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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家鄉越南美食

周
報

Vietnamese
Restaurant

6219 -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Tel: 403-454-8919
營業時間．Mon-Thu︰11am-9pm．Fri-Sat︰11am-10pm．Sun/Holiday︰11am-8pm

現已啟業
店內全線九折

新張期間
大優惠

10% Off

越式酸湯

(優惠期至1 2 月1 5 日止)

招牌濱海

連
香辣蝦煲

各式越南湯粉

午市特 惠
每日不同精選檬粉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CAN OF POP

送
越式豬扒飯

送

海卷壹條
$
特價
汽水壹罐

9

45

多款

無

仙女牌泰
國香糙米

海燕牌
米粉

萬歲
粟米油

莎基歌牌
飲品

上海白菜

雪里紅

羅馬番茄

西洋菜

中國紫心
番薯

白蘿蔔

海燕牌原
條黃尾魚

海燕牌
黃月鼠魚

幸福牌
巴沙魚扒

幸福比內
牌竹莢魚

越金牌
有頭白蝦

海洋媽媽
牌蝦仁

華詩妮
牌保鮮
膜

新鮮
三文魚頭

蜜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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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牌
清雞上湯

口味

MSG

李錦記純
正芝麻油

海浪牌罐
頭吞拿魚

空中霸王
全麥餅乾

蜜桃柑

橘味

綠洲牌
果汁飲品

原箱
$3.59/磅

特級羊蹄

新鮮牛坑
腩 (原袋)

特級草羊

牛柏葉
/牛肚

原箱
$2.99/磅

特級
牛仔骨

新鮮特級
雞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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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燒鵪鶉皇 ︵五隻︶
百花釀蟹鉗
發財蠔豉紅燒肉
鮑魚竹絲雞炖花菇
奶油雙龍蝦
靈芝菇扒苗皇
金蒜炸子雞
清蒸海上鮮
揚州炒飯
精美糖水

$288
川芎白芷燉魚頭
椒鹽龍躉皮
油泡龍躉球
魚柳扒豆苗
清蒸魚尾
甜酸咕嚕魚
金華玉樹魚
枝竹炆魚腩
絲苗白飯
糖水/鮮果

敬請一日前預訂

03

$218

$56

超值好運宴
龍躉全宴

(八位用)

$118
$15

(足10位用)

(足12位用)

$59
/三食

龍躉四食
95
$

95/清蒸

煀

游水鯇魚
北京片皮鴨五食
95
95
/三食

$43

95

3
午市大大碗牛腩粉$

晚市推介

中國甘肅月牙泉—2025干枯

看過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電影《天空之城》的人
，一定對那座飄浮在空中雲端的城堡印像深刻，
位於南美洲秘魯的馬丘比丘（Machu Picchu），也
是一座建築在高山之頂、充滿想像空間的印加文
化遺址，被考古學家稱做“天空之城”、“失落之城”
。每年吸引超過50萬觀光客的馬丘比丘，以石材
如同疊積木般砌出建築體，鑲嵌得天衣無縫，偉
大的砌石技術讓現代人嘆為觀止。然而，此地的
地質構造不穩，加上觀光客的人為破壞、磨損石
砌建築，遺址面臨地基移動、下陷的危機，隨時
都有可能因為一個小地震，導致整座城崩解跌入
懸崖，真的成了大家都找不到的“失落之城”。

中國絲綢之路，是一條回蕩千年歷史跫音的中西交流古道，鳴沙山下的月牙泉，黃沙吹不進、湖
水不干枯的景像，讓古代人嘖嘖稱奇了千百年。但是，月牙泉不干涸的神話，卻在未來10年即將
破滅！近30年來，月牙泉的水位愈來愈低，生長在水邊的紅柳、沙棗樹也已枯死，根據調查發現
，因為臨近的敦煌市，人口增加、耕地增多，水源需求變大，只好在當地的黨河、疏勒河上游建
設水庫攔水，使得這兩條河的表面水無法補給月牙泉的伏流地下水源，造成月牙泉水位下降、湖
面積縮小，游客騎著駱駝到湖邊，看到湖面不成形的月牙，也多有失望。

秘魯馬丘比丘—2100崩壞

埃及盧克索神廟—2050損毀
埃及古跡中最引人注目的宮殿之城盧克索（Luxor）
，卡納克神廟（Karnak Temple）和盧克索神廟兩座
古跡，由於不斷被偷盜、建築物受損嚴重，難逃瀕
危的厄運。上漲的尼羅河水，正在威脅盧克索地區
的神廟。由於該地區的農民習慣粗放式灌溉，導致
尼羅河水的水位不斷上漲，再加上該區接近出海口
，最近10年來，建築鹽鹼化程度愈來愈嚴重，幾千
年歷史的神廟群正被不斷侵蝕，而同時，鹽鹼化也
正在侵蝕立柱和雕像所使用的顏料。

世界
瀕臨消失

澳洲大堡礁—2050珊瑚死亡
大堡礁擁有世界最大型活體珊瑚群，是聞名世界的潛水首
選之地，地球愈來愈溫暖，對大堡礁的珊瑚礁來講，不是
一件好事，因為這將導致珊瑚白化，進而崩解珊瑚礁的結
構。新研究顯示，如果海洋溫度再繼續升高的話，大堡礁
大部分的珊瑚礁將在2050年前死亡，到時候大堡礁將是沒
魚、沒蝦、沒生機的空蕩蕩，只剩下一堆死白珊瑚遺骸。

的美景

由於觀光客泛濫和氣候變遷的影響，許多名列聯合國
“世界遺產”的地方恐會逐一消失、破敗或關閉，
而且可能必須在2020年以前謝絕觀光。
想像一下，未來你必須上網購買彩券，
中獎才有資格參觀美景，或者你必須提前申請、
納稅給景點，獲准後才能買機票出發……，
聽起來很荒唐，機率比中樂透還低，
卻非常可能發生。

• 説不得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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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隆大教堂

義大利威尼斯—2100滅頂
中世紀，義大利最偉大的旅行家馬可波羅，他的故鄉威尼斯，是一座把建築建建在亞得裡亞海海
濱湖上面的水上城市，如同蜘蛛網般交錯縱橫的177條水道、四百條石橋，串聯118個島區，島上
沒有汽車，家家戶戶都用船代步，獨特的水城風光。但是隨著氣候變化，專家估計在2100年之前
海平面會上升約1公尺，到了那時威尼斯也將滅頂，因此，義大利准備以造堤防的“摩西”計劃解決
水患。如果，摩西計劃還是救不了威尼斯的話，以後這個水上之都的美名，可能得轉給美國拉斯
維加斯、模仿威尼斯景色惟妙惟肖的“威尼斯人飯店”啦！

德國科隆大教堂，於1248年興建，歷經波折於1880年竣工，若非19世
紀的復古風席卷歐洲，不然，這幢最高的哥德式建築藝術經典，恐怕
永無完工之日上帝恩寵，好運不僅如此，1942年英美聯合空軍轟炸德
國時，雖然科隆老城被毀掉90％，所幸德國天主教透過羅馬教廷提出
要求，才讓教堂免遭轟炸，不過卻也中了盟軍十多枚炸彈、元氣大傷
。人類對環境的迫害、泛酸的空氣正無情地侵蝕教堂的每一塊斑駁石
頭，加上鴿子高酸性糞便的肆虐，酸上加酸，整修清理的工作，必須
加緊進行。建築物占地相當於一個足球場大，由16萬噸的磨光石砌成
，如同石筍般向上延伸，直向蒼穹像征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渴望，除兩
座高塔外，周遭還有11,000座的小尖塔。

一天清貨大減價

0

%

*

高達

貸款利率

0

$

*

500
Chinook Mall

$

雪胎壹套 *

首期

(國語/英語)

403-708-9158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免費

*

*

免費汽油

10,000

$

FRANK GAO
Product Advisor

1,000

$

折扣及現金回扣

起

華語營業代表

*

免供款
至

2016年五月*

購物卡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請勿錯過本年度最後一次省錢機會！
最後兩部
#P501735

LE, UPGRADE PKG., ALLOYS,
SUNROOF & MORE

WAS
$
24,584*

NOW
19,998*

$

0%*

2015 TOYOTA CAMRY
LE, LOADED

WAS
$
26,160*

NOW
23,988*

$

#P500690

0%*

2015 TOYOTA VENZA
AWD, LIMITED, TOP MODEL

WAS
$
42,098*

NOW
34,888*

$

#P501611

0%*

2015 TOYOTA RAV4
LE, AWD, LOADED

WAS
$
28,720*

NOW
25,888*

$

#P501966

0%*

2015 TOYOTA TACOMA
4WD, V6, AUTO, D-CAB,
LOADED, SR-5

WAS
$
36,919*

NOW
32,988*

$

DEMO
#P500303

0%*

2015 TOYOTA TUNDRA
4WD, 5.7L, V8, D-CAB, TRD

WAS
$
48,980*

NOW
39,888*

$

一天清貨大減價，袛限12月12日星期六早上9時至下午6時止！
*ALL PRICES INCLUDE FEES & TAXES &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CONDITIONS APPLY,
SEE DEALER FOR DETAILS. 0% AND FREE OFFERS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DVERTISED VEHICLES. ALL
TOYOTA CANADA REBATES ALREADY DEDUCTED FROM ADVERTISED VEHICLES, LIMITED TIME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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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OYOTA COROLLA

#P50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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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彩卡城

2 0 16

1

David Thomson & family
THE THOMSON-REUTERS MEDIA EMPIRE
Net worth: $36.76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20%
Residence: Toronto

這位51歲的華人蔡崇信(Joseph Tsai)，以73億的

加拿大富豪榜

在加拿大，最富有的人依然是控制著世界著名
的湯姆森––路透新聞集團的大衛·湯姆森男爵及其家

身家在加拿大排第六位，由於Joseph一向低調，未必
太多人認識，但說起阿裡巴巴則大多數都知道。原來
Joseph正是阿裡巴巴的副總裁和幕後軍師，他才是真
正掌握阿裡巴巴的財政大權。Joseph在台灣出生，13

十大

歲到美國讀書，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99年
加入阿裡巴巴，現時是執行副主席，他早年已入加拿

族。他在福布斯榜上排名第25位，財富368億美元。

大國籍，已婚及有三子女，現居香港。

他也是成為加拿大唯一一位進入福布斯今年排行榜

6

前100名的人，遠遠超過本國其他富豪。據悉，湯姆
森家族是本國和全球知名的媒體集團，創辦於1931
年，至今已經三代。該集團曾在2007年以170億美元
收購路透社，並將集團易名為湯姆森––路透。目前，湯姆森路透公司業務以提供科技和金融信息業為主。
湯姆森集團的第一代總裁是羅伊·湯姆森，祖父是蘇格蘭移民。羅伊從推銷收音機起家，於1931年在安大略省北灣市建
立CFCH廣播電台，首次涉足媒體業。50年代初經營範圍擴向電視業，並向海外擴張。羅伊曾在1964年被英國女王授予蘇格蘭
男爵爵位、列席英國上議院，並因此而放棄了加拿大國籍。現任公司總裁大衛·湯姆森是第一代總裁的孫子，畢業於英國劍橋
大學，現年54歲，居於多倫多，有3名孩子。由於他是從祖父、父親那裡繼承的爵位，所以仍然保留著加拿大的國籍。

5

Galen Weston Sr. & family

2

LOBLAWS / WONDERBREAD FAME
Net worth: $13.67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20%
Residence: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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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runswick成立了Irving石油公司。

8

Saputo Family
Net worth: $6.43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3%
Residence: Senneville
Saputo Jr. 共同經營Saputo Inc.，

Uber創辦人之一，今年以92億元首次上榜。在200年時，

掌管著全加拿大大部分的乳業行
業，包括Dairyland，Armstrong奶酪

Kalanick想出用手機透過程式叫車，並付諸實行終於讓Uber誕生，

及650種不同的品牌，Saputo也是世界十大乳業公司之一。

迅速將其業務拓展到全球500多座城市，一舉改變了出租車行業的格局。

ROGERS COMMUNICATIONS INC
Net worth: $8.86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20%
Residence: Toronto

9

James “Jimmy” Pattison

Net worth: $6.89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12%
Residence: Vancouver
Jimmy Pattison擁有Jim Pattison集
團，旗下有Overwaitea Foods、
Save On Foods、Guinness World
Records等多家公司，他也是86

Lino Saputo 及他的兒子 Lino

Camp還只是CALGARY的一個大學生，六年後與好友Travis

Rogers Family

4

IRVING OIL LTD / J. D. IRVING LTD
Net worth: $7.50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9%
Residence: Rothesay

後來涉足石油及造船行業。1924年在

店，如本國的大型連鎖式超級市場Loblaws(以及旗下品牌)、Shoppers

CO-FOUNDED STUMBLEUPON
Net worth: $9.18 billion
New for 2016
Residence: San Francisco

7

Irving Family

身前10，1881年開始從林木業發展，

大和全球的零售業大亨，控制著本國和其他國家知名的百貨連鎖
Drug Mart、HoltRenfrew，英國的Selfridges零售店，愛爾蘭的BrownThomas等。

Joseph Tsai（蔡崇信）

CO-FOUNDER OF ALIBABA
Net worth: $7.30 billion
New for 2016
Residence: Hongkong

石油家族雖然資產略微縮水，但仍躋

本國排行第二的富豪沃斯頓(GalenWeston)及其家族則是加拿

Garrett Camp

3

• 卡卡C

年世博會的主席及CEO。

10

Estate of Paul Demarais Sr
Net worth: $6.10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9%
Residence: Sudbury

Paul用了60年的時間，將從父親手

Richardson Family

Corp

Net worth: $5.63 billion
Change from last year: ▲ 12%
Residence: Winnipeg

加拿大多倫多成立。其業務領域包括有線電視分銷

，集團的業務還包括蒙特利爾的法語日報––La Presse，和人壽

James Richardson & Sons公司已

，影像零售，數字式PCS，頁面和數據通訊，高速互聯網

保險公司––Great West Lifeco。公司大力投資中國，2011年8月

經運營了158年，最初因為將

訪問，電視播送，專業頻道業務，電信商店和新媒體業務。現在主席為

，公司以2.7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China Asset Management Co.

菜籽油(Canola oil )最先引進市

Edward Rogers III，旗下還有多家媒體子公司，包括Omni及Sportsnet等。

10%的股份。他還是中信泰富的重要股東。

場而主導了整個糧食行業。

加拿大最大的通訊公司之一，該公司於1920年在

中接過的安大略單程巴士公司轉變為
價值上百億美元的巨型企業Power

12月16日上午11時至下午4時

敬請光臨本賭場參加聖誕盛會
聖誕特色自助午餐 $11(會員) $13(非會員)
現場聖誕樂曲演奏
聖誕角子機大賽
12月9日前報名，更可獲得特別聖誕禮物一份
午餐留座及報名參加角子機大賽 請與Jane聯絡
電話 403-514-0900 ext.7076 或
電郵 jszabo@cowboyscasino.ca

容易百家樂
現已重臨本賭場
歡迎光臨
高投注額貴賓廳
每晚提供精美小食

多個食肆及酒吧

現增設

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
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情及查詢請與華語服務專員 Sandy 聯絡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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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多部角子機 30張賭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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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狗狗也有牙周病！
你家汪汪的牙齒健康嗎? 人類
有牙周病的困擾，汪汪其實也會
唷~尤其汪汪無法幫自己刷牙，只
能依靠主人幫忙汪汪做好口腔清
潔護理，就算汪汪再怎麼討厭被
清潔牙齒，為了汪汪好，主人還
是要花點小心思與技巧，才能讓
汪汪擁有一口好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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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汪汪牙周病症狀
* 齒肉發炎症狀
齒垢中的細菌會使齒肉發炎
，也就是所謂的「齒肉炎」。當
齒垢的細菌破壞齒肉後，其細菌
會深入牙齒內部進行組織破壞，
使齒肉發炎情況惡化、牙齦腫脹
，同時會破壞齒根骨的上方，不
可大意。
* 常見的臨床症狀
當蛀牙發生在汪汪的門牙或
犬齒時，容易引發鼻腔感染，出
現流鼻涕、打噴嚏或流鼻膿等問

題；如果是臼齒蛀牙，則會引發
臉部腫脹，稱為「齒槽膿漏」。
下次見到汪汪流鼻涕的類感冒症
狀，可別輕忽囉~
* 「齒槽膿漏」症狀
當齒肉炎的發炎情形惡化，
該部份的齒肉會開始萎縮，或是
支撐牙齒的齒槽骨遭到破壞，造
成牙齦出血、牙齒鬆動，甚至開
始流膿，讓口腔發出惡臭，最後
會整個惡化為齒槽膿漏。
汪汪牙周病過程
先形成牙菌斑
↓
引發牙齦炎
↓
牙菌斑掰掰
↓
形成牙結石

↓
破壞結締組織
↓
刺激牙結石
↓
牙齦萎縮
↓
細菌感染
牙周病不只是讓汪汪掉光牙
齒，其發炎的牙齦會造成傷口潰
瘍、細菌感染；被破壞的齒槽骨
會使上下頜骨變得脆弱；口鼻腔
之間可能化膿，影響鼻腔、甚至
壓迫眼眶。
汪汪如果有口腔問題，最明
顯的表徵便是食慾不佳，不願意
開口進食，如此一來也就更沒有
體力抵擋口腔內細菌的攻擊；而
這一切都是有跡可循，只要主人
多用點心，多關懷身旁的汪汪，
就能讓牠少點病痛的折磨喔~

ay

Mason Jar Salad for Every Day of the Week
Su

nd

美森玻璃罐
食 材
1/2條
1/2個
1/3杯
1/3杯
1/2個
2杯

er n

uinoa
oodle q

cucumb

青

麥沙
藜
條
瓜

salad

律

食譜

1. 將沙律醬所有材料放到攪拌機攪拌1-2分鐘
，直至變得濃稠，然後分成四份
2. 牛油果去皮，打成糊狀

入罐順序(使用32oz玻璃罐)
1. 罐底先放進調製好的沙律醬一份

沙律醬
橄欖油
絲滑杏仁奶
檸檬汁
檸檬皮
大蒜粉
海鹽
楓葉糖漿
罌粟籽

做 法

7

1/2杯
1/3杯
2茶匙
1/2茶匙
1/4茶匙
1/4茶匙
1湯匙
1茶匙

2. 依次放入青瓜條、藜麥、牛油果泥、腰果、
蘋果粒
3. 最後塞滿菠菜或自選蔬菜，密封冷藏後食用

)的 鈣 及 維 生 素 含
杏 仁 奶 (Alm on dm ilk
奶高出50%鈣，
量高，熱量又低，比牛
的優質選擇。
是「乳糖不耐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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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瓜(切細條)
牛油果
藜麥(煮熟)
腰果
有機蘋果(切粒)
菠菜/自選生菜

由零開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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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fly Crunchy

12/11 - 12/17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403.384.9780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on ONLY
只限save on foods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Garlic 1kg

1

Lo Bok

.69

1KG
鮮蒜頭 (原袋)

白蘿蔔

Pork Shoulder Butt
Boneless Splits

去骨叉燒肉

1

29

99
ea

Nante Carrots

特價

紅蘿蔔

lb

Opo Squash

特價

葫蘆瓜

2

26

Pork Spareribs
Splits

lb
特價

大排骨

白菜仔

.99

Zucchini

特價

3

42
lb

特價

04

Frozen Golden Pompano

急凍金鯧魚

lb
特價

Baby Bok Choy

意大利瓜

Pork Back
Bones

急凍豬蹄

2

00

Frozen Tilapia

急凍鰂魚

lb
特價

lb
特價

.99

lb

特價

1

29
lb

特價

999

50磅

ea
特價

Yellow Onion
Bag 50lb

洋蔥 (原袋)

.79

Orange

特價

大甜橙

新鮮雞腿連背

蟹腳、蟹鉗

2

10
lb

Back Attached
Chicken Legs

Olivia Snow Crab
Legs and Claws 680g

lb

特價

19

99
ea

特價

Adverti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on. Off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ti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本廣告如有排版錯誤，以店內有關標示為準。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本店可限制購買數量。 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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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b
特價

lb

1

29

11

Gold Sponsor

Silver Sponsor

參茸燕窩海味集團

Bronze Sponsor
RESORT & EVENT CENTRE

Media Sponsor

Oriental Weekly December 10, 2015
12

Sold

Out

Sold

Out

Printing Sponsor

節省高達

每位成功購車顧客
可獲名貴禮物壹份
節省高達

袛限2015年CIVIC存貨
或選擇以借貸利率

再加$1,000獎賞

袛限2015年ACCORD存貨

現在是時候前來試駕2016年全新設計

7663
110
AVENUE
NW
(403)
TH

407-2021

(本車行位於COSTCO以西)

PRINTING. PRIOR SALES NOT ELIGIBLE. CONDITIONS APPLY. VEHICLE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ALL OFFERS END 12/31//15. SEE DEALER FOR FULL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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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W 或 GERALD TSANG
請聯絡 JOHN
查詢詳情
403-667-6111
403-397-6822

13

11:30

New Year’s Eve Dinner & Show!
除夕自助餐晚會
Oriental Weekly December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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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
7pm-9pm
樂隊表演 9pm
贈 送 倒 數香檳

每位

$

80 00
+GST

OFF TRACK BETTING NOW OPEN!

世界各地賽馬場外投注

現已投入服務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全 新

賭檯耍樂時間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 甲殼蟲•

遊記

紐西蘭大叔
花了四年

「

種 出」

吸
呼
會
長大的樹教堂
說 到紐西蘭，你可能會想到電影「魔戒」
，或者是著名的城市象徵「基督城大教堂」，
但其實紐西蘭還有一個別出心裁、充滿綠意的
「樹教堂」，全部由樹木組成，無論是教堂建
築或是花園，一片綠油油的風景映入眼簾。

綠建築典範 樹教堂

這座「種出來的教堂」，為了看起來還是
像一般建築物一樣，
屋頂就是屋頂，牆壁
就是牆壁，因此Barry
Cox以鐵架做為教堂
的整體架構，植物順
著鐵架而生，等枝葉
茁壯到足以撐起教堂
時，再將鐵架移走。

擁抱自然風 綠色聖地
為何會
有打造樹教
堂的想法呢
？最初喜愛
教堂和園藝
的Barry
Cox是在無
數次旅行中
萌生出來的想法，於是拜訪了世界各地的教堂
，只是想要創建一個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建築，
因此他細心的選樹、種樹，自己在
自家後院組裝框架，利用鐵架將教
堂雛型抓出來，然後等它順著支架
慢慢長出來，為了等待樹木成長，
整座教堂耗費了四年的時間才完工
，打造出樹教堂和綠色園區。
然而完工後，Barry Cox卻又覺
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應該讓

大家感受這片綠色聖地，因此決定對外開放。
樹教堂的開放時間是每周二和周日，入場費是
紐幣10元。

花漾迷宮步道 夢幻婚禮場地
教堂前還
有一條筆直的
，通往神聖的
路，當做完禮
拜後，不妨到
一旁的花園和
迷宮步道走走
，這裡的迷宮
步道是根據西
元前460年的
耶利哥古城迷
宮形制所建，
邊看邊逛，也
不會覺得累。
即使對於宗教
不那麼熱衷，
把它當個植物園來逛逛，也是不錯的選擇！
就像其他戶外場所一樣，這座教堂也必須
經常整理，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為了維持其
美觀，需得花費5小時進行割草、3小時整理外
觀，因此想進入參觀或是舉辦婚禮，都必須支
付場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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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Barry Cox
所建造的「樹教堂
Tree Church」，
位於北島Cambridge附近，占地
約有1.2公頃，有一
座可容納百人左右
座位的主體教堂建
築，還有花園和迷宮步道，其中的樹教堂被各
種不同品種的樹木花草包覆，使教堂完全被清
新的綠色包圍，宛如世外桃源。

陽光可透過樹葉的縫隙灑落進教
堂內的角落，牆面的部分則是選
用有著銅綠色光澤的澳洲樹種薄
子木，遠遠看去，還真有種石頭
牆面的感覺。因此從屋頂到牆壁
，全部由樹木所構成，是座不折
不扣的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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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北美貿易戰箭在弦上 加拿大擬對美征報復性關稅
北美自貿區的三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圍繞肉類產品原產地標簽問題到世界
貿易組織打官司長達7年，世貿組織最新裁決支持加、墨兩國每年向美國徵收超過10億
美元的報復性關稅。
事件起因于2008年美國通過肉食品原產地標簽法(Country of origin labelling，簡稱
COOL)。該法規定，美國的食品工廠和零售商必須在進口的肉食品包裝上標明肉類產
品的原產地信息，包括牲畜的出生地、飼養及宰殺。美國農業部的解釋是，消費者有
權知道他們購買的肉食品的產地信息。
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對此強烈反彈。兩國稱，美國自加、墨進口的肉食品已經按照
美國農業部的嚴格要求進行了檢驗，在此前提下無論如何再標明原產地信息，都涉嫌
對這兩國肉類產品的歧視性對待。兩國遂興訟至世貿組織。
此前，世貿組織已經連續4次作出裁決，認為美國的做法違反世貿規定，最近一次是今
年5月。世貿組織下令，如果美國不停止歧視做法，世貿將允許加墨兩國採取報復行動
。但美國方面遲遲未能作出改變。
12月7日，世貿組織最終裁定，再度認定美國做法違反世貿規則，支持加、墨兩國每年可向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其中，允許加拿大向美國徵收每年
10.54億加元(約合7.8億美元)的報復性關稅，墨西哥可徵收的報復性關稅約為2.28億美元。

油價重回37美元美股跌幅收窄
隨著紐約原油價格回升至每桶37美元之上，美股周二午盤跌幅收窄。但道指與標
普500指數仍然深陷下跌區域。
美東時間12月8日12:52，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158.37點，報17,572.14點，
跌幅為0.89%；標准普爾500指數下跌13.82點，報2,063.25點，跌幅為0.67%；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9.94點，報5,091.87點，跌幅為0.19%。
今天盤中道指最多下跌約245點，目前跌幅已經收窄。道指成份股卡特彼勒(CAT)
被視為能源與原材料行業的晴雨表，該股目前下跌2.5%。
周二紐約原油期貨價格一度跌破每桶37美元，布倫特原油曾跌破40美元關口。
BMO Private Bank首席投資官傑克-阿布林(Jack Albin)表示，最近原油期貨價格
跌破重要的價位，使許多早已負債累累的能源企業的信貸前景更加嚴峻。
阿布林表示：“大家普遍認為，頁岩原油的的生產成本為每桶40美元。原油期貨價格跌破
40美元，看來真的引起了投資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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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超越日本 成為亞洲最大高科技出口國
亞洲開發銀行稱，中國已經終結了日本主導亞洲高科技出口的時代。
亞行稱，中國在亞洲高科技產品(如醫療器械、飛機和電信設備)出口中所佔份額
，已從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日本去年所佔份額則從2000年
的25.5%下滑至7.7%。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也丟失了市場份額。
這一轉變標志著，在尋求向製造業價值鏈上端移動之際，中國在促進創新和科技
成為經濟主要引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根據亞行周二公布的《2015年亞洲經濟
一體化報告》，2014年低科技產品占中國出口的28%，與之相比的是2000年佔
41%。
“盡管許多關鍵零部件仍然是從其他國家進口，但是中國境內的高科技制造越來
越多，”匯豐控股駐香港的亞洲經濟研究聯席主管範力民(Frederic Neumann)
稱。“擁有高度熟練工人的中國變得非常有競爭力，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研發轉
移到了中國。”

聘

請

3/4 年 修 車 技 工

誠聘

Thai Express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Centennial Place 及 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收銀、執碼兼學廚數名
有意者請於2pm後致電Amy預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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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a Ng
伍 太
403-818-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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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十二 月 九 日 星
( 期三
)
十二 月 八 日 星
( 期二
)
十二 月 七 日 星
( 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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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日至12月9日

造價335億 超級美艦易翻沉
被視為美軍未來戰艦的朱姆沃
爾特號（USS Zumwalt），其建造
計劃延誤多年後，周一首次進行
海試。朱姆沃爾特號外觀異於現
代軍艦，又採用多項先進技術如
電力推進系統及雙頻雷達，每艘
造價高達四十三億美元。不過，
有專家批評朱姆沃爾特號的設
計，指它有機會在強風中翻沉，
深海的旅途未必順利。
美P8機部署星洲制華
中美南海角力持續升級，美國
國防部當地時間周一發聲明稱，
美國與新加坡已達成協議，准許
美軍於當日至下周一期間，在新
加坡部署最新式P8偵察機。
解放軍兩神盾艦駐海南
美軍新一代驅逐艦海試之際，
中國內地互聯網亦流傳照片，顯
示兩艘被譽為「新中華神盾艦」
的解放軍052D型導彈驅逐艦，
同時在海南軍港現身。有分析
指出，連同該兩艘052D艦，南
海艦隊現時至少已經擁有六艘
052C、052D級神盾艦，攻擊與防
守能力大大提升，將有效提升捍
衞南海的力量。
華導彈射程可癱美軍遠東基地
美軍超級巨艦下水之際，有美
國傳媒卻發表文章，警告中國的巡
航和彈道導彈射程，已足以覆蓋美
軍在遠東的所有基地，並指中國有

能力讓三個主要基地長時間癱瘓，
建議美軍分散戰力部署。
俄兵炫耀火箭土轟挑釁
土耳其上月擊落俄羅斯戰機，
兩國關係急速惡化，近日又因一張
照片再起波瀾。土國傳媒刊登照片
顯示，俄軍戰艦上周穿越伊斯坦布
爾的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Strait）時，有軍人在甲板上手持
火箭發射器。土耳其指摘行為挑
釁，召見俄國大使抗議。
特朗普狂言：禁回教徒入美國
美國加州剛發生回教夫婦槍擊
恐襲，造成大量死傷。經常發表惹
火言論的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
人特朗普，事後呼籲「全面禁止」
回教徒進入美國，引起激烈回應。
甚至連向來鮮有回應總統參選人言
論的白宮亦指特朗普聲明違背美國
價值觀、國家安全和利益。
IS「建國藍圖」曝光 首重培訓童兵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領袖巴格達迪，於去年六
月宣布在伊敍兩國建立回教「哈
里發國」，企圖成為回教世界
的精神權威。英國媒體披露一份
IS「建國藍圖」，顯示完整官僚
制度，更積極培訓兒童為未來準
備，可見IS野心勃勃立國，並非
一般的極端組織。
莫斯科巴士站 爆土彈五傷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一個
巴士站，當地時間周一晚有人向

候車人群投擲土製炸彈，造成五
人受傷。警方將案件列為流氓行
為（hooliganism）處理，暫未有
證據顯示涉及恐襲。
接炸彈恐嚇 法航急降加國
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
一班從美國三藩市飛往法國巴黎
的客機，周一因收到炸彈威脅，
轉飛加拿大蒙特利爾緊急降落，
最後證實是虛驚。
英漢攜四刀闖商店殺顧客
英國倫敦上周六晚發生地鐵站
斬人案，兩日後牛津郡亦出現持
刀襲擊事件。一名男子手持多達
四把利刀闖入商店，捅死一名八
旬顧客，他最終被捕，警方指事
件不涉及恐襲。
畜牧濫用抗生素惡菌易傳人
英國政府近日發表一項有關抗
藥性的報告，指現代畜牧業對動
物使用大量抗生素，令牠們的抗藥
性病菌增加，導致大眾進食罕有肉
類、未煮熟或生的肉類時，感染超
級病菌機會大增，危害公眾健康。
專家呼籲畜牧業減少使用抗生素。
峴港賭場包機吸華豪客
中國反腐令澳門博彩業受衝
擊，越南中部峴港一間私營豪華
賭場憑陽光、海灘和低調的優
點，近年吸引不少中國富豪前往
豪賭搏殺。該賭場除設有多間VIP
房外，每周還安排廿五班包機到
中國接賭客到越南。有賭業高管

預計，該賭場每月營業額過去一
年已增至三十億美元。
青藏高原融冰 影響下游20億人
受全球氣候暖化影響，各地冰
川的融化速度逐漸加快。最新研
究顯示，有「世界屋脊」之稱的
青藏高原，三十年來平均氣溫上
升攝氏兩度，預計到二○五○年
將有三分之二冰川消失。
京霧霾紅警 今達污染高峰
北京連日霧霾侵襲，當局應對
措施遭受抨擊，前日啟動史上首
次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昨日北
京主要污染物PM2.5指數平均達二
百或以上，部分地區更逾三百，
超出正常水平十二倍。
韓海軍鳴槍逼退華漁政船
中國與南韓在海上糾紛沉寂一
時，昨日突然傳出衝突消息。韓
聯社指南韓海軍昨下午發現一艘
船隻越過朝鮮半島西部海域北方
界線（NLL），起初以為來自北
韓，後確認為中國漁政船，南韓
海軍隨即開槍示警，將其逼退。
汪洋料明春訪日經濟對話
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汪洋或於明年春季訪日，並
出席部長級「中日高層經濟對話」
，屆時汪洋有可能與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會談，外界關注此舉能否促使
雙方領導人恢復互訪。另有消息人
士指，中日政府均對中國經濟前景
感憂慮，故希望加速經濟對話。

中文聖戰歌招攬疆獨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繼早前將中國大陸及台灣列為
襲擊目標，前日再發動宣傳攻勢，首
次發布中文版普通話聖戰歌，相信是
企圖吸引更多操華語的回教徒加入，
特別是新疆維吾爾族人。
社交媒體出招遏暴恐內容
「伊斯蘭國」擅長以社交媒體宣
傳，Google、facebook及twitter日
前與法國總理及歐盟官員商討後，
將推出一系列措施。YouTube將擴大
「可信檢舉者」計劃，讓反恐當局
即時刪除涉及恐怖主義的影片。fb
及twitter亦同意禁止張貼有關暴力
威脅的言論。不過相關行動只低調

進行，因他們擔心專制國家會要求
配合，過濾言論。
奧巴馬堅持不派地面部隊攻IS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日發表重要全
國電視演說，將日前導致十四死的
加州槍擊案定性為恐襲，警告恐怖
主義正以新形式威脅美國，誓言會
加大空襲摧毀IS。然而，奧巴馬仍
堅持不派地面部隊打擊IS，被批欠
缺新應對方案。
IS化武走私歐洲 恐製骯髒彈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一
直有傳曾在伊拉克和敍利亞兩國，使
用芥子毒氣等化武攻擊敵方；並在中
東各國的科學家協助下，自行研製化
學武器。英國媒體周日引述歐洲議會

報告指，IS已經將生化武器走私入歐
洲大陸，或在不久的將來發動生化襲
擊，歐洲的前景堪慮。
加州女槍手fb發表極端言論
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中，
巴基斯坦裔槍手法魯克及妻子馬利
克被警方擊斃。馬利克其中一名親
友指，她自從嫁到美國後，便開始
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張貼極端主
義言論，更會在深夜以阿拉伯語與
神秘人網聊。但由於法魯克家族內
沒有人懂阿拉伯語，因此眾人都不
明白她在說甚麼。
塔吉克7.2級地震 新疆消防戒備
中亞國家塔吉克昨日發生黎克
特制七點二級地震，造成至少一死

十傷。中國新疆、巴基斯坦伊斯蘭
堡、印度新德里等地均有震感，市
民紛紛逃到街上暫避，有民眾形容
事發時整所房子都在搖晃。其中新
疆喀什地區震感尤其強烈，一名貨
車司機死於地震引發的山泥傾瀉。
聯合航空趕客落機起衝突
美國聯合航空客機再生事故，前
日由上海飛紐約航班上，有內地男
乘客與機組人員起爭執，大鬧機艙
後被機長拒載，最終勞動航警出手
制服抬下機。據報鬧事男子要求座
位升級不果，直接坐到別人座位，
反抗時更導致三名警員輕傷。據內
地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指，鬧事的盧
姓男子為西南財經大學知名教授。

刀手：為了敍利亞 恐襲倫敦地鐵
英國上周四宣布加入空襲敍利
亞境內的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
國」（IS）據點，倫敦東部前日即
發生持刀狂徒闖進地鐵站斬人事
件。行兇黑人男子在站內高呼「
為了敍利亞」後，便開始隨機尋找
目標，有兩人被斬傷，其中一人重
傷，現場多處留下大量血漬。警方
趕至用電槍制服兇徒，並循恐襲方
向調查。
印破刺殺莫迪陰謀 拘三恐怖分子
法國巴黎發生黑色星期五恐襲
後，印度傳媒昨日引述情報官員報
道，有來自巴基斯坦恐怖組織的成
員潛入印度，企圖暗殺總理莫迪或

發動恐襲。幸好當局及時揭發陰
謀，拘捕至少三名恐怖分子。
加州槍手 聯繫阿蓋德與青年黨
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槍擊案，
有美媒前日引述警方消，被擊斃的
男槍手法魯克生前與至少兩個恐怖
組織聯繫，但官員指暫無證據顯示
IS發出行動指令。
巴黎地選 極右陣營領先執政黨
法國巴黎經歷上月連環恐襲，
造成一百三十人死亡後的三周，昨
日舉行第一輪地方選舉。由瑪琳勒
龐領導的極右法國國民陣線，因大
打反難民及反回教主義牌，在恐襲
過後勢頭強勁，選前支持度約為三
成，比總統奧朗德領導的社會黨高

出至少八個百分點。
死亡直擊佛州警擊斃剃刀匪
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灘一名
男子，上周六早闖入一間銀行企圖
打劫。他宣稱有炸彈，但未能得手
後逃去。有民眾拍下警員到場把他
重重包圍，疑犯手持剃刀與警員對
峙，但最終被開槍擊斃。
無國界醫生 促徹查「誤炸事件」
國際醫療組織「無國界醫生」
設於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的一間
醫院，十月三日遭美軍AC-130空中
炮艇轟炸，造成最少三十人死亡，
包括十四名無國界醫生員工及十六
名病人。美軍調查後承認轟炸屬人
為錯誤，無國界醫生主席廖滿嫦日

前在本港受訪時表示，不滿美軍的
調查結果，要求國際人道主義實況
調查委員會（IHFFC）對事件進行
獨立調查。
薄熙來金主 徐明獄中暴斃
震動中共官場的前重慶市委書
記簿熙來案，案中關鍵證人之一的
大連實德集團前董事長徐明日前於
獄中猝死，年僅四十四歲，其遺體
旋即被火化。被視為薄家金主的徐
明，其發迹史屢受質疑，當年他「
失蹤」更惹起大連商界人人自危。
有消息指徐明死於心肌梗塞，但有
大連實德高管透露未聽過徐有心臟
病，接近徐家人士亦直言對死訊感
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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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追隨者發動。聯邦調查局
（FBI）正循恐襲方向調查。一旦
證實IS所為，會是九一一襲擊以
來美國本土涉回教極端主義的最
嚴重恐襲。
IS招兵赴敍 馬國反恐拘五人
伊斯蘭國（IS）對東南亞國家
威脅日增，馬來西亞警方上周六
宣布拘捕了五名疑犯，相信他們
與IS等恐怖組織有聯繫。馬來西
亞與泰國近日因應恐襲威脅，已
提升國內保安。
俄炸油設施 誓斷IS財路
俄羅斯自從聲稱土耳其是IS
的石油買家後，便加強空襲IS的
相關石油設施。俄國國防部上

周五表示，駐敍利亞的俄軍轟炸
機於過去九日，總共出擊四百三
十一次，空襲一千四百五十八處
恐怖分子的設施，包括逾百輛運
油車，期間擊斃數名恐怖分子領
袖。
哥國狂魔 殺16少女姦屍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著名
旅遊景點蒙薩拉迪山區（Monserrate），淪為連環殺手的埋屍地
點。一名三十四歲露宿漢在一○至
一四年間，以毒品引誘至少十六名
染上毒癮的妙齡少女，再將她們殺
害、姦屍及肢解，並將屍體殘骸棄
於山區叢林。警方於上月底拘捕該
名有「蒙薩拉迪狂魔」之稱的男
子，此後陸續發現殘肢。

逃美13年「通緝犯」回國自首
內地追逃「紅色通緝令」第四
號人物、與丈夫共同貪污一千九
百多萬元的前河南省高速公路管
理局黨委書記黃玉榮，近日主動
回國投案。內地傳媒引述官場人
士指，黃與廳長丈夫當年任官時
開大小會議，「夫妻倆講廉政最
多」，但二人卻從未停止貪腐。
洪秀柱首現身站台
台灣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昨
日成立競選總部，多名國民黨元老站
台，早前被黨內撤換參選人資格的立
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亦首度為朱站
台。朱立倫致詞時指，國民黨只有一
個聲音，就是凝聚共識，團結參選。

曼谷 布吉 芭堤雅 IS伏兵謀恐襲
泰國在慶祝泰王八十八歲生日
前夕，有泰國傳媒周四公開一份
聲稱是警方洩露的備忘錄，顯示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已
派出十名恐怖分子，潛入熱門旅
遊地點曼谷、布吉及芭堤雅，伺
機襲擊俄羅斯遊客。警方其後承
認有接獲由俄羅斯提供的情報，
但仍未能核實。消息引起國內外
憂慮，擔心泰國面臨新一輪恐襲
威脅。
馬國新反恐法被指步向獨裁
馬來西亞國會周四晚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三讀通過用作反
恐的《國家安全理事會法案》。

它授予總理納吉布領導的國家安
全理事會極大權力，可在未取得
最高元首、國王蘇丹端古•阿卜
杜勒•哈利姆的同意下，宣布境
內指定地區為安全區。人權組織
及在野黨憂慮，這是步向獨裁之
路的第一步。
戰機擊落後俄土外長會談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四誓言，
土耳其領袖將會對擊落俄戰機後
悔，俄方同時停止與土耳其就大
型輸氣管的談判。土耳其外長恰
武什奧盧在貝爾格萊德與俄羅斯
外長拉夫羅夫會談，會後他就俄
羅斯一名機師在事件中死亡表示
慰問，但未作出道歉，四十分鐘

的會談並無突破。
德派兵助法攻IS不涉空襲
德國國會昨日以四百四十五票
贊成、一百四十六票反對，大比
數通過議案，授權總理默克爾出
動戰機及戰艦，協助法國打擊敍
利亞境內的極端回教組織「伊斯
蘭國」（IS）。不過，德軍只會
擔任支援的角色，不會參與任何
空襲行動。
埃及夜店大火16死
局勢動盪的埃及首都開羅，
市中心一間夜店於當地時間周五
凌晨，遭到汽油彈襲擊。警方指
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另有六人
受傷，暫未知死傷者中有沒有外

國人。由於夜店正門被縱火，令
唯一逃生路線受阻，不少顧客及
員工被活活燒死或吸入濃煙窒息
而亡。當局暫時排除事件涉及恐
襲，並正追捕三名在逃的蒙面兇
徒。
加州男槍手 曾接觸恐怖分子
美國加州聖貝納迪諾市周三發
生的槍擊案，夫妻槍手行兇動機
仍然未明，當局於他們家中搜出
大批武器，相信二人原本有計劃
發動更多大屠殺。兩人背景身份
曝光，男槍手法魯克被揭曾與國
際恐怖分子接觸，妻子馬利克則
近月通過美國移民局反恐審查，
暫時取得居留權。

加州夫妻槍手血洗聖誕派對14死17傷
恐襲陰霾籠罩歐洲之際，美國發
生三年來最嚴重槍擊案。加州一間社
會服務中心周三舉行聖誕派對期間，
一對雌雄槍手突然闖入大開殺戒，造
成至少十四死十七傷。兩槍手逃離現
場，與警方爆發激烈追逐戰，並投擲
爆炸品，最終雙雙被擊斃。男槍手是
巴基斯坦裔美國公民及回教徒，警方
懷疑是本土恐怖活動。
奧巴馬借機籲改革槍械管制
美國加州是全美槍管最嚴格的
地區，但仍然發生周三的嚴重槍擊
案。總統奧巴馬事後再次重申，美
國需要改革槍械管制，呼籲議員通
過槍管改革，阻止所有在華府禁飛

名單上的危險人士購買槍械。
八警亂槍轟斃持刀黑人青年
美國芝加哥黑人青年麥克唐納遭
白人警員連開十六槍擊斃，事發片
段上周曝光後觸發群情洶湧。同類
事件近日於西岸三藩市發生，一名
持刀黑人青年在街頭遭多名警員包
圍，終遭連槍擊斃。有居民形容場
面如槍決。片段在網絡流傳。
車臣裔俄諜遭斬首
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繼早前宣稱擊落俄羅斯
Metrojet客機後，周三首次發放處
決俄羅斯人質的片段。一名被指是
俄羅斯車臣裔的男間諜，遭操俄語
的劊子手冷血斬首，劊子手更直斥

俄羅斯總統普京是狗。事件揭示俄
方早已利用車臣裔人滲入IS，以收
集情報。
國會批准 英軍閃電轟炸IS油田
英國國會下議院當地時間周三以
三百九十七票對二百二十三票，大
比數通過空襲敍利亞境內極端回教
組織「伊斯蘭國」（IS）。英國皇
家空軍戰機在表決後不到一小時，
即從塞浦路斯英軍基地起飛，轟擊
至少六個IS油田目標。
俄舉證土總統買IS石油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發表國情
咨文，再次譴責土耳其擊落俄軍戰
機，犯下「陰險的戰爭罪行」，稱
俄方不會忘記，暗示會有更多制

裁。俄國防部前日更公開地圖及照
片，聲稱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及
其家族，向伊斯蘭國（IS）購買石
油的確鑿證據。
殲20秘密試驗 隱形戰機中隊將組成
國產第五代隱形戰機殲20據指
即將投入量產階段。上月網傳殲
20的2017號原型機在四川成都試
飛，美國傳媒報道，中國當局或
會將2017號原型機帶到北部偏遠
地區進行更重要的試驗，很大機
會在明年投入量產，估計首支殲
20飛行中隊將於二○一七年開始
服役飛行。若果成事，中國將成
為繼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擁有
第五代隱形戰機部隊的國家。

氣象超級電腦遇襲澳洲歸咎華黑客
中美網絡攻擊議題備受關注之
際，澳洲傳媒大爆當地氣象局「亦
遭」中國黑客攻擊。報道指澳洲國
家氣象局的超級電腦，遭受大範圍
攻擊，黑客或乘機連結入侵國防部
門等，而澳洲總理特恩布爾的發言
人更明言，得悉「有國家在背後支
持的犯罪組織」攻擊澳洲政府網
絡。中國外交部昨駁斥澳媒報道，
直指是「無端指摘和猜測」。
中美設熱線 合作網絡反恐
中美網絡安全領域近年交鋒不
斷，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國務委員
兼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前日出席中
美首次針對網絡犯罪的高級別聯合

對話，美國代表為司法部部長林
奇，及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雙
方達成包括建立熱線機制等共識。
軍改方案增中部戰區 保衞首都
內地軍隊改革方案傳出現重大
調整，據報方案原定全國劃分為
東、南、西、北四大戰區，現決定
增加一個中部戰區，作為戰時拱衞
北京及增援四大戰區的預備隊，以
應對現代戰爭出現的「斬首戰」。
喜誕B女 fb教主捐99%股份
網絡巨擘facebook始創人朱克
伯格前日宣布，其華裔妻子Priscilla Chan誕下一名女兒，命名為
馬克西馬（Maxima Chan Zuckerberg）。初次為人父母的朱克伯

格夫婦，更同時宣布會捐出兩人
名下九成九的fb股份行善，估計
總市值高達四百五十億美元，為
愛女建立慈善王國。
昂山晤登盛商權力移交
緬甸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全民
盟）在上月國會選舉獲近八成議席，
足夠獨自籌組新政府。無法參選新總
統、但揚言要掌控新政府的反對派領
袖昂山淑姬，昨日分別與總統登盛及
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蘭會面，商討權力
移交問題。緬甸總統府發言人表示，
昂山淑姬與登盛在會面中只談及如何
順利移交政權，並無提及憲法議題。
最富一成人炮製半數碳排放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目前正於

法國巴黎舉行，樂施會昨日發表
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最富有
的一成人，製造了全世界一半的
二氧化碳排放；相反，全世界最
窮困的一半人士，卻只佔全球的
一成的碳排放。
亞航機師集體流感多線停擺
馬來西亞傳媒報道，當地廉
價航空公司亞洲航空，前日因有
十三名機師感染流感病倒，導致
多個航班取消或延誤，數以百計
乘客受影響。受影響航班數目不
明，但報道指大部分是馬國內陸
航班，國際航線只有一班飛往泰
國曼谷的航班取消。亞航昨日就
航班取消及延誤問題道歉，航班
運作昨已大致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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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警告 IS恐聖誕襲華
以敍利亞為大本營的回教極
端武裝組織「伊斯蘭國」（IS）
，勢力有向外擴張、入侵亞洲之
勢。IS乘西方國家撤出阿富汗及
塔利班陷分裂之際，在阿富汗東
部攻城掠地。新加坡一名研究國
際恐怖主義的學者更警告，IS或
於聖誕節在中國發動大規模恐
襲；加上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地接
連陷入恐襲陰霾，反映IS進一步
染指亞洲。
加州14死槍擊 IS認追隨者策動
釀成十四人死的美國加州聖
貝納迪諾槍擊案，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昨日宣稱是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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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可可

血型決定一個人的抗病能力以及營養需要。下面，我們一起去解碼血
型與健康的關係，通過血型了解自己的健康問題，以便養生保健。

「 血 型 」解密健康

每個血型最容易得什麼病？

A型血：提高免疫力 注意保暖

B型血：調理慢性疲勞綜合征

健康優勢

健康優勢

A型血的人身體比較靈巧，忍耐能力很強，所以平時不會經
常受到疾病困擾，亞健康幾率也會降低。

B型血的人具有強大的消化功能和適應能力，各種有益的營養
物質差不多都能消化和吸收，無論是食用動物性食物，還是
植物性食物，新陳代謝的速度都很快，效率也高。

健康劣勢
1、血液黏稠度在各種血型中，最容易升高。(隱患：腦梗塞)
2、血小板黏附率明顯高出正常對照組。(隱患：偏頭痛)
3、末梢血管調節功能差，對冷刺激比較敏感。(隱患：凍瘡)
4、消化系統功能不強，胃酸含量低，比較缺少消化酶。(隱
患：消化系統疾病)
健康策略

提高免疫力

注意保暖

多吃素食

健康劣勢
1、長期處在壓力中，健康最容易亮起紅燈。(隱患：慢性疲
勞綜合征)
2、對流行性感冒病毒防衛能力最差。(隱患：流行性感冒)
3、新陳代謝受到食物中凝集素蛋白質的影響。(隱患：肥胖)
4、消化道容易受到細菌感染。(隱患：腹瀉、痢疾)
健康策略

中草藥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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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太極拳

多吃羊肉

O型血：補充營養 多吃瘦肉

AB型血：調整消化功能 控制體重

健康優勢

健康優勢

O型血的人具有很強的自身免疫功能和抵抗力，能夠很好地
保護身體不受各種疾病和病毒的侵襲。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O型血的人「小病不斷」，但是，在各
種血型中，其平均壽命明顯較長。

AB型血是地球上最晚出現的血型，但人數在不斷增加著，由
此可見AB型血的人適應能力很強。它同時含有A型和B型兩種
抗原，在程度上講，擁有A型、B型血的雙重優點。

健康劣勢

1、胃酸的含量比較低，影響對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隱患：
消化不良)

1、血液比較稀，不利於血液的凝固。(隱患：甲狀腺功能不
穩定)
2、胰島素含量較其他血型來講偏低。(隱患：糖尿病)
3、腎上腺素含量高，在高壓狀態下健康令人堪憂。(隱患：
亞健康)

健康劣勢

2、外界環境中的細菌易隨吸氣進入呼吸道及肺部。(隱患：呼
吸系統疾病)
3、膽固醇含量較高，血脂也容易升高。(隱患：心臟病)

4、體內的胃酸含量較高。(隱患：胃酸)

4、對植物性食物代謝較好，對動物性食物代謝較差，
容易形成脂肪堆積。(隱患：肥胖)

健康策略

健康策略

多吃瘦肉

保持睡眠規律

控制體重

遠離煙酒

不宜吃過敏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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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加設輪胎服務 * 經驗技師 * 快捷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 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 道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墓碑 灰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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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舊碑加字
中文服務

翻新修理
中文排字

價錢特別優惠
特別妥當

（先人墓碑，無需與殯儀福地同時購買，自行選擇，可節省大量經紀佣金）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 / 譚先生 403-813-3618

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本賭場內禮品店 ‧致電 1-866-943-8849 ‧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精 美 自助餐廳

每日不同 主 題

1499/位
$
2499/位

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晚市
自助餐

星期日/一/二

西式美食

星期三

亞洲美食

星期四

海鮮美食

星期五/六

燒焗牛排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1699/位
$
3299/位
$
3899/位
$
2499/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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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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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成君，有十年以上售車經驗。在過往四年的營業員生涯中，成功為超過千位人士選購了合適座駕，因而擠身成為
冠軍銷售者。林君於全加 No.1 Nissan 以營業經理身份戮力華人社群凡四載前曾出任借貸部門兩年，為客戶提供協助。
目下，林君接受新挑戰，廁身於 Country Hills Hyundai 在同一團隊履新為營業經理。其卓越之道在於不斷自我檢討、
親切回應及待人以誠。本身操流利廣東話，配合普通話組員，接待卡城華人社群更覺余裕稱意。
本行樂意對新客戶提供資訊及辦理借貸。保證閣下得到全市最好服務、最優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