極聆

聽」成為一種習慣，你就會發現

自己可以經常處於良好的溝通情

境之中。這些技巧包括：

第一、保持專注。「專注」

是積極聆聽的最基本。不用擔

心「專心聆聽」會占掉你太多的

時間。只要跟別人之間能溝通良

好，就會替你省下更多的時間。

第二、保持眼神交會。成功

的聆聽不只需要注意「聽」，更

要專注「看」別人說話。在面對

面的溝通當中，別人會希望能夠

注視你的眼神，來確認你理解對

方說話當中的訊息。

第三、適時透過肢體語言，

來正面回應對方的發言。當你在

聆聽對方說話時，其實你已經在

進行溝通。透過點頭或微笑等肢

體語言來回應對方，告訴對方你

不只聽到了、聽懂了，也肯定對

方的發言，整個溝通自然容易朝

正面的方向發展。

第四、避免打斷對方發言。

除非有必要，避免中途打斷對方

發言，插話回答。如果你真的需

要中斷對方發言，請在對方已做

過一段完整陳述之後。一個有用

的技巧是：用重複對方發言或替

對方小結的方法，有禮貌地讓對

方發言暫時結束。無論如何，不

要讓「搶話回答」成為一種習慣。

第五、不要急於回應。你的

回應方式，會決定對方對於「這

個人有沒有聽進我說的話」的觀

感。如果對方一說完，你馬上回

答，對方可能會覺得你並沒有好

好思考過他剛剛所說的話，從而

造成他對於你接下所說的話，已

經有了先見為主的負面成見。你

可以略等兩、三秒的思考時間後

再回答。另一個實用技巧是，在

回應時，先重複對方的幾句話、

幫對方做個歸納，或請對方回答

一兩個釐清性的問題，例如說：

「你剛剛的意思是不是說 ......」
不管在對話溝通或人際關係

上面，積極聆聽都是非常有用的

技能。事實上，隨著經驗漸多，

一個年輕人往往會學到一件事：

在職場中，積極聆聽不只能促進

有效溝通，而且相較於那些在對

話中只知道表現自我的人，那些

深諳積極聆聽之道的人，往往更

能引起別人的注意與肯定，同時

在不知不覺中引導對話的走向與

結論。換句話說，那些知道如何

積極聆聽的人，往往還沒等到開

口，就已經具有極佳的說服力。

（文章選自：台灣《看》雜誌）

「今天的專題演講好精彩

喔！那個講師講的故事實在太有

趣了！」

「是啊，不過你怎麼有空來

聽呢？」

「我聽說是這麼有名的人要

來公司演講，當然不可以錯過

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負責的

專案不是明天到期嗎？我看你的

同事都在加班耶？」

「啊！對喔！我差點忘記

了！」

＊＊＊你是不是周遭有一些

迷迷糊糊的同事，經常老神在在

又慌慌張張？或者老實說，你自

己也是如此？

有些動物只看得見會動的獵

物，這一型人也是如此。根本的

原因在於他們很擅長捕捉有趣的

想法與情緒的變化。因此，只要

一個有趣的議題、字眼，都可能

勾起他們的情緒、回憶或想法，

甚至，一不小心就進入了那段回

憶或是幻想的模式中去了。

這一型的人，通常很認真的

「活在當下」，不太容易思考未

來，也很少回憶過去，除非勾起

了一些讓人情緒激動的經驗。這

樣的性格有其好處，例如思考靈

活有彈性，也很容易與人親近、

相談甚歡。但也有可能在職場上

產生許多困擾，例如：很容易

跟人雞同鴨講（別人跟不上他

的想法轉換），或者是很容易遲

到、無法準時完成任務（過程

中分心，或是被其他誘因引開、

樂不思蜀）等等問題。

那麼，有這樣特質的人，該

怎麼做才能保有自己的長處與自

信，又不至於給人帶來困擾呢？

以下有一些方法，或許有助於這

一型人生活得更愉快：

邊討論邊畫圖

開會時墊一張白報紙在桌

上，用塗鴉或文字記下有趣的討

論內容吧！這樣即使想法跑掉

了，看到這些圖或文字也會把你

拉回主題。

分段訂出期限點

與其到任務截止日的最後一

天前再來煩惱，不如把任務切

割，分段訂出檢查的目標點吧！

由於這一型人不喜歡枯燥無味的

生活方式（每天固定完成一點

任務），更不喜歡預先規劃事情

進度（排進度表，一想到頭就

暈），所以只要先訂出檢查的日

子（例如，一個月後要交，那

麼至少每七天檢查一次），然後

強迫自己那天坐下來，面對任

務，這樣多少會有進度的。

請人家陪你一起做事情

這是這一型人終極的手段，

但通常很有效。一些原本不願意

獨自面對的工作（如唸書、寫

報告），只要找到有人陪你一起

做，似乎也可以忍耐下去了，一

方面是覺得不好意思讓別人白白

陪你，二方面是不會覺得孤單。

但記得事成之後要好好答謝人家

喔！（文章選自：台灣《看》雜

誌）

不管是問雇主或員工，

職場中最重要的就業能力

是甚麼？「表達溝通能力」

肯定是前三名之一。不過，

「不知道怎樣跟別人有效

溝通」，偏偏也是許多職場

新鮮人感到棘手的問題。

◎文：劉孟奇

隨性所致  活在當下

職場42面相 ⑤

◎ 文：戴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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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爆炸的數位時代來

臨，你一定發現消費者早就和你

想像的不同。對品牌經營者而

言，不只要了解品牌如何成功，

更要看透背後之所以觸動人心的

商業行動。

BVG 全方位行銷顧問公司

創辦人徐有鍵，擁有多年的設

計、行銷經驗，擅長抓住企業的

獲利點。徐有鍵分析，現在處

於「行銷碎片化」的時代，琳瑯

滿目的行銷手法，很可能讓企業

只是短暫獲利，而非品牌經營長

久之道。徐有鍵談道：「品牌的

建立必須回歸到核心價值，找出

問題的根源和品牌的亮點。所有

行銷都要根據你的軸心來延伸、

執行。無論內容行銷、部落格行

銷、故事行銷都好，去做任何行

銷前你都要先找到軸心。」

「產品思維」與「品牌思維」

找到品牌的核心價值，才是

影響消費者決定的因素。

徐有鍵表示，對創業者而

言，首先必須清楚知道自己和其

他品牌不同之處，再來要很明白

自己為甚麼要創立這個品牌？自

己到底有沒有真正認同？他舉

例，一個洗髮精的品牌，為甚麼

產品要添加香味？首先要回頭想

你要做一個怎麼樣的品牌？哪些

族群會在意頭髮的香味？再根據

女性的心態年齡去做區隔，找到

每種族群適合的味道去強化、

優化。「真正關鍵是你夠不夠認

識自己？對競爭對手夠不夠了

解？找到核心價值，TA（Target 
Audience，目標受眾 / 目標客

戶）屬性就相對好找。例如需

要洗髮精的香氛可能是戀愛中

的女生，我們就建議品牌規劃

幾個系列，接著找 KOL（Key 
Opinion Leader，原指關鍵輿論

領袖，後來泛指網路紅人）代

言也能很精準，訴諸感性的需求

才有辦法把價值再提升。」

徐有鍵認為，影響消費者

的決定，常常不是產品的「功

能」，而是用了商品之後，消費

者會提升哪一方面的價值？會變

成一個怎麼樣的人？會得到哪一

種美好的情緒？能得到哪些價值

回饋？

許子謙、米卡的《用行銷改

變世界》提到「產品思維」和「品

牌思維」的差異，就在於「產品

思維」的行銷，會刻意營造出某

個特別的體驗，雖然消費者也喜

歡，但這些體驗都比較短暫。也

由於每一個事件所帶來的情緒和

價值可能不盡相同，也就比較難

以連貫，或是容易把消費者的口

味越養越重。

品牌則不同，傾向展現出內

在特質和魅力，讓消費者覺得這

個品牌的形象跟自己相符。「品

牌行銷」代表的是品牌和消費者

之間有共感，重視內在情感的溝

通和接觸，讓消費者知道這個品

牌和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是朋

友，有相同品味，甚至是對未來

目標相似的人。

「打造一個品牌要深度挖

掘，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到，要能

理性、感性兼具。如果只有理

性，就很難展現價值，只能和別

人拚價格。但是品牌永遠都應該

是為了價值、為了永續經營而存

在。」徐有鍵強調。

真正了解你的消費者

徐有鍵談道，臉書出現之後

落到最大的陷阱，就是做廣告的

時候點進後台去選擇興趣就以為

有分類了，可是並不會有「怕蟑

螂」、「喜愛漢方草本」這種選

項，那要怎麼找到精準的人？通

常必須經過幾次規模性的試用，

不是發放免費的商品，試用品必

須負擔運費，找到真的對產品有

興趣的人，接著再進行訪談。

他認為很多人不知道消費者

為甚麼喜歡自己，也不了解為甚

麼他想買你的產品。唯有了解品

牌價值，再從消費者身上知道他

們喜歡你的原因，是不是符合你

設定的價值主軸，這樣才能真正

了解你的消費者，找到鐵粉。

《哈佛商業評論》曾經提

到，每年大約有三萬個新消費

產品問世，高達 90% 產品都失

敗，原因時常是過度聚焦在產品

技術的發展，或過度與競爭對手

比較。創新的焦點如果不是放在

消費者身上，最後就很容易失

敗。消費者早就陷入選擇疲勞，

因此可以想的是，太過強調自己

和競爭對手之間極小的差距，到

底是不是消費者真正關心的事？

個案淺析

圍繞「品牌如何找到自身的

核心價值」，「水根肉乾」和「生

活好好甜點」都深耕已久，創建

找到核心價值 打造品牌力
◎文：曾允盈

出了具有的品牌。

來自彰化的「水根肉乾」，

已有 59 年的歷史，第三代邱信

翰接手後，承襲祖輩和父輩對這

個傳統店鋪的期許，保留手工拍

打肉乾的技術。製作肉乾必須人

眼仔細觀察，再延紋理用力拍

打，筋才不會斷裂，才會好吃。

除了美味，堅守著水根無可取代

的傳統價值，並在包裝與行銷手

法上進一步提升品牌的好感度和

信賴感。

創辦「生活好好」低升糖甜

點的馮云，既是導演又是創業

者，在網路上有一定數量的粉

絲。她表示就是想做自己有興趣

的事，分享好好生活的方式，核

心價值明確。對於消費者而言，

如何判斷品牌是真正關心自己，

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就看

品牌有沒有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跳脫自吹自擂，只著重強調

產品優勢的行銷方法。真正成功

的品牌，通常會讓消費者暫時忘

掉商品規格上的強弱之分，而是

能夠滿足消費者情感上的需求，

獲得認同和共感，進而成功接收

到品牌的價值與信念。

◆文章轉載自《看》雜誌第 196期 

（原文有刪減）

(Fotolia)

▲徐有鍵，擅長從品牌的核心價值出

發，精準剖析行銷數據。吳長益攝影

銷售顧問（國 / 粵 / 英語）
銷售經理（粵語 / 英語）

電話：403-650-8382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Cyang@southpointetoyota.com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  文：曉嵐

漢彩繪木雞棲架

「呆若木雞」竟是
指深藏不露的高手！

「呆若木雞」就是一則與中

國「雞文化」有關的成語，它是

從《莊子》故事中引申而來的，

現在人們在形容一個人思想呆

滯，痴傻憨愚時，常會用到它。

但您可知道它原本的含義，

可不是用來形容人頭腦笨拙，相

反是一種大智慧的表現呢！

《莊子‧達生》齊王的

無敵「木雞」

「呆若木雞」這句成語出自

《莊子 ‧ 達生》篇。內容主要在

敘述紀渻子將一隻普通的雞，訓

練成「打敗天下無敵手」之鬥雞

的過程。

相傳，春秋時代，民間流行

一種鬥雞的娛樂活動，齊王也很

喜歡，所以便請來一位名叫紀

渻子（渻，音「醒」）的馴雞高

手，來為他訓練鬥雞。

紀渻子開始馴雞後的第十

天，齊王問道：「孤王的雞馴得

如何了？」紀渻子回答道：「還

不到時候，因為大王的這隻雞很

驕傲，總是高昂著頭。」

又過了十天，齊王又問，紀

渻子還是搖頭說：「還不行，別

的雞一走動，一叫嚷，牠就害

怕，再等一陣子看看。」過了一

個月，齊王很著急，可是紀渻子

唐時期，女鞋的款式變化主要在

鞋頭上，或圓、或方、或尖，或

分為數瓣，或增至數層，但均是

高頭鞋翹設計。

古人為何對鞋翹如此情有獨

鍾呢？首先，鞋翹與鞋底是一

體，這樣鞋底與鞋幫便不易開

裂，耐穿。再者，古人多穿裙

袍，鞋翹能托住裙邊，裙袍便不

會被踩在鞋底而跌倒。此外，鞋

翹設計還包含著古人的美好願

望，希望穿上鞋尖高高的鞋子，

能夠「步步高升」。

並且鞋翹還有防身、自衛的

功能。貴州苗族女性過去在做鞋

翹時往往在鞋翹裡暗藏刀片，在

遭遇侵襲時，這刀片就是擊退色

狼、保護貞潔的秘器。

刺繡工藝的興起

在鞋上繡鴛鴦一類飛禽圖案

中國古代非常注重服

飾文化，鞋子作為服飾的一

部分，當然也受到了人們高

度的重視。古人曾經創造非

常豐富的鞋文化，甚至還有

極為嚴格的禮儀規範。

在古代，鞋被泛稱為「足

衣」，除了具有裝飾功能外，有

的還是等級的標誌。在魏晉南北

朝時期，甚至連鞋子的顏色都有

嚴格規定，並且忌諱穿顏色、款

式不一的「鴛鴦鞋」……除了這

些，您知道古人對於穿鞋還有哪

些講究？又有哪些有趣的事嗎？

古人穿鞋不分左右腳

在古代，穿鞋是很講究的。

上朝時穿「履」( 音「呂」)，祭

祀時穿「舄」（音「夕」），家居

時穿「屣」（音「喜」）；夏季穿

葛草做的鞋，冬天則穿皮屨 ( 音
「句」)。

對現代人來說，鞋子有左右

腳之分，這是大家公認的常識，

但在古代，鞋子可是不分左右

的。不分左右的鞋子又叫「正腳

鞋」，也叫「直腳鞋」。那麼，

古人的鞋子為何不分左右呢？

這與古代人忌諱穿顏色、款式

不一的「鴛鴦鞋」有關。在古人

眼裡，兩隻鞋必須一模一樣，兩

隻不一樣的「鴛鴦鞋」被視為不

潔，只有賤民才穿。

古代鞋履等級區分很嚴格，

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連所穿鞋

子的顏色都有嚴格規定，北魏孝

文帝就曾規定鞋履的顏色「士卒

百工無過綠、青、白；奴婢侍從

無過紅、青，犯者問斬。」

西晉朝廷則規定，凡市儈必

須一腳穿白鞋，一腳穿黑鞋，這

種一雙鞋分黑白兩隻的現象，古

人稱之為「黑白兩道」，便是最

初「鴛鴦鞋」的來歷。後來，由

於商人關係複雜，進而衍生出了

現代含義的「黑白兩道」。

古人穿鞋先試左腳

雖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

買鞋還是講左右的。試鞋時，一

般會先伸左腳，只要左腳能穿

下，右腳就不用試了。因為人的

左腳一般比右腳稍長一些，這與

手剛好相反。

比較特別的是，古人買鞋

不講尺碼，只說鞋號，稱「腳第

幾」。另外，您也許會好奇，

古代的鞋子穿起來舒適嗎？其

實，古代製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

軟，如草鞋、麻鞋，即使是使用

動物皮當材料的鞋，也會製作得

很柔軟，所以古代的鞋是相當舒

適的。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

相對寬鬆，尺碼比較大，不會有

穿不上或是磨腳的現象。

鞋頭有高高的「鞋翹」

鞋翹是中國古鞋的代表性特

徵，早在上古時期就已出現。到

漢代則出現了革命性的履頭絇分

歧設計，即所謂「歧頭履」。隋

◎  文：美慧

做裝飾的鞋稱為繡花鞋，在古代

是很常見的。特別是漢唐以後，

婦女常用鴛鴦圖案裝飾鞋履。

唐代詩人令狐楚在《雜曲歌辭 •
遠別離》一詩裡即說：「玳織鴛

鴦履，金裝翡翠簾。」除了繡鴛

鴦，還有在鞋頭上繡鳳頭、雀

頭、伏鳩等圖案。

繡花鞋的出現傳說與晉獻公

有關。春秋戰國時，晉國原先是

個小國，晉獻公當上國君後勵精

圖治，擴展疆土，一舉吞併了十

個諸侯小國。之後晉獻公命令宮

中所有女子的鞋面上必須繡上石

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欽定

的十種花果紋樣，同時還下令全

國平民女子出嫁時必須以這種繡

了紋樣的「十果鞋」作為大婚禮

鞋。當時稱此種圖案的繡花女鞋

為「晉國鞋」。從此晉國的刺繡

工藝便逐漸發達，從鞋面發展到

其他衣飾上。

有趣的是，在晉獻公之後

三百年的荀子（約前 316 年－

約前 237 年），因為民間的針繡

工藝發達，對針繡相當有研究。

他在《荀子‧賦》中詳細記

錄這項工藝。他說鐵針不僅「既

以縫表，又以連裡」「既能合

縱，又善連橫」。針織成果則

是「下覆百姓、上飾帝王」，貢

獻卓越！

「繡花鞋」 
常被作為定情之物

從古至今，戀愛中的人都有

一個習慣，就是送定情信物給心

上人。現在多為鮮花、鑽戒。但

是古代最常見的定情信物不是甚

麼名貴首飾，而是繡花鞋。

實際上，在少數民族中也有

贈鞋習慣。如廣西地區毛南族的

女孩與男孩子定情時，會贈對方

「欖子鞋」；而鄰近地區的仫佬

族姑娘在「走坡」節慶時，就會

去觀察節慶上中意的郎君，去猜

測情郎腳的大小，做雙繡花鞋，

下次會面時作為定情物送給他。

古代女性熱衷「鞋卜」

鞋在古代還是一種占卜工

具，即所謂「鞋卜」。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鳳

陽士人」條，就有鞋卜的故事。

說道丈夫外出半年後未歸，年輕

妻子唱道：「黃昏卸得殘妝罷，

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

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

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

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

著紅繡鞋兒占鬼卦。」

至於古代怎麼用鞋子來占

卜，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占法。

用鞋占卜或與纏腳有關，是流行

於古代女性中間的十分獨特的占

卜形式，女人常用它來預測她們

的丈夫或情人何時回來？是否回

來？鞋卜是凶是吉，是好是壞，

要看鞋頭和鞋口的朝向。

戲曲家李開先《一笑散》中

的「鞋打卦」詩最後四行是這

麼說的：「不來啊，跟兒對著跟

兒。來時節頭兒抱著節頭兒，丁

字兒滿懷，八字兒開手。」

古人穿鞋的習慣及趣事

唐代麻線鞋

唐太宗在宮內接見松贊干布派來的吐蕃使臣祿東贊的情景。（公有領域，下同）

明朝高底弓鞋 明朝尖頭弓

◎  文：官筱彤

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

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

一生真偽復誰知。

——唐 ‧ 白居易〈放言五

首‧其三〉

〈放言〉為白居易所寫的

詩，共五首，本詩為第三首。在

〈放言〉這五首詩中，白居易根據

自己的閱歷，分別就社會人生的

真偽、禍福、貴賤、貧富、生死

諸問題縱抒己見，以表明他對當

時社會政治的態度並告誡世人。

〈放言五首 ‧ 其三〉以通俗

的語言說明了一個道理：若想對

人、事得到全面的認識，需要經

過時間的考驗，並從整個歷史去

判斷，不能只根據一時一事的現

象來下結論。

以詩言志的白居易

白 居 易（772 年 － 846
年），唐朝大詩人，作詩主張淺

顯通俗，書寫民情，體察時政，

開創了新樂府詩派。他和元稹交

情深厚，常有互相唱和之作，兩

人被並稱為「元白」。

元稹因得罪權貴被貶，作

〈放言〉五首遣懷，白居易對這組

詩極為讚賞，認為它意古詞新，

古 典 詩 詞 名 句試玉要燒三日滿
超越前人。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

馬後，在江上獨吟元詩，感慨萬

千，乃作詩唱和，發表自己的想

法，其中以第三首流傳最廣。

試玉要燒三日滿

白居易借〈放言五首 ‧ 其

三〉這首詩告誡世人：不要被事

物的表象所蒙蔽，謊言終究敵不

過時間的考驗，無論是人的善

惡，還是事物的是非黑白，真相

終會大白於人間。

就如同當年周公輔佐成王的

時候，曾被人懷疑他想圖謀篡

位，王莽輔佐西漢平帝，在還沒

有篡漢之前，表現得十分謙恭，

並禮賢下士，如果周公和王莽在

大家沒知道真相之前就去世了，

那麼他們真正的品格就沒人能夠

知道了，因此，對於複雜的人

事，我們不能過早下定論，也就

是——試玉要燒三日滿。

周公恐懼流言日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

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

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

王，並制作禮樂，定下了周朝基

業，深得人們愛戴。

武王病重時，民心不穩，周

公唯恐天下大亂，於是自己寫冊

文祈求祖宗，願意用自己的生命

來為武王祈福。隨後將冊子藏在

一個金屬盒子裡，內容沒有讓其

他人知道。可惜武王依然不幸駕

崩。此時成王年幼，周公只能盡

心輔佐。周公無微不至地關懷年

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厲

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下自己的

指甲，並將它沉到大河裡，然

後，對河神祈禱說：「成王還不

懂事，有甚麼錯都是我的。如果

要死，就讓我死吧！」後來，成

王的病果然好了。

周公怕天下人聽說武王已死

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處理

政務，主持國家大權。當時周公

堂哥管叔、蔡叔見君王年幼，意

欲圖謀不軌，但忌憚周公威望，

於是，便在列國散布流言，說周

公欺侮幼主，圖謀篡位。

周公雖然無奈，卻也無法證

明自己的清白，為避流言所害，

便辭去相位，避居東國。他整天

心懷恐懼，害怕眾口鑠金，被國

人誤解成亂臣賊子。

管叔、蔡叔陰謀得逞，高興

之餘，暗中部署，準備作亂。就

在這危機之際，天空突然降下大

雨，電閃雷鳴，其中一道雷電劈

開周公供奉在宗廟前的金屬盒

子，裡邊的冊文暴露出來，成王

讀了裡邊的冊文後，才明白叔父

捨己為人的崇高品德，於是用隆

重的禮儀把周公請了回來。

假如，周公在沒來得及還政

於成王的時候就死掉了，那他的

聲名肯定和現在完全不同，無怪

乎，即使像周公如此無私的人，

都要擔心自己會被流言所傷了。

公有
領域

仍然搖頭，要齊王再耐心等上一

陣子。

呆若木雞 大智若愚
直到四十天後，紀渻子才向

齊王稟報：「鬥雞訓練成功了，

這隻雞既不驕傲，也不害怕，別

的雞叫囂，牠都能心神安定如

常，看上去就像一隻木頭雞，不

驚不動，其他的雞見到牠，都

嚇跑了，牠已是天下無敵的鬥

雞了。」齊王聽了十分高興，後

來，這隻雞上陣迎敵，果然皆無

對手。

現在人們喜歡用「呆」來取

笑反應比較緩慢的人，但從《莊

子‧達生》篇的內容來看，「呆」

可沒有不好的意思，而「呆若木

雞」更是上乘之兵法，不戰而屈

人之術，就如同「大智若愚」一

樣，是大智大慧的表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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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在《原毀》一文中

寫道：「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

人也輕以約。」指古之君子對自己要求嚴

格而全面，這樣就能及時改過，不斷向上；

對別人寬容而平易，使別人樂於為善。寬

容是一種智慧，是道義堅守中的包容，是

對他人的關愛和負責，它需要有寬廣的胸

襟和與人為善的心態。古人注重修身，時

時觀照、省察自己，並且能用寬容的心，

涵容他人過失，不僅自己的德業可以增

長，也能夠感化、善化他人。以下為古籍

中記載的兩則故事。

將相和

戰國時期，趙國文臣藺相如因出使秦

國不辱使命，「完璧歸趙」，功勞卓著而

被封為上卿，位在武將廉頗之上。廉頗對

此很不服氣：「我是趙國大將，有攻城野

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只憑言辭立下功勞，

職位卻在我之上。我感到羞恥，遇見他時

一定要羞辱他。」藺相如得知後，盡量迴

避，不和他碰面。有一次乘車出行，遠遠

看見廉頗的車隊，馬上叫御者把自己的車

轉入橫巷，等廉頗的車子過了之後才出來。

藺相如的門客以為他畏懼廉頗，一齊

說道：「我們因仰慕您的高德來投奔。現

在您職位在廉頗之上，卻躲他、怕他，

就是普通人對此也感羞恥，更何況是將

相呢！我們無才，請允許我們告辭！」藺

相如堅決挽留他們，說：「你們看廉將軍

與秦王相比，哪個厲害？」門客回答說：

「廉將軍不如秦王。」藺相如說：「以秦王

那樣的威勢，我藺相如敢在秦國朝廷上講

道理，呵斥他。相如雖不才，難道害怕廉

將軍嗎？但我想到，強大的秦國之所以不

敢侵趙，只因為有我們兩人在啊！現在如

果兩虎相鬥，勢必不能共存。我對廉將軍

容忍、退讓，是把國家危難放在前面首先

考慮！」廉頗知道後，就赤背負荊，到藺

相如家請罪，說：「我是個粗鄙的人，想

不到您寬容我到這樣的地步啊！」從此二

人前嫌盡釋，成為生死之交。這就是「負

荊請罪」典故的由來。

 自古以來，知錯能改是一種品德，廉

頗能夠幡然悔悟，「負荊請罪」，受人稱

讚。而藺相如在矛盾衝突中採取忍讓、求

同的態度，以國家利益為重，置個人榮辱

度外，其道義至上的君子風度更是後世效

法的楷模。

宰相肚裡能撐船

三國時，蜀主劉禪遵諸葛亮遺表任用

蔣琬為相。當時，蜀國新喪主帥，外有強

敵，朝內惶懼不安，蔣琬雖初總朝政而鎮

定自若，「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

止，有如平日」，因而民心迅速安定。

 蔣琬為人寬厚，他的屬下楊戲性格孤

傲，訥於言語。蔣琬與他交談時，他經常

不作回答。有人看不慣，在蔣琬面前說：

「楊戲這人對您如此怠慢，太過分了！」蔣

琬坦然一笑，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當面順從而背後非議，乃古人所不為。讓

楊戲當面說讚揚我的話，那可不是他的本

性；讓他當著眾人的面說我的不是，他會

覺得我下不了臺。其實，這正是他為人的

可貴之處。」後人稱讚蔣琬「宰相肚裡能撐

船」，這個典故也一直流傳下來。

督農楊敏曾說蔣琬：「做事憒憒，誠

非及前人。」說他做事比起前任丞相差之

太遠。有人告訴蔣琬要求將其治罪，蔣琬

卻不追究，說：「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

也。」後來這人犯事，別人都以為蔣琬會

藉機報復，但蔣琬反而大度的為他求情。

別人忍不住為他抱不平，他卻心平氣和地

說：「我本就不如前任丞相，這是事實，

有甚麼怕人說的。對於他犯事，我只希望

能秉公對待。」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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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的故事兩則

An old Chinese saying states, “Ancient 
gentlemen are strict with themselves down to the 
last detail, while treating others with leniency 
and giving them latitude.”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demanding of themselves so that they 
can constantly improv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treat others with tolerance, which allows others 
to do good. Tolerance is a type of wisdom that is 
found while being steadfast to righteousness. It is 
consid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wards others, 
which requires one to be broadminded and kind. 

Zi Gong once asked his teacher Confucius, 
“Is there a single word that I can follow as a 
guiding principle for my life?” Confucius replied, 
“Forgiveness is probably that word.” The ancient 
people focused on self-cultivation, constantly 
inspecting themselves while being tolerant and 
forgiving. This increased their own virtue and 
influenced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Below are two 
stories from ancient times.

General and Prime Minister in Harmony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n Xiangru 

was an envoy from the State of Zhao to the State 
of Qin who was able to “return the jade annulus 
to Zhao.” His performance eventually earned him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a position above that of 

General Lian Po. Lian Po did not agree and said 
publicly, “I am a great general of the Zhao, and I 
earned my status by conquering many cities. Lin 
Xiangru got a higher position just by talking. I feel 
ashamed. I shall embarrass him when I see him.” 
Hearing what Lian Po said, Lin Xiangru tried to 
be tolerant and avoid a confrontation, including 
steering clear of Lian Po's entourage when he saw 
them coming.

Lin Xiangru's squires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Lin was afraid of Lian Po. They told him, “We 
came to serve you because of your sublime virtue 
and morality. Although your position is higher, 
you are afraid of him and try to avoid him. Even 
an ordinary person would be ashamed to do that. 
Please grant us our leave.”

Lin Xiangru firmly asked them to stay 
and said, “Which person do you think is more 
powerful: Lian Po or the King of Qin?” “The 
King of the State of Qin, of course,” answered his 
squires, as the State of Qin was the most powerful 
at the time. Lin Xiangru then said, “I dared to 
argue with the King of Qin and scold him. Even 
though my abilities are limited, why would I 
be afraid of General Lian? The reason the State 
of Qin has not dared to invade us is because of 
General Lian and I. Two tigers cannot co-exist if 

they fight. I tolerate his behavior and defer to him 
because I place the welfare of the nation over my 
own personal pride.” Hearing what Lin said, Lian 
Po came to apologize to him, with thorns wrapped 
around his bare back, saying, “I am only a rough 
brute. I did not expect you to be so tolerant of 
me!” All resentment between them disappeared, 
and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Being able to correct one's mistakes has 
been considered a virtue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people praised General Lian Po because he could 
sincerely repent and mend his ways. Lin Xiangru’s 
tolerant attitude during conflict and placing the 
nation's interests above his personal pride is the 
righteous demeanor of a gentleman that people in 
future generations modeled after.

The Prime Minister with an Open Mind 
and Broad Heart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20 – 
280 AD) in the State of Shu, Zhuge 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left a message for his King, Liu 
Shan, when he died. He recommended Jiang Wan 
to be appointed as prime minister. At that time, the 
people of Shu were fearful and uneasy because 
they had just lost their key leader and powerful 
enemies were threatening their borders. Although 
Jiang Wan was new to managing national affairs, 
he was calm and looked at the big picture. He was 
even-tempered and always appeared composed. 

Seeing how he conducted himself, the people's 
anxiety subsided. 

Jiang Wan was generous and kind. His 
subordinate, Yang Xi, was aloof and often did not 
respond when Jiang Wan spoke to him. Someone 
said to Jiang Wan, “It is too much that this Yang Xi 
slights you like that!” Jiang Wan smiled and said, 
“Like people's faces, everyone's thoughts are also 
different. The ancients would not agree to things 
to your face and then criticize you behind your 
back. It is not his temperament to praise me openly. 
He feels that I will lose face if he criticizes me in 
public. This is his character and something to be 
valued.” Later people complemented that Jiang 
Wan’s heart was broad enough to hold a boat.

Agricultural Governor Yang Min once 
described Jiang Wan as "timid and inferior to 
his predecessor.” Someone reported this to Jiang 
Wan, intending that Yang be punished. Jiang Wan 
ignored him and said, “I am indeed inferior to my 
predecessor, without question.” When Yang Min 
committed a crime later, everyone thought that 
Jiang Wan w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for revenge. 
Instead, Jiang Wan pleaded for leniency on his 
behalf. When people brought up Yang's earlier 
slight, Jiang Wan calmly said, “It is a fact that I 
am truly not as good as our former prime minister. 
Everyone knows that,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hide 
it. As for his crime today, I wish for him to be 
treated fairly.”

 Two Stories About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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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澳大利亞東部森林大

火肆虐，除了數上百幢房屋被

焚燬，上千人被撤離，還有 350
只考拉在大火中喪生。這次大火

是由十月底的一次雷電引發的，

不過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在澳

洲除了天然因素，鳥類也會蓄意

縱火。資深消防員迪克．尤森

（Dick Eussen）曾表示：他親

眼見過鳥類縱火。

據澳洲媒體報導，1980 年

代，尤森在澳大利亞北部卡卡杜

國家公園附近的一個礦山執行滅

火任務。面對這種野火，最有效

的方法是先清理周圍的可燃物，

開闢出一片隔離帶，等著火焰自

然熄滅。經驗豐富的尤森迅速控

制了一塊著火點，並將周圍清

空。沒想到他剛剛清理完，新火

點居然出現了。

尤森納悶，明明已經隔離了

火苗，怎麼突然又著火了呢？他

抬頭望了下天空，發現 20 米外

的空中掠過一隻嘯栗鳶，爪子裡

抓著一根還冒著煙的樹枝。只見

它不慌不忙地將樹枝一丟，在

另一塊地方點起新火，展翅高

飛。那天，那只嘯栗鳶一共點了

7 處火，而尤森也緊跟著滅了 7
處火……

如果說尤森那天看到的只是

意外，不值得人們以此斷定澳洲

的鳥會縱火，那麼接下來的經

歷，就讓人不得不相信了。

2012 年 9 月，昆士蘭附近

的一條高速路旁著火，尤森又

目擊了一次類似事件。當時尤

森發現一隻黑鳶在沒著火的路

側丟了根燃燒的樹枝，成功地

把火引過了路。而同樣身為消

防員的內森．弗格森（Nathan 
Ferguson） 也 表 示，2001 至

2002 年間，他有一次親眼目睹

數百隻鳶在火場附近盤旋翻飛，

其中幾隻成功引燃了 50 米外本

沒著火的草地。

為了研究是不是全世界的都

有這種會縱火的鳥，有人還專門

收集了西非、巴布亞新幾內亞、

巴西、美國南部等地的火災信

息。結果發現，這種蓄意縱火行

為，似乎只是澳大利亞猛禽的

「獨門手藝」！

鳥兒為何要點火？

我們都知道，對於不會飛的

野生動物來說，每一場火災都是

致命的。但對於那些會飛且食肉

的鳥類來說，每場火災可能都是

它們的盛宴。在森林火災中，經

常可以看到鳥類盤旋蹲守在火場

附近，伺機襲擊那些試圖逃離的

小動物，比如蝗蟲、老鼠和蜥蜴

等，就是猛禽們重點觀察的對

象。有證據表明，某些鳥類會故

意的放火作為一種狩獵策略。這

種現象被稱為「鳥類火災」。

Roberts 是個對鳥類學和

人類學都很感興趣的律師。從

2011 年到 2017 年間，他做了

實地採訪以及民族志研究，記錄

了逾 20 件猛禽縱火目擊報告。

目擊者包括牧民、消防員、研究

人員、原住民。

通過大量分析和觀察，

Roberts 發現澳洲常見的三種縱

火猛禽分別是：黑鳶、嘯栗鳶、

褐隼。其實，關於鳥類可以放火

燒山的事，世世代代生活在澳洲

土地上的原住民一直都知道。在

當地的原住民社區中，他們將這

些鳥叫做「火鷹」。 

2000 年，吉爾．普萊斯第

一次將她無法遺忘的困惑，告訴

了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教授詹姆

斯．麥高。

麥高和其他研究者開始了對

普萊斯這種超記憶能力的探究。

根據普萊斯對於自己記憶的描述

以及對其大腦掃描結果進行分析

後，麥高說：「根據在她個人身

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她從 10 歲

到 30 多歲的日記，以及她家人

的回憶，她的記憶的確是超出常

人的。」

他說：「但更加令人感到吃

驚的是，雖然她記憶超群，她卻

沒有用任何的死記硬背之類的

記憶技巧。」研究者們根據她的

這種症狀，創造出一個新的詞

彙——超憶症，意為超出常人的

自動記憶功能。

研究者們認為，「超憶症」

是一種極為罕見的醫學異象，屬

於無選擇記憶的分支，臨床表現

為大腦擁有自動記憶系統。有

「超憶症」的人利用左額葉（通

常這個區域是用來處理語言的）

和大腦後方的後頭區（通常用

來儲存圖片記憶）儲存長期記

憶。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在潛意識

下發生的。具有超憶症的人，沒

有遺忘的能力，能把自己親身經

歷的事情，記得一清二楚，且具

體到任何一個細節。

與麥高教授一同參與研究的

拉里．凱西爾認為：「記憶一般

會通過大腦中的海馬體，然後在

這一部分停留。所以，擁有超憶

症的人肯定在這個區域與常人不

同。」他在對普萊斯的腦部進行

掃描時，發現尾狀核和顳葉這兩

個區域和普通人相比有明顯的異

常。凱西爾解釋稱，尾狀核通

常會建立大腦「自動的習慣」，

而顳葉則負責「收集和保留事

實」。當這些大腦區域協同工

作時，它們創造了一個類型的事

件的自動記憶過程。

看到麥高團隊對普萊斯的研

究後，美國威斯康辛州洛克羅斯

市的男子布拉德．威廉斯（Brad 
Williams）也加入到這個團隊

中。因為他也是一個「無法遺

忘」的人。

威廉斯是洛克羅斯市中西部

家庭廣播電臺的新聞主播和兼職

演員，他能夠清楚地記得生活中

每天發生的大小事，回憶某些事

件的速度，甚至比人們搜索谷歌

來得更快。因此他也被譽為「人

體谷歌」。

威廉斯說，自己一開始並沒

有意識到自己有甚麼特別的能

力，直到有一次他和兄弟一起翻

看小時候的度假照片時，他才發

現自己能夠清楚地記得度假時發

生的所有事情，包括旅館的名

字、所吃的午餐、每天的具體遊

覽路線，以及度假時所見到的一

切。而他的兄弟對幾十年前發生

的事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威廉斯的大腦就像是一部電

腦，生活中所發生的每一事件，

都會在他的大腦中編成目錄。

他一回憶，就能立即從「大

腦百科全書」中找到所需要的東

西。包括某則新聞發生的具體日

期，甚至事發當天的天氣情況。

威廉斯的弟弟艾瑞克，是美

國加州格倫代爾市的電影劇本作

家。他和家人經常用萬年曆對威

廉斯進行測試，他們只要說出某

年某天，威廉斯就能立即說出那

天是星期幾。

艾瑞克為哥哥拍攝了一部叫

做《無法忘卻》的紀錄片，在片

中，威廉斯和一名利用谷歌搜尋

答案的人進行比賽，兩人同時回

答 20 個關於歷史事件的問題。

結果，威廉斯答對了 18 道題，

而他所用的時間比對手快了整整

11 分鐘。

麥高團隊的科學家們認為威

廉斯擁有「超憶症」。

從 2006 年 6 月以來，他們

就一直對布拉德進行研究。

科學家們將電極和他的大腦

連接起來，試圖通過他大腦的活

動或者回答問題時大腦的反應，

搞清楚到底是哪個部分在工作。

科學家的研究發現，目前全世界

有「超憶症」的人只有 80 名左

右。他們希望能從這些人的身上

找到人類記憶的秘訣。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難以置信：澳洲鳥類會縱火  ◎ 文：天羽

「超憶症」（Hyper-
thymesia）又稱為「完全
記憶」，指一個人擁有超

常自傳性記憶，在回憶事

件細節時，速度甚至超過

電腦。科學家正在研究擁

有這種人的大腦，試圖解

開人類記憶秘密。

人類記憶力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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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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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澳洲大火（Brett Hemmings/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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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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整理：宋伂文 轟轟烈烈的人間初登場

《史記 ‧ 五帝本紀》記載著

貔貅的人間初登場。話說神農氏

末期，炎帝統治天下的力量已衰

弱，諸侯們相互侵伐，暴虐百

姓，尤以蚩尤最為凶暴善戰。天

下大亂之際，黃帝修德整軍，維

護秩序，安定百姓，周邊的部落

都願意追隨他。

黃帝與暴戾的蚩尤終會有一

場大戰，但在此之前，隨著黃帝

的威望越來越高，逐漸地取代炎

帝德化天下的責任，使得炎帝與

黃帝先打了一仗。

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仗

後，征服炎帝；這個結果也促成

了炎、黃兩大部落的融合，進而

誕生華夏民族。貔貅參與了這個

歷史時刻。

貔貅不僅參與了歷史上的阪

泉之戰，隨後，牠還協助武王克

被玉帝貶下凡間的貔貅

傳說，貔貅是天上的神獸，

負責巡視天庭，不僅能降妖除

魔，還能吞噬鬼怪，再將其轉化

成財富，於是，玉皇大帝命牠看

守天庭的金庫。

誰知道貔貅一上任，妖魔鬼

怪懼怕牠，不敢接近金庫，貔貅

無聊，就吞金子取樂。玉帝察覺

後，打了貔貅一頓屁股，堵住牠

的肛門，懲罰牠只能吃，不能

拉。貔貅無所謂，照吃不誤，玉

帝一氣之下，就把牠趕下凡了。

商。相傳，當時西周軍隊統帥姜

子牙在討伐紂王的途中，遇見貔

貅。姜子牙見其氣勢不凡、剛強

勇猛，就問牠願不願意跟隨他打

天下，貔貅說牠願意，就這樣，

成了姜子牙的坐騎。

貔貅每日的食量驚人，卻從

不大小便，唯一的排泄物就是毛

皮所分泌出的汗液。這汗液有奇

香，可以吸引動物或猛獸前來，

成為貔貅的食物，解決牠大食量

的問題。不僅如此，貔貅還經常

咬回金銀財寶，補充軍費，所以

克商成功後，姜子牙封神時，

就封貔貅為「天賜福祿」，簡稱

「天祿」；民間則因為牠能戰勝

猛獸，故稱其為「辟邪」。

化作帝王陵寢前的衛士

天祿與辟邪是貔貅最普遍

的別稱。唐人李賢在《後漢書‧

靈帝紀》注：「今鄧州南陽縣北

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

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

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

《封氏聞見記》也寫道：「秦、漢

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

邪、石象、石馬之屬……所以表

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可

見，天祿與辟邪在當時被作為鎮

墓獸，護衛帝王貴冑的陵墓。

據明代周祈《名義考》載，

西域傳烏戈山黎國有符拔，似

鹿，長尾，一角者為天祿，能永

綏百祿；兩角者為辟邪，能拔除

不詳。禮制：「事死如事生。」

古人將這兩獸鐫刻成像，鎮守在

帝王陵寢前，謂能辟禦妖邪，永

綏百祿。

近代學者進一步論道：天祿

與辟邪可以帶領死後的靈魂到天

上去享受福祿，因上天之路險阻

艱難，還容易被魑魅魍魎吞食靈

魂，有了神獸的保護，即可平安

抵達仙界。

因此，天祿與辟邪除了能祈

護祠墓，冥宅永安之外，還可視

為升仙的坐騎。

貔貅的模樣

這個能驅邪避凶、招財納

福、鎮宅化煞的貔貅是個甚麼模

樣呢？

瞧著！上方是通天神性的龍

頭，下身是百獸之王的獅身；闊

口大張的虎嘴以及那鋒利的豹

牙、虎爪能噬食鬼魅、驅厲辟

邪；屁股長著珍貴的豹尾，有

「往而能返」（升天）的寓意，

最後外搭賣萌的鹿角（鹿者祿

也）、長鬚和羽翼。這就是貔貅

的模樣，昂首挺胸，雄俊生動，

有拔天撼地之氣勢。

   上海華亭有一位富翁叫莊

銓臣，很有做生意的頭腦，可

惜性情貪婪吝嗇，又仗著自己

家財萬貫，在當地放高利貸，

賺取不義之財，被他逼得走投

無路的人不計其數。他死後幾

個月託夢給妻子說：「我因為

生前剝削他人，這一世投生到

某家作豬，明天就要被宰殺

了，你趕緊派兒子帶二兩八錢

來將我贖回，遲一天就來不及

了。」

    還未等到妻子答應，莊

銓臣又緊接著說：「這裡豢養

的豬很多，恐怕兒子認不出我

來，到時我會咬著他的衣角大

聲啼叫，你記得轉告他，讓他

藉此能認出我。」莊銓臣的妻

子從夢中驚醒，連忙把夢境告

訴兒子，兒子便急忙帶著銀兩

出門了。

    來到某家，果然有一頭

大豬突圍而出，緊咬著莊銓臣

兒子的衣角，接著趴在地上大

聲啼叫。他的兒子知道就是這

頭豬了，趕緊向豬戶下訂，豬

戶開的價格果然是二兩八錢。

回到家後，他們為豬設置

了舒適的房間，讓牠住在裡

面，每天好吃好睡的養牠。這

樣舒適的生活約過一年多，這

頭豬就因病過世了。

（參閱《蓴鄉贅筆》）

為富不仁 
投生為豬 
◎文：黃麗娟整理

帝寶貔貅

（貔貅：故宮博物院，豬：ADOBE STOCK）

貔貅不僅參與了歷史上

的阪泉之戰，牠還協助

姜子牙克商。姜子牙封

神時，就封貔貅為「天

賜福祿」，簡稱「天

祿」；民間則因為牠能

戰勝猛獸，故稱其為

「辟邪」。

貔貅（音：皮休）是

一隻能驅邪避凶、招財

納福、鎮宅化煞的瑞獸。

牠在人間的初登場氣勢

磅礡，剛強威猛，協助黃

帝征戰於阪泉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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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一年級新生們初來乍

到，對新的環境充滿著好奇，一

下課就嘰嘰喳喳地到處串門子，

因此，孩子們也經常三五成群的

串到我的辦公室來。一日多回，

我必須笑呵呵地起立、鞠躬，歡

歡喜喜的接待一批批的小客人：

「我姓吳，是校長，歡迎大家也

請各位多指教，我們互相交換一

下名片好嗎？您貴姓？」我一一

的問候每個孩子。

「您姓吳？」孩子應該是覺

的我很寶、很可親，所以當他們

會意過來後，也興奮的做自我介

紹，並在黑板上留下了他們的

「名片」。

開學後的第二個禮拜，一個

小女生孤零零地出現在窗外的洗

手檯前，她稍感不安地向我的坐

處張望，四目相接，我滿臉堆著

歡樂的笑意似乎即刻解除了她的

疑慮，拿著學習單小女生輕快地

走了進來。認識師長的學習單元

是輔導老師指定的作業，她是為

完成作業來找我做訪問的。我方

擬以標準化的迎接規格招呼她：

「我姓吳……」才張口，她居然

截斷了我的臺詞：「我知道你姓

吳，是校長，歡迎大家也請各位

多指教，我們互相交換一下名片

好嗎？」我呆呆地望著她，看來

歡迎詞是需要更新了。

我瞄了下她學習單上的紀錄

文字，經驗直覺告訴我，孩子認

得的字有限；但孩子倒是大方，

訪問完畢後，她天真的告訴我家

人情形、國小往事及生活中的點

點滴滴。這時我開始留意到了她

的白色襪子真是髒的可以，頭髮

膩膩的，料有幾天沒洗頭了吧！

回教室前，我也請她在黑板中央

的欄位上留下名字，但是，她卻

選擇在右下角的一個小空隙裡擠

上小一號字，還加了邊框的名

字：王美圓。

隔天開始，幾乎是每節一下 
課她都會來報到，談話的主題也 
都雷同，兩週下來，我疲態畢露 
的有些招架不住了，因此，我拿 
捏著問她喜不喜歡班上同學？美 
圓直率地回說：「不喜歡，從國

小就討厭跟同學玩，我只喜歡到

校長室來！」我雖然至感榮幸，

但自也瞭解美圓應是有人際關係

適應上的問題。她又告訴我：爸

爸媽媽於她八歲的時候分手了，

媽媽人在高雄工作，每隔一、二

個月都會私下來看她和大她一歲

的哥哥，但近兩年來見面的機會

變少了。原來又是一位單親家庭

的孩子。

聆聽至此，我的壓力感隱隱

約約地冒了上來。美圓讓我想起

了先前敦聘的一位管家型的小秘

書佩玲，佩玲因為有學習與情緒

上的障礙，非常愛哭，一發脾氣

就離開教室到處遊蕩，為了協助

她，我邀請佩玲擔任校長室的秘

書，用意是方便她接近我，以瞭

解甚麼叫教養和氣質，期待收到

潛移默化之功。但這個決定卻讓

自己吃足苦頭，禮聘的秘書卻天

天糾正我桌面不乾淨、花盆缺

水、書架凌亂、領帶太花、上班

不能遲到早退諸如此類的事兒。

差異不大的，我好似足足被管收

了三年，直熬到她畢業了，我方

得脫此苦海。

美圓見我沉默不語又接著

關心的說：「校長，你每天工作

忙碌，我想幫校長的忙，每節下

課的時間我都可以來的！」還真

個是心想事至，當聽到每節下課

都可以來的這話，我感覺有些暈

眩，正想一口回絕之際，她為表

示服務的誠意竟又加了碼：「還

有，早自習和午休時間也可以！」

天！在驚駭之餘，我突然想起了

聖者之言：「偶然是不存在的。」

也許孩子確實跟我有緣，於

是，我試著以隱忍之心接納了她

的善意。但不是秘書，是校長的

輔導員，工作的內容是除了送公

文之外，只要發現校長的情緒低

落或失控時要馬上介入輔導。

「校長的輔導員」這頭銜孩子聞

所未聞，瞭解意涵之後，她極為

喜歡這個職稱。

有一天起風了，我刻意戴頂

帽子遮一頭稀疏的頭髮。輔導員

似乎看到了我的自卑感，隨即走

到身旁開導我起來。難以想像

的，她居然真的懂得輔導技巧。

「校長，你戴帽子是不是要遮掩

禿禿的頭？」一出手使用的是探

測、詢問技巧。我略帶憂傷的

回道：「是啊！就是頭髮少！」

她臉上流露出同情的神色又問：

「校長你會不會有自卑感？」這

是高層次共鳴、再探測的工夫。

「會，有點。」聽此詢問，我還

真是有些黯然。

「校長，你禿得剛剛好，同

學不會笑你的！」支持、接納技

巧是輔導的基本功，她運用的相

當成熟；這也是第一回有人說我

禿得剛剛好，縱使剛剛好也是

禿，但畢竟禿得恰到好處，又知

道了學生們不會嘲笑我。「可是

以前崙背的學生都說我的頭像飛

盤，更過分的是，也有人直接叫

我飛碟校長！」我滿臉委屈的訴

說著。「他們是開玩笑的，校長

不要難過；還有我的姨婆頭髮也

很少，但是她人很好。」 美圓一

口氣使用了解釋、同理心、揭

露、撫慰等四種技巧。

我突然地寬心起來，倒不因

為我早衰的頭髮得到善解，而是

發現美圓她擁有與人為善的特

質，一個輔導員的特質。師生兩

人無話不談的周旋了一學年，後

來她慢慢的跟我疏遠了，我知道

美圓的人際能力已有提升，另方

面，她更忙到別的處室去了。

算算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

碰面了。有日，她特別撥空回辦

公室來對我的受輔成效作了評

估：「很少看到校長發脾氣，也

不常戴帽子，這一年來校長進步

太多了！」接著，美圓略帶歉意

並感任重道遠的說：「輔導處的

黃主任工作壓力很大，情緒有時

候不太穩定，需要幫忙，所以我

就不能再當校長的輔導員了！」

我強忍住心頭的感動和笑意，順

勢結束了她和我，而非我和她的

諮商關係。稍後，我依依不捨的

恭送輔導員到辦公室門口，並向

她鞠躬道別。

去年，美圓畢業了。一般如

需要追蹤關懷的孩子，他的名片

會被多留在黑板上一些時日，而

我的輔導員即名列其中。畢業

後，美圓就讀鄰縣弘德工商的職

業類科，每天早上七時左右，我

上班時車子一經過瑞穗橋，在下

個紅綠燈的轉彎處，便會瞧見愉

快地聊著、笑著一起等候校車的

美圓兄妹倆；多數的時候我沒有

搖下車窗，而我心中自是懷著無

限的祝福，並且，今天也做了決

定，進辦公室之後，我要將角落

上王美圓的名片輕輕地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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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落上的名片

有一棵乾枯的老樹，生活在

一座高原上的森林裡。那裡終年

下雪，非常非常的寒冷。

一天，從遠方飛來了一隻鳥

兒。它又累又餓，就停在了老樹

的肩膀上休息。

「朋友，你從很遠的地方來

嗎？」老樹問那隻鳥。

「是啊。我是從很遠很遠的

地方飛來的，路過這裡，歇歇腳

呢！」鳥回答道。

「你來的地方，那裡很美

嗎？」老樹又問。

「是的，那裡很美的。那裡

有花啊！草的，小溪和湖泊。還

有我的很多朋友――小魚、小白

兔、小松鼠呀！每天我們都很快

樂的生活，真是一點兒也不寂

寞。而且，那裡很溫暖的，不像

這裡這樣冷。」

「哦，是這樣啊，你真幸

福！這裡又沒有溫暖，天氣也很

冷。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裡，也

沒有甚麼朋友，我的生活很孤

獨。」老樹嘆息著說。

「啊，那你真的是太不幸

了！你的生活是如此孤獨，而你

所能感受到的溫暖也實在是太少

了。」鳥兒也很感慨。

這時，幾個人路過這裡，又

冷又乏。

「要是有堆火能烤就好了。」

有人說道。

忽然，他們發現路邊有一棵

乾枯的老樹，於是，他們興高彩

烈的向老樹走過去。

看見他們手裡的斧頭，鳥兒

急忙飛到了另一棵樹上。

幾個人舉起手中的斧頭，把

老樹砍倒了，並且把老樹劈成了

長短不一的木條，漸漸的他們就

做成了一個很大的柴火堆。

很快，一堆熊熊的烈火在冰

天雪地裡燃燒了起來。幾個人圍

坐在火堆旁，感受著溫暖。由於

不再感受到寒冷，他們每個人的

臉上都流露出很愜意的微笑。

「多麼可憐的老樹啊！」鳥

兒叫了起來！「你曾是那樣的

孤獨，又寂寞的生活在這個冰冷

的世界裡！可是最後竟然……」

老樹在火光裡笑了，「朋

友，請不必為我難過。無論我曾

是怎樣的孤獨和寂寞的生活著，

但是這個世界上，至少有人因我

而變得溫暖了。」

◎文：田詩

我辦公室的黑板上寫

滿了學生的名字，這是孩

子們跟我「交換名片」時自

己寫上去的。有工筆正楷、

中規中矩頗具小書法家風

采的簽名；有些是字跡歪

斜的潦草書；也偶會遇著

注音、漫畫塗鴉及英文名

字非常個性化的簽名穿插

其間，真的是琳瑯滿目。

（Adobe Stock）

老樹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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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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夫人：

唉，我覺得現在的生活很

苦，我知道自己這樣不對，可是也

無力改善。我今年三十五，我老婆

三十三，我們有個小孩一歲多。我

和老婆從大學時期就開始交往，結

婚兩年多，我的問題在於，我對老

婆已經沒有感覺了，沒有就是沒有

了，所以現在每天面對她我覺得很

痛苦，對孩子也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

是就是很想脫離這個家，想要一個

人自由自在的，不想再管這些生活

上的瑣事，我知道我很不負責任，

可是這樣繼續下去，也只是造成她

們的痛苦和負擔，我想離婚，但老

婆不答應，我想找回逝去的感覺，

但 沒 有 就

是沒有了，現

在我們的生活

變 得 很 僵

硬， 我 無

力改變，

所以想來

問問您。

志厚

志厚你好：

從大學到現在，十幾年相處

下來，假如一直保持一成不變的

生活習慣和互動方式的話，確實

會讓人感覺乏味，再加上孩子的

降臨、生活種種瑣事的牽絆，很

可能就會徹底的磨去一個人對生

活的熱情，對婚姻的期待，這些

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知道志厚有沒有認真想

過：當你對婚姻對孩子失去熱情

而無奈的說「我無力改變」時，

是否你努力得還不夠，在你所處

的環境下，你只是一時找不到一

股奮起的動力和改變的契機，當

你困頓的時候只想逃避，只想找

回以前自由自在的感覺。

有質量的婚姻是美好的，在

夫妻的眼裡，美麗一旦成為習

慣，美麗就再也看不到了。婚

姻絕對是需要經營的，長期不

變的習慣會磨掉許多美麗、許

多感覺。

相信在你打算放棄婚姻並提

筆寫這封信的時候，你確實知道

婚姻出現裂痕，也看見問題所

在，你自責的背後仍然有一絲希

望，卻感覺到相當的無力。在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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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對妻兒失去感覺了？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裡，曼麗建議你先要試著去喜愛

自己，提供一個簡單的自我察覺

自我治療方式供你參考：

請你認真的將婚後應該怎麼

努力的做法寫下來，在你寫下的

好幾個項目之後，再把所有「應

該」換成「可以」，然後回頭想

想這些可以努力的項目，這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並沒有想像中的

失敗、挫折，許多問題都有很大

的轉機，那麼，生活帶給你的壓

力就會消失於無形。

試著喜歡你自己，並對你的

家人懷抱感恩的心，告訴自己

一切都會慢慢變好，如此懷著

善意的期許和正念，一段時間

後你會發現當初認為很嚴重無

法解決的表面問題，很自然會

有更好的結果。希望你能努力

做這樣的嘗試，一個人必須要

有能力愛自己才會有能力去愛

身邊的人。

不需要刻意討好別人，包括

表面上你對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的

期許，放下壓力，你會找到一個

新生的自己，找到生活的熱情。

除了上面從內心探討問題解

決問題之外，也請志厚適度改變

自己的生活作息和習慣，多注意

健康的飲食和適度的運動，並和

妻子培養共同的興趣，安排全家

一起活動出遊的機會，這都將有

助你迎接一個充滿希望與樂趣的

新生活。

曼麗小語：試著喜歡你自己，並對你的家人懷抱感恩的心，告訴

自己一切都會慢慢變好，如此懷著善意的期許和正念，一段時

間後你會發現當初認為很嚴重、無法解決的問題，很自然會有

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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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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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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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忍半輩子
就是一輩子

感情
真諦

一對老夫妻，妻子有嚴重潔

癖，丈夫卻正相反，很不講個人

衛生，又不喜歡做家務，夫妻兩

人經常為這件事吵架，丈夫卻依

然故我。

在生活上這麼不合拍的一對

夫妻，居然吵吵嚷嚷始終沒有離

婚。幾十年過去，在他們過完銀

婚紀念日的第二天，老太太忽然

被送進了醫院，經過診斷，她患

上了帕金森綜合症。

兒女們都勸老父親把她留在

療養院裡，他們很清楚父親被母

親照顧了一輩子，連起碼的清潔

房屋都不會，又怎麼伺候病人？

誰知父親十分堅持，將老太太接

出醫院帶回了家。

多年過去，再到他們家做

客的人都深深地感到驚訝。那間

小小的二人居所被打掃得窗明几

淨，老太太絲毫未見消瘦，面色

紅潤健康，老頭兒耐心地一再幫

她擦乾淨流淌的口水。老兩口身

上的衣服十分整潔，散發著老太

太最喜歡的檸檬香皂味道。

大家都以為老頭兒找了保姆

或者保潔員，後來跟他聊天才知

道，他誰也沒找，完全是自己一

點點學照顧病人，清理房間，燒

飯做菜，洗衣疊衣……這些年，

他給老伴兒擦屎擦尿，洗澡刷

牙，照顧得無微不至，自己也打

理得清清爽爽，徹底改變了生活

習慣。

親友們都佩服他，老頭兒卻

一本正經地糾正：「我老婆才值

得佩服，我想到自己以前那麼邋

遢，她居然可以忍我那麼多年，

就覺得她是真的愛我。所以我還

她多少，都是應該。」

「她忍了我半輩子，

我再忍她半輩子，

湊到一起就是一輩子，

這才圓滿。」

文/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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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1 月 24 日大陸官

媒《人民日報》報導河南慈善活動，

在文裡提及「演員范冰冰」參與獻愛

心。此新聞被視為范冰冰在逃稅醜聞

後首度被官媒曝光。外界紛紛推測范

冰冰已獲「官方認可」復出，釋放出

徹底解禁和高調復出的訊號，有機會

重振其演藝事業。

16 日《人民日報》刊文，強調不

能讓有法律和嚴重道德污點的藝人出

名獲利，沒想到 9 天後就出現大逆

轉，出現了范冰冰參與公益活動的報

導。同時還釋放帶有范冰冰鏡頭的影

片，顯示官方態度有所變化，范冰冰

的復出大業似又添一分生機。對《人

民日報》的相關報導，搜狐網亦以

「范冰冰徹底擺脫風波影響，首次高

調復出」為標題進行了報導。

范冰冰自去年 5 月捲入娛樂圈

的陰陽合同事件已經過去一年了，其

復出之路艱難重重。

在今年 5 月 31 日，范冰冰受邀

參加某典禮。最初她的照片佔據宣傳

海報的中心位置，未料活動前四小

時，其照片突然遭刪除。 6 月范冰

冰宣布與男友李晨分手，隨後又傳出

因無法出國而無緣拍攝好萊塢電影

《355》，疑似逾 8.8 億人民幣的罰款

未能繳清需要延期，因此遭當侷限製

出境。

對於范冰冰的解禁跡象，網民的

評論呈兩極，有粉絲大力支持，也有

人士譏諷「偷幾次稅一次慈善就洗白

了。」

【看中國訊】第 56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在 11 月 23 日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共

計 588 件作品報名角逐，是史上第 2 高。

《陽光普照》成大贏家，拿下最佳男配角、

最佳剪輯、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最

佳劇情長片、觀眾票選。

影片講述了一個平凡家庭的故事。導

演鍾孟宏說：「我們永遠沒辦法看出人的

內心，縱使親近如父母，卻也是沒辦法完

全瞭解孩子。」

自上映起導演和一眾演員接力勤跑映

後座談，與影迷近距離接觸。電影動人故

事逼哭全場觀眾，許多粉絲連看幾遍仍被

電影深深觸動，映後座談充斥濃濃溫情，

飾演「媽媽」柯淑勤表示：「很多人說電

影后勁很強，因為看完之後觀眾心裏所想

的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路上會發生各種不

同的事件，像海浪一波波朝你襲來，但沒

有過不去的難關，只要你的心裏還有能量

在！」

而粉絲更稱讚電影角色衝擊力強，

「戲中每個角色都讓人揪心！」「電影餘韻

非常深厚。」「頻頻想到自己的家人，很

想回家擁抱父母。」

最佳男配角《陽光普照》的劉冠廷得獎

後也非常激動，「現在頭腦裡一片空白，

要感謝女朋友和家人，當初導演會找上

我，是因為看到我，外表看起來笑笑，但

不知道內心在想些什麼的特質。為了演這

個角色，看了許多重刑人的影集，瞭解他

們的生長背景，是遇到了什麼事最後走上

了這條路（黑道）。」

他上臺感謝導演鐘孟宏信任他，把角

色交給他，導演說他，最恐怖的不是耍狠

的時候，而是冷冷的時候。

徹底解禁？
范冰冰被官媒「正面報導」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

社交 . 購物 .

與我們建立聯繫

此次
范 冰 冰 登 上

中共官媒 後， 外
界紛紛解讀這是范
冰冰「徹底解禁」
和「高調 復出」

的訊號。

現年35歲的台灣男星高以翔外

型高大帥氣，卻因錄製大陸綜

藝實境節目《追我吧》猝逝。

（臉書擷圖）

2013年高以翔曾和林志玲合拍電影「101次求

婚」（左），他遺作《婚禮日記》（右）受

「禁韓令」影響至今仍未上檔。（臉書擷圖）

高以翔猝死 藝人震驚高以翔猝死 藝人震驚

《
陽
光
普
照
》

成
大
贏
家

成
大
贏
家

【看中國訊】6 年前締造近 13
億美金高票房的影片《冰雪奇緣》

（Frozen），即將推出續集《冰雪奇緣

2》（Frozen II）。「這不僅僅是神話

般的童話，還有展現家庭的意義、自

我追尋的勇氣及永不放棄的力量。」

導演珍妮佛（Jennifer Michelle Lee）
說。《冰雪奇緣》靈感來自於安徒生

的童話故事，在續集中將探索艾莎女

王為何會使出千變萬化的冰雪魔法。

在續集中為了讓魔法森林更加逼

真，影片導演和動畫師特地前往挪

威、芬蘭和冰島三地。在 2 週時間

內，走過了佈滿高聳樹木的挪威森

林、拜訪了養馴鹿為生的原住民、拍

攝峽灣景色，在芬蘭還展開了 8 英

里的徒步旅行，再藉助最新的電腦動

畫技術下，栩栩如生地呈現了挪威、

芬蘭的茂林特色、冰島壯闊的山川景

色。新片中將出現各種精靈、巨林怪

物，更添電影看頭。「如果說挪威、

芬蘭替電影帶來童話般的感覺，那麼

冰島絕對是神話的靈感來源。」製片

彼特德維科說。

原班人馬聚集在《冰雪奇緣 2》，
再度呈現各種魔法。第一集《Let It 
Go》主題曲榮獲得奧斯最佳原創歌

曲，全球流行。主題曲創作者音樂家

克里斯汀‧安德森 - 羅培茲（Kristen 
Anderson-Lopez） 及 勞 勃 ‧ 羅 培

茲（Robert Lopez） 今 次 重 新 回

歸，推出 7 首歌曲，據稱《Into the 
Unknown》將是其中最為氣勢磅礡的

誠意之作。

【看中國訊】現年 35 歲的臺灣男

星高以翔外型高大帥氣，最近才出

席金雞獎頒獎典禮，想不到卻因錄製

大陸綜藝實境節目《追我吧》猝逝。

2013 年時高以翔曾和「臺灣第一名

模」林志玲合拍電影《101 次求婚》，

創造了 12 億台幣的亮眼票房，知名

度因而更上一層樓。據悉志玲姐姐今

中午接到高以翔猝逝的噩耗，感到相

當難過。

高以翔 27 日凌晨因參加浙江衛

視真人實境節目《追我吧》不幸發生猝

死意外，享年 35 歲。劇組於晚上 8
點半開始錄製，在近凌晨 2 點左右，

高以翔在進行跑步項目時暈倒，後送

醫院搶救無效。據報導高以翔在 25
日出席活動時，身體已經有些感冒的

症狀，但他並未休息，第二天隨即前

往中國寧波錄製節目，生前連續工作

了 17 個小時。

現場一起錄節目的其它藝人與工

作人員都震驚不已，大陸男星黃景瑜

更是因此情緒崩潰，在微博發文，取

消原訂於 29 日的生日直播活動。據

瞭解黃景瑜當天與高以翔一同參與錄

製《追我吧》，他在見到高以翔倒地

昏迷後，就先失控大喊「醫生呢」、

「快點，救命啊！」。

臺灣歌手及影星陳奕也透露，自

己曾經在大陸拍戲拍到暈倒在攝影機

面前，醒來製作人只說可以再拍一

場，這場景要殺青，而不是讓演員休

息……，曾經摔過數不清的馬……大

大小小的傷，多少的苦衷在「54321
錄」一聲令下後往心裏吞。

一名台籍曾在大陸錄製過實境節

目的製作人透露，內地綜藝節目錄製

一個半小時的節目可以錄一天，最大

問題半夜錄。

據報導高以翔是目前在大陸最被

看好的臺灣小生，不僅外型帥氣，

有家教又愛做菜，還曾多次獲得「全

球百大最帥臉孔」提名。模特兒出身

的他在全球排行榜中，2015 年第 17
名、2016 年 第 7 名、2017 年 第 21
名，2018 年第 65 名。

《冰雪奇緣2》現北歐冰原美景

第
56
屆
金
馬
獎

網絡圖片

影片海報

導演鍾孟宏被影迷包圍、簽字留念。（甲上）

《冰雪奇緣2》（Frozen II）由原班人馬展開奇幻冒險的尋根之旅。（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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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新鮮
羊肩排

清真新鮮西冷牛排 清真羊肉粒（去骨）

清真新鮮

雞絞肉
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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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
清真冷凍 

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

清真新鮮

雞小腿

清真新鮮

牛絞肉

清真新鮮

牛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

肋眼牛排
清真新鮮帶骨

牛腱
清真新鮮

嫩炒牛肉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2 月 8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雞胸肉
無骨去皮

牛肉粒
清真新鮮

果蔬部正在裝修

咖哩入菜，靈活多樣，煎、

煮、炒、拌、醃，做法皆可。

咖哩
料理

香料魅力

備料：雞胸肉切丁，表面均勻抹醃

料，冷藏醃漬2小時；彩椒、磨菇、

洋蔥切丁；節瓜洗淨擦乾，剖半挖出

海綿體備用。

咖哩餡料：熱油鍋，雞丁及所有蔬

菜丁下鍋，翻炒均勻，稍微收乾水

分，熄火備用。

烤箱預熱160℃。

餡料填入節瓜中，均勻鋪上起司

絲，將烤盤送入烤箱，烤至起司表面

金黃即可出爐。

節瓜2條、雞胸肉、彩椒、磨菇、洋

蔥、馬蘇里拉起司絲。

醃料：鹽少量、咖哩粉適量（依喜好

選擇風味）。

食材

作法

起司加咖哩，雙重滋味與口感；

節瓜搭配蔬菜的清甜，可平衡餡

料濃厚的口味，既豐富又爽口，

是絕佳的開胃菜。

咖哩 
焗節瓜 4

雞胸肉200g、西紅柿2個、紅蘿蔔

200g、土豆1個、蘿勒葉適量。

調料：濃味咖哩塊適量（依喜好選擇

風味）。

食材

備料：雞胸肉切丁，表面均勻抹薄

鹽；土豆、紅蘿蔔去皮切塊；西紅柿

切塊備用。

熱油鍋，雞丁表面煎黃備用。

原鍋放土豆、紅蘿蔔、西紅柿，翻

炒熟軟。

續加2碗熱水煮滾，撈除浮沫，以

中小火煮20分鐘。

依包裝袋指示數量放咖哩塊，以小

火煮至濃稠，加雞丁，攪拌均勻，蘿

勒葉切碎加入鍋中，即可熄火。

作法

以西紅柿取代一般的咖哩配料，

不僅烹調起來更加簡單快速，吃

起來也多了水果酸香滋味，滋味

濃郁，卻非常爽口。

西紅柿
咖哩3 備料：菇類洗淨瀝乾水分、切片；

杏鮑菇切片，再改刀切絲備用。

熱油鍋，洋蔥放鍋裡，炒熟軟；菇

類下鍋，以中大火翻炒，菇類暫取出

備用。

續加2碗熱水煮滾，撈除浮沫，以

中小火煮20分鐘。

續放咖哩粉，攪拌均勻，以小火煮

至濃稠，作法�的菇類放回鍋裡，攪拌

均勻。

蘆筍水煮放涼、切段擺盤（蘆筍搭

配咖哩擺盤即可）。

香菇、金針菇、杏鮑菇等多種菇類適

量、洋蔥1/2個、蘆筍適量。

調料：咖哩粉適量。

食材

作法

咖哩粉可製作咖哩醬，也可當作

一般調味料使用。想要同時享受

鮮菇的鮮和咖哩的濃香，不妨試

試以咖哩粉調味。

鮮菇
咖哩 5

鮮蝦10尾、洋蔥1/2個、磨菇5朵。

調料：淡味咖哩塊適量（依喜好選擇

風味）。

食材

備料：洋蔥切丁；磨菇切片；鮮蝦

剝殼、去頭部、剔除泥腸，保留頭部

備用。

鍋裡放2大匙油，熱油鍋，放蝦

頭，煸炒出香氣，取出蝦頭。

原鍋下洋蔥及磨菇，炒熟軟。放入

蝦身，蝦顏色轉紅即先取出備用。

續加1碗熱水煮滾，撈除浮沫，以

中小火煮10分鐘。

依包裝袋指示數量放咖哩塊，以小

火煮至濃稠感呈現，放回蝦子，再煮

1分鐘即可。

作法

以味道較為清淡的咖哩塊搭配海

鮮，能襯托海鮮的鮮香美味。南

洋風味咖哩與日式蘋果咖哩都是

不錯的選項。

鮮蝦
咖哩1

蓮藕100g、紅蘿蔔100g、蒸南瓜片

100g、煮秋葵100g、土豆100g。
調料：紅味噌1/2大匙、適量的甜味

咖哩塊。

食材

備料：土豆、紅蘿蔔去皮切厚片；

蓮藕去皮切薄片備用。

熱油鍋，放土豆、紅蘿蔔、蓮藕，

翻炒均勻，加微量鹽，直至所有蔬菜

炒熟軟。

續加2碗熱水煮滾，撈除浮沫，以

中小火煮15分鐘。

依包裝袋指示數量放咖哩塊，以小

火熬煮；味噌過細篩加入鍋中，煮至

濃稠感呈現即可；搭配南瓜、秋葵一

起食用。

作法

當家裡只剩下一些常備蔬菜食

材，沒有新鮮魚、肉時，不妨試

試看利用蔬菜和咖哩、味噌，做

出溫暖濃厚的蔬菜咖哩。

蔬菜
咖哩2

◎ 文：邊吉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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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養生做得好 
一年保健沒煩惱

❻

何謂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是位於足底的一

片扇形結構，即為纖維筋膜，

主要功能是作為維持腳底張力

的橋梁，有支撐足弓及吸收震

力的功能。當足底筋膜受到過

度的牽拉與傷害時，就會造成

足底纖維筋膜的慢性退化，可

能伴隨著發炎反應，也可能無

發炎變化。

足底筋膜炎的主要症狀

足底筋膜炎的主要症狀為足

跟內側疼痛，有時也會出現蹠骨

處疼痛，早上起床或久坐、久站

的前幾步，會特別疼痛，而走一

會兒後會慢慢緩解，但走一段時

間後，疼痛感又會復發。另外，

腳跟處按壓及腳掌大拇趾向後扳

時，腳跟產生疼痛也是常見症

狀。

足底筋膜炎的好發族群

此症的高風險族群為肥胖、

需長期站立的人，如：老師、運

動員、服務員等；或足部結構異

常者，如：扁平足、高足弓及長

短腳等。患者年齡並不明確，但

40 ～ 60 歲的女性，發病率最

高。

預防足底筋膜炎有方

足底筋膜炎的預防方法，主

要在於保護「足底筋膜」，原則

a. 在腳踝掛沙包，進行肌力

訓練。

b. 騎腳踏車。

c. 游泳。

d. 腳底抓毛巾或腳底滾小

球。

e. 自我伸展腳底肌肉，如：

腳趾向腳背方向拉直。

在做任何肌肉伸展運動前，

應先做暖身運動，同時要伸展的

部位要有良好的支撐，以免發生

拉傷或危險。

足底筋膜炎的治療

八成患者在患病一年後自行

緩解，少數人在保守治療無效

後，才需要接受手術治療，常見

的保守治療及緩解方式有以下幾

種：

1. 休息或調整活動量。

2. 冷、熱敷患處。

3. 溫水泡腳，每次約 20 至

30 分鐘，泡腳的水面應至小腿

肚為佳，同時也可進行穴位按

摩，如：陽陵泉、承山、三陰交

與足三里等。

4. 鞋子修正及輔具使用。

5. 使用副木：睡前使用夜

間副木伸展足底筋膜，起床時就

不會產生疼痛。

6. 口服藥物治療：如非類

固醇抗發炎藥物（NSAID）或

皮脂類固醇（corticosteroid）。
7. 體外震波治療。

8. 藥物注射：如皮脂類固

醇及肉毒桿菌藥物。

9. 中醫治療：針灸搭配逐

瘀湯中藥，中醫師針灸取穴著

重於取通過足底的腎經和行走

小腿後側的膀胱經穴位，如：

湧泉、太谿、承山、合陽等，

同時會取小腿和足底肌肉的肌

激痛點。吳建隆中醫師於《臺

北市中醫醫學雜誌》分享案例指

出，針灸治療疼痛改善後，可

用六味地黃丸一類中藥，強腎

滋陰以顧本。

10. 手術治療：如在就醫持

如何預防足底筋膜炎
有些人早上起床，雙腳

一踩到地板時，腳跟會有強烈

的刺痛感，此類症狀即為困擾

大部分足部疼痛患者的足底筋

膜炎。所謂「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雙腳幫助我們走遍世

界各地，如果沒有好好保養雙

足，可是寸步難行。

有以下幾點：

1.避免長時間行走和站立。

如行走一段時間或站立一段時間

時，可稍坐一下，讓足底筋膜放

鬆片刻。

2. 活動前做足夠的暖身及

伸展運動。

3. 避免運動過度，運動後

應持續做牽拉伸張緩和運動，及

冰敷腳跟約 10 分鐘。

4. 如有足部不適的症狀，

應減少運動量。

5. 減少對足部高衝擊或刺

激的運動，例如：打排球、籃球

或赤腳踩石頭步道。

6. 選擇具有支撐性，但鞋

底不可太薄或太柔軟的鞋子，且

運動鞋建議在跑步 400 ～ 800
公里時做更換。

7. 控制體重。過重者應減

重，以降低足底筋膜負擔。

8. 先天性結構異常者，可

向醫生諮詢後，穿著矯正鞋。

9. 肌力和伸展訓練：

續保守治療 12 週後，疼痛指數

仍高且無法改善時，醫師才會

建議採手術治療，醫生會在患者

腳部開一個小傷口，切開筋膜，

使其放鬆。

如果希望走得遠、走得

久、走得健康快樂，千萬不要

忽視雙足的保養原則。足底筋

膜炎的治療與預防，主要還是

需要仰賴個人正確良好的生活

習慣，如長期需要久站、久行

或大量的使用足部的運動，治

癒後仍可能復發，因此維持理

想的體重、適度的活動及穿著

合適的鞋子，也就極為重要。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雙足
走天下

花椒泡酒治
膝蓋疼痛

取 1兩花椒，用粉碎

機粉碎之後，泡到半斤高

度的白酒裡 2天，即成。

膝蓋疼痛時，先將花

椒酒倒在手上，再用力揉

搓膝蓋，使之發紅、發

熱，不停拍打，直到把膝

蓋疼痛處都拍打紅了，感

覺熱呼呼的，再敷上一個

用毛巾包住的熱水袋（注

意不要燙傷），敷一段時

間，會感覺膝蓋裡面熱熱

的，很舒服，連敷 3天，

就有明顯的效果。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但如果接受骨密度檢測，發

現已經有骨質流失，但還未到骨

鬆標準，可吃鈣片及維他命Ｄ增

加骨質，並且適度晒太陽。

未達骨鬆  
負重運動可存骨本

潘建州表示，因為紫外線能

讓吃下去的維他命Ｄ，變成活

性維他命 D3，幫助骨頭吸收鈣

質，再加上適當的負重運動，像

走路、跑步等，可促使骨頭吸收

較多的鈣質，延緩流失，缺一不

可，但要提醒的是，游泳不是負

重運動。

但若經檢測確定已經骨質疏

鬆了，光吃鈣片，效果不好，必

須要接受骨鬆藥物治療，預防骨

折。

潘建州提醒民眾，防骨鬆，

應做骨密度檢查，以作為是否要

補充鈣質或接受藥物治療的依

據。

正常比值為－ 1 以上；－

1 以下，要小心骨質流失中；－

2.5 以下，則定義為骨質疏鬆。

因此－ 1 到－ 2.5 之間，可服鈣

片、維他命Ｄ，配合負重運動及

晒太陽，減緩骨質流失，但－

2.5 以下只服用鈣片，通常效果

不佳，必須再服用治療骨鬆藥

物。

保骨本的四大原則

潘建州強調，攝取鈣質、維

他命Ｄ，以及運動、晒太陽，是

保骨本的四大原則，缺一不可。

平常也可以從食物中攝取鈣

質，例如：牛奶、小魚乾、綠色

蔬菜、黑芝麻及豆腐；含有維

他命Ｄ的食物，有：蛋黃、鮭

魚、鱈魚等深海魚；再加上晒太

陽，像夏天正午的日照，曝露

出臉和兩手，晒個約 15 分鐘，

足夠一天的量；同時可結合「運

動 333」，一週至少出門運動

3 次，每週至少 30 分鐘，露出

頭、手。

潘建州提醒，骨質疏鬆沒有

骨鬆光吃鈣片 有效嗎？

（轉載自自由時報）

坊間認為，要防止骨

質疏鬆只要吃鈣片就好，

但醫師澄清，防骨鬆不能

光靠吃鈣片，還得配合負

重運動及晒太陽，如果已

確定骨鬆，還要接受骨

鬆藥物治療，防骨折。

脊椎外科主任潘建州指出，

鈣是骨頭的主要成分，一般人正

常的鈣攝取量在 1200 毫克，多

吃無益，以免骨頭無法吸收，還

會增加罹患腎結石、尿路結石的

機率。

◎  文：蔡淑媛

保健

常識

症狀，通常等到骨折才知道，曾

遇過病人感冒咳嗽，咳幾下竟骨

折了，因此如果出現走路跌倒就

骨折，或是壓迫性骨折、髖部骨

折，就要特別注意；通常女性停

經後，男性 50 歲以上，骨質流

失會加快，建議做骨鬆檢查，一

旦確診，就要好好治療。

平常也可以從食物中攝取鈣質和維他
命Ｄ，例如：牛奶、蛋黃等。

療養
保健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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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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我們介紹了大西洋

省移民試點項目中的國際畢業

生項目，這一期為大家詳細介

紹高級技術移民項目。該項目

申請人可以是海外人士。大家

都認為高級技術人員肯定對學

歷要求很高，奇妙的是這項移

民對學歷的要求是等同於加拿

大高中畢業水平 , 要申請大西

洋省高級技術移民項目申請人

必須滿足：

（1）在過去的三年內，

申請人必須工作了至少 1560
小時以上，工作必須是 NOC 
O,A,B 類的。該工作必須是

同一個職業但可以是不同的僱

主，自雇不算，工作經驗可以

是加拿大境內或境外的，工作

經驗的累積必須是 12 個月以

上，也就是說如果你一週工作

40 小時，工作 39 週就能滿足

1560 小時的時間，但是仍然需

要再工作 13 週才能滿足要求；

（2）學歷要求是等同加

拿大高中畢業水平，如果是海

外的學歷必須通過加拿大認證

機構的認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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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你需要有足夠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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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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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的；

vi. 工作 offer 必須是至

少一年的合約。

大西洋省移民項目還有中

級技術移民項目，將在下期詳

細介紹。

大西洋省移民
試點項目（二）

高級技術移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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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2月4日

無莖西蘭花

 2lb Grape Tomatoes 小西紅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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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花椰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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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Broccoli CrownsBunched Spinach

1 68
lb

$

Cilantro 香菜

R / Y / O  Peppers 紅 / 黃 / 橙椒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Cauliflower .

Green OnionsPersimmons 柿子

$148 lb

平價  新鮮

$0 98
2

$ 148 lb

$0 98 ea
$068

lb

青蔥

菠菜

098
2

$ $298 e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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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李妙菡

聯合國近日發佈的

2019年全球移民數據報告
顯示，預計今年全球移民

數量將達 2.72億，移民人
數佔全球總人口的 3.5%。

該報告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

理事會人口司發佈，基於各國人

口普查、人口登記或全國調查

中的外籍人口數量，對全球 232
個國家和地區的移民人數進行估

算，並按照年齡、性別和原籍國

等信息進行分類。

據悉，聯合國從 1990 年開

始發佈全球移民數據報告，此後

差不多每隔 5 年更新一次數據，

上一次數據更新為 2015 年。

1、移民來自哪些國家
該報告顯示，來自 10 個國

家的移民人數佔全球移民總數的

1/3。全球最主要的 5 個移民輸

出國分別為印度 1800 萬、墨西

哥 1200 萬、中國 1100 萬、俄

羅斯1000萬以及敘利亞800萬。

2、移民的目的地
報告顯示，全球 10 大移民

接收國接納了近半數的全球國際

移民，其中美國接收 5100 萬移

民，佔移民總數約 19%。德國

和沙特各接收 1300 萬，俄羅斯

1200 萬，英國 1000 萬，阿聯酋

900 萬，法國、加拿大和澳大利

亞各約 800萬，意大利 600萬。

3、移民的年齡
據悉，四分之三的移民處於

就業年齡。根據估算，20 歲以

下的國際移民約有 3800 萬，佔

移民人口總數的 14%。而處於

20-64 歲就業年齡段的國際移民

則有近 2.02 億，佔到移民總數

的 74%。從移民性別來看，女

性移民人數略有減少，為48%。

4、移民增速快
報告顯示，預計 2019 年全

球國際移民數量將從 2010 年的

5100 萬增加至 2.72 億，在全球

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將從 2010 年

的 2.8% 上升至 3.5%。

移民在世界各個地區都呈現

增長趨勢。其中大洋洲的移民

比例最高，為 21.2%，其次為

北美的 16%，這一數字在亞洲

國家相對較低，中亞和南亞為

1%，東亞和東南亞為 0.8%。

其實，移民一般較看重生活

質量、社會進步、宜居性、教育

醫療和安全等因素。那麼，哪些

國家最適合生活？移民去哪個國

家最好？

生活最優：澳、新、歐

據悉，全球最大的用戶生成

內容數據庫 NUMBEO 的最新

調查評選結果顯示，澳大利亞堪

培拉是世界上生活質量最佳的城

市。該調查內容綜合考慮了當地

購買力、污染水平、房價與收入

比、生活成本、安全程度、健康

護理、通勤時間以及氣候等因素。

另外，全球生活質量最好的

前十大城市中，還有新西蘭的惠

靈頓、英國的愛丁堡、瑞士的蘇

黎世、奧地利的維也納、加拿大

的維多利亞等。

社會進步：加拿大、澳洲

由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

學院聯合編制的全球社會進步

指 數 (Social Progress Index，
SPI) 顯示，芬蘭排名第一，加

拿大第二，丹麥第三，澳大利亞

第四，瑞士第五。

該指標系統分為三個大類

共 53 項評價指標，且全球共有

133 個國家被列為評價對象。

三大類分別為：人類基本需

要、社會福利基礎和發展機會。

53 項指標則包括營養、住房、個

人安全、個人自由、高等教育、

醫療保健、社會包容度、資訊的

便捷性、資源使用的永續性等。

安全居住：澳洲、新西蘭

根 據 新 世 界 財 富（New 
World Wealth）的調查顯示，

富人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是考慮

到女性所受的待遇。該調查認為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適合女性安

全居住的國家之一，主要因為澳

洲國民擁有強烈的社區意識，大

多數人的價值觀也基本一致。而

且澳洲有高效的警察、良好的社

會服務、自由的媒體環境、共同

的價值觀以及緊密和諧的社區。

調查結果顯示，最適合女性

安全居住的前五個國家分別為：

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美

國和蘇格蘭。

最佳移民目的地：新加

坡、新西蘭、瑞典

匯豐銀行 Expat 部門已連

續八年編制移民探索 (Expat 
Explorer) 國家排行榜。據全球

最佳移民目的地排行榜顯示，新

加坡、新西蘭和瑞典名列前三。

全球最佳移民目的地排行榜前幾

位的國家還有：加拿大、澳洲、

德國等。

全球移民數量達2.72億
聯合國2019年移民數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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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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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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7.99/lb
特價 $5.99 /lb

新鮮牛尾
OX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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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lb
特價 $1.59 /lb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卡城農貿市場寒冷歡慶活動

穿厚實些，參加寒冷的室外歡慶活

動。在農貿市場親手嘗試冰雕製作，在冰

屋裡製作傳統的楓糖太妃糖。

時間：週六，11 月 30 日，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

地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地址：510, 77 Avenue SE

第33屆獅子彩燈節
卡爾加里最盛大的聖誕節彩燈展。

11 月 30 下午 5 點開幕，50 萬盞彩燈等

著你和家人觀賞，可乘坐雪橇穿越整個公

園。

時間：11 月 30 日～ 2020 年 1 月 8
日，每晚 6 點～午夜

地 點：Confederation Park Golf 
Course along 14 Street NW

網址：lionsfestivaloflights.ca

Spruce Meadows 
聖誕節集市

加入聖誕節集市購物活動，看看聖誕

老人的馴鹿，見聞節假日氛圍。可訪問網

站或者在正門處購票。

時間：11 月 29 日～ 12 月 1 日

地點 : Spruce Meadows
地址：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網站：sprucemeado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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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