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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上午，由渥太華

中國校友會、CFC 中文網和天天

中文學校聯合組織的“千字沖關”

漢字聽寫比賽在 St.  Joseph High 

School 舉辦隆重頒獎儀式。 參加

頒獎活動的包括學生、家長和中

文學校老師、嘉賓近 200 多人，

其中包括中國大使館公使銜教育

參贊楊新育、二等秘書殷之嵩、

渥太華天主教教育局（OCSB）

主管 Peter Atkinson、Jolanta Kania

及賽事合作方、贊助方代表。簇

新的體育館被特製的慶典橫幅和

氣球妝點得高端大氣，26 座金燦

燦的獎盃吸引了孩子和家長們前來觀看拍照。 

 

頒獎儀式由中國校友會副會長王豔靈主

持。中國校友會會長王耀平在發言中向所有參

賽 的 同 學 們 表 示 祝 賀， 

向所有為這個活動辛苦組

織近九個月的校友會理

事、義工、中文學校老師

們和合作贊助商表示深

深的敬意。令人欣慰的

是， 這次活動受到家長、

學校、特別是青少年同

學們的歡迎，我們要好

好總結這次活動的成功

經驗，將這個有意義的

活動堅持主辦下去。

楊新育公參在發言

中充分肯定了中國校友會及組織方在推動海

外中文教育方面所作的積極努力，同學們所取

得的優異成績尤其讓人印象深刻。隨著中加兩

國經濟文化交流日趨緊密，中文教育越來越被

大家重視，希望同學們繼續努力，做兩國文化

交流的使者。 

“千字沖關”舉辦隆重頒獎典禮

杜魯多 提 出 聯 邦 自 由 黨
真 實 變 革 的 計 劃

自
由
黨

【2015 年 6 月 16 日】渥太華 - 聯邦自

由黨黨領杜魯多，今天發表計劃要重建公開

和透明政府。

“哈珀 10 年領導，渥太華已經破爛不

堪。這是一項全面整改計劃。這是真實的變

革。”杜魯多表示，“我們的計劃建立在我

們已經實施的方案上，如主動披露國會議員

開支以及將參議員排除在聯邦自由黨黨團之

外。不過，今天宣佈的計劃遠超越於此。這

是一項全面改革的議程，其中心思想基於一

個簡單的想法：透明政府才是一個好政府。”

聯邦自由黨的計劃是要提升透明尺度和

加強問責制，使政府工作方式更現代化。我

們將實施如下辦法，包括但不限於：

● 要求政府數據及信息默認公開；

● 通過允許國會議員及政府監管機構

更多獨立權，使加拿大國民可以在渥太華發

聲；

●  停止參議院黨派制；

●  通過推動選舉改革，確保公開和公

平的選舉；

●  強化加拿大選舉局，禁止政府黨派

色彩廣告；

●  制定計劃及政策要以事實為依據；

● 用更包容和鼓勵參與的決策過程，

為加拿大國民提供更好和更及時的服務；

● 聯邦自由黨內閣成員男女比例一致。

“加拿大人已經聽了太多，他們想要看

到實施真正的變革，而不是僅為了選票而做

的承諾。”杜魯多表示，“有了這個全面的

計劃，聯邦自由黨將為政府帶來新的陽光，

確保政府工作重點是服務加拿大國民。”

聯繫：

新聞辦公室

聯邦自由黨黨領辦公室

電話：613-947-5100

相關材料：

背景 – 聯邦自由黨真實變革的計劃

更多詳情，請參閱：RealChange.ca

WWW.HAHAKTV.CA | 613-22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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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新育公參致辭

Peter Aktinson 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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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新聞，2015-06-17】在長時間的安

排和商討後，渥太華公交公司OC Transpo準備

啟用一套全新的策略，以防範公交車上的騷擾

和侵犯事件。渥太華一些致力於防範對女性暴

力的公益女權組織參與推動了OC Transpo的新

政策。

新政包含了一系列宣傳活動以及一個網上

舉報系統，用戶在在OC Transpo網站上可以見

到一個名為Safe Travels 的版塊。公交公司稱：

“OC Transpo接受來自受損害的個人或證人

的舉報，不願意透露姓名和個人信息的人也可

以匿名舉報。” 目前，這是加拿大首個允許

證人或受害人匿名舉報騷擾事件的公共交通系

統，所有舉報信息都是安全、加密的。

如果你在渥太華的公交車或站台上遭遇或

見到針對性別、種族、性取向或殘疾狀況的言

語或肢體侵犯，對乘客或司機等工作人員的

威脅或侵犯，可使用網上舉報方式投訴。OC 

Transpo還將在公交車上和站台上發放大量宣

傳資料，以鼓勵公眾在遭受冒犯或見到騷擾事

件時，使用網上舉報系統。公交公司還稱：

“我們希望這一系列宣傳能鼓勵大家遭受侵犯

時不忍氣吞聲，乘客的安全是我們的頭等大

事，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冒犯事件是‘芝麻大

的、不值得舉報的’。” OC Transpo網站的

Safe Travels版塊還將提供一系列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安全常識。

投訴有門

OC Transpo 公 交
車 上 被 騷 擾

【來源:RCI, 2015-

06-17】不久前在渥太華

舉行的一次反對安大略省

新版性教育課的示威活動

中，一位家長說，如果省

政府一意孤行的話，他不

僅要讓孩子退學，而且考

慮搬到別的省去，例如魁

北克省。

魁 北 克 省 之 所 以 被

這 位 生 氣 的 家 長 選 中 ，

可能是因為它是目前加拿

大全國唯一一個不在中小學開設專 門的性教

育課的省份。但是從今年九月份起，該省將

在十幾所中小學試行恢復性教育課的計劃。

《新聞報》記者阿麗亞娜.拉庫希埃爾（Ariane 

Lacoursière）星期一介紹了省教育部計劃在不

同年級講授的主題：

學前班：男孩和女孩的身體各部位；

小學低年級：消除關於性的成見；

小學高年級：消除對同性戀的偏見，預防

和警惕性侵；

中學：預防性病，愛情的概念，如何看待

網絡色情。

新增內容：尊重他人，自我保護

魁北克省中小學過去也有性教育課，但

是在2005年的教育改革中被取消。魁北克省教

育部負責性教育試行計劃的朱麗.佩勒傑（Julie 

Pelletier）介紹說，九月份的試行課程講授的

內容有一部分和過去相同，例如發育期、愛情

關係、性關係，以及“小孩子是從哪裡來的”

這樣的問題。

但是新的社會現實帶來新的挑戰。現在學

生們一上網就可以搜到海量色情內容，互相之

間交換色情短信也很普遍。佩勒傑說，性教育

課要培養青少年的“批判精神”，在新技術提

供的各種可能面前保持清醒，不忘自我保護，

不盲目追捧或跟風。

另一個新內容是性取向的不同和對他人權

利的尊重。“例如，我們會講到對同性伴侶組

成的家庭的尊重。”

這個試行項目為期兩年，每年的課時在5

到15小時之間。

魁省父母是否會群起抗議？

安大略省計劃在今年九月實行的新版性教

育課引起了許多家長的憤怒。在魁北克省，父

母們是否也會群起抗議呢？佩勒傑認為不太可

能，因為魁北克省“對性教育課有很強的社會

共識”。家長對課程內容及講授這些內容的目

的也會有充分的瞭解。

魁北克省在2005年取消了性教育課，但並

沒有取消性教育。按照當時負責教育改革的官

員的設想，學校裡的老師、護士或心理醫生在

覺得有必要的時候都可以講授性知識。

問題是這樣一來，性教育往往就成了“三

個和尚沒水吃”：既然教學大綱沒有明確規

定，結果就誰也不去講。

色情文化的影響

網絡的普及讓青少年更早、更方便地接觸

到色情內容。但是這對他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

響，專家們的意見並不統一。渥太華大學的社

會學教授理查德.普蘭 （Richard Poulin）說，

“色情消費”讓青少年對紋身、美容更感興

趣，男孩子對自己的性能力感到更大的壓力。

色情文化中的性暴力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到他們

在現實中 和異性的關係。

但是魁北克大學的性學教授西蒙.科爾諾

（Simon Corneau）說，已經有性經歷的青少

年對色情文化的看法更現實，不那麼容易受

影響。他的同事德亞爾丹則說，成年人擔心

青少年在色情文化中受到壞影響並 不始於互

聯網。在上個世紀40、50年代，色情雜誌和電

影的到來使很多父母擔心孩子純潔的心靈被污

染。他們的心態和今天的父母是一樣的。

蒙特利爾拉儒瓦中學的弗朗西斯.佩勒傑

是在性教育課被取消後少數沒有放棄性教育的

教師之一。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的學生們比他

們的父母年輕時更開放。例如，他們可以很自

然地在社交媒體上袒露自己的身體，非常坦率

地討論關於性的問題。但是他並不認為他們受

性的影響更大。

魁省也將試行性教育課
   講解性病、
     性侵等內容 【CFC新聞， 2015-06-17】安省一位名

叫Jeremy Cook 的十八歲少年，日前為了追討

回丟失的手機而慘遭殺害。安省倫敦警方稱，

Cook此前乘坐出租車的時候把手機遺忘在車

裡了。事後，他利用手機的定位追蹤功能找到

了手機所在的地點，並于周日和一名親屬一同

前往該地點追討手機。

在事發地點，Cook與一輛車裡面的三名男

性發生了正面衝突。一名男性從車裡出來後其

餘兩人試圖駕車離去，於是Cook拽住了駕駛

座的車門把手試圖阻止車輛離開。但這時槍聲

響起，嫌疑人乘坐的車輛揚長而去。

警察趕到後發現Cook身中數槍，當場死

亡。警方于周日拘捕了三名男性嫌疑人，但已

將其釋放，因為事後證明罪犯另有其人。

嫌疑人所乘坐的車輛是一輛銀色的2004馬

自達四門轎車，隨後撞上了柵欄和消防栓後被

嫌疑人遺棄。警方稱，曾有市民目擊其中一名

嫌疑人穿過附近公園逃跑，另有市民在撿到了

Cook的手機後報了警。

Cook的死使其朋友大為震驚，他的朋友們

紛紛稱Cook是一個頭腦靈活、積極樂觀且有

幽默感的人，為區區一部手機喪命槍口實在令

人痛惜又傷心。小編也要提醒大家，遇到類似

情況請先報警，在沒有警察陪同且勢單力薄的

情況下，儘量避免與人正面衝突。

為追回被盜手機
安省少年喪命槍口

【CFC新聞，2015-06-16】經過一年的籌

備之後，渥太華全新的公用自行車系統將於本

月底與公眾見面。

這個全新的公用自行車系統名叫VeloGo，

由一家名為CycleHop的美國公司經營。這個新

系統將替換掉原來的Capital Bixi公用自行車系

統。

CycleHo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John Romero

稱：“目前一切順利，我們希望能在加拿大國

慶日之前把一切準備就緒。”執行官Romero

目前正在渥太華監督整個安裝和準備工程，

他說已有300輛全新的自行車在倉庫裡準備就

緒。本週末，渥太華及加蒂諾地區將有27個自

行車停車點安裝完畢，300輛自行車屆時將投

入使用。

Romero稱：“我們這個項

目今年初就開始了。但是由於

種種原因。耽擱了不少時間。

這不是某一個個人的錯，我們

只是想確保這個系統投入使用

後能一切順利，而不是急急忙

忙完工但卻漏洞百出。”

渥太華的公共自行車系統

原本歸屬於蒙特利爾一家名叫

Public Bike System 的公司管轄。但是這家公司

宣佈破產了，渥太華首都委員會這才於2014年

四月把公共自行車系統賣給了這家名叫Cycle-

Hop 的美國公司。

即將投入的新自行車將配備GPS定位設備

並自帶車鎖。和以前的公共自行車不同，這些

新車可以被鎖到任何自行車停車點上，而非必

須在使用後歸還至原位。使用者只要支付一定

的便利費後便可以把自行車鎖在某處不管了，

其他使用者則可以把這輛車騎回原位並取得這

筆便利費。

CycleHop 還準備逐漸擴張公共自行車系

統的規模：從27個站台擴張至50個站台，並在

現在的基礎上再新增200輛自行車。

渥太華全新公共自行車
本月底投入使用

據CTV報道，渥太華本地人Joseph Dupuis

是曾是工程學的學生，他把三個集裝箱組合起

來，設計成一家355平方英尺的小屋。小屋還

有由太陽能供電的防結冰裝置，可以移動。

Joseph Dupuis稱，小屋裡含有一所住房所有的

設備。一旦打開小屋的金屬門，就有充足的自

然光。此外，小屋還有壁爐和廚房。

渥太華男子僅用三萬塊
把集裝箱變單身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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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全球最大的華人選美

盛事，全球最具規模，品味和素質

的選美活動，2015鳳凰衛視中華小姐

環球大賽已經拉開帷幕!凡是進入北

美總決賽的佳麗，都有獲得進入鳳

凰衛視美洲台實習的機會，更有機

會成為鳳凰新主播!

今年美洲賽區佳麗將在加拿大

卡爾加裡一起見證美麗奇跡。“中

華小姐環球大賽”作為鳳凰衛視於

2003年創辦的一項傳統賽事，正日

益成為在全世界華人範圍內極具影

響力，被眾多媒體、觀眾廣泛認同

的品牌。大賽旨在拉近全球華人距

離、建立華人新生代美麗標準，推

崇“美麗與智慧同行，內在與外在

兼修”，展示美麗與活力、勇敢與

智慧、個性與愛心的華人新女性形

象。

現在美洲賽區正式接收報名。

CFC 中文網將作為渥太華賽區的

承辦單位負責渥太華賽區的所有事

宜，Hi Event 與HAHA KTV 將作

為此次協辦單位。渥太華海選後，

入圍選手將進入多倫多賽區進行海

選。在美東，美西，加東，加西進

行四場初賽海選後，8月3日入圍佳

麗將在加拿大卡爾加裡進行為期一

周的美麗夏令營。期間華姐的足跡

將 遍 佈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班 夫 國 家 公

園，超凡脫俗的路易斯湖，瑰麗的

哥倫比亞冰原和卡爾加裡市區等景

點。2015中華小姐環球大賽美洲賽

區總決賽晚會將在Jack Singer Hall舉

辦，屆時全場觀眾將共享一場視覺

的饕餮盛宴。

 與 往 年 相 同 ， 今 年 華 姐 美 洲

賽區的選拔會繼續鎖定具有良好教

育背景、豐富知識積累、將勇敢與

美麗融于一身的華人女性。在過去

的賽事中，來自美洲各地，不同專

業背景的華姐們通過大賽完成了自

己的美麗蛻變。如今，她們有的投

身金融行業，有的成為紐約超級名

模 ， 有 的 成 功 創 辦 自 己 的

時尚品牌，更有多位佳麗成

為鳳凰衛視美洲台新生代主

播。

 美麗創見夢想，讓我們

一起期待2015年華姐們的美

麗綻放。

 報名渥太華賽區請關注

“瑞文傳媒CFC” 公眾號，

直 接 回 復 報 名 ， 或 致 電 ：

613-225-4526，報名郵箱： 

yao@comefromchina.com

年齡在 18-28歲之間。 

報名時請清晰填寫名字，電

話以及郵箱。

 報名截至日期6月30日

任何女性符合下列條件

均可參賽：

1.參賽者必須為從未有過

任何形式的婚姻、從未有過

生育的女性自然人；

2.參賽者必須為18－28周

歲（以2015年10月1日為准，

即出生日期在1987年10月1

日—1997年10月1日之間）；

3.參賽者必須持有有效身

份證件，如身份證、護照、

港澳臺等地區居民長期居住

證等；

4.參賽者必須有良好的外

型基礎，身體健康，身高在

1.65m以上，身材勻稱，五官

端正；

5.參賽者必須受過良好的正規教

育，大專以上學歷或在讀，具備良

好的交流與溝通能力；

6.參賽者必須無任何不良或犯罪

記錄，且無裸體照片、影像刊登于

任何成人雜誌及互聯網上。

2 0 1 5鳳凰衛視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渥太華賽區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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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也將有貓咪咖啡館啦
【CFC新聞，2015-06-11】想不想在

週末下午花幾個小時悠閒地喝點咖啡、吃

點甜品、再逗逗喵星人？愛貓又擔心過敏

反應的渥太華市民有福啦，這個夏天，一

家貓咪咖啡館將在渥太華開業，店內飼養

的貓咪都是低致敏性的品種。這將是世界

首家低致敏貓咪咖啡館。

咖 啡 館 的 主 人

Michae l  Lebrun和他

的 妻 子 也 是 合 作 夥 伴

Natalie為這家咖啡館投入

了很多心血。他們希望這

家咖啡館能為愛貓人士提

供一個放鬆的場所，

客人們可以在這裡和

貓咪玩耍、緩解平日

裡的壓力。 經營這家

咖啡館的想法最初來源

於Lebrun。他非常愛

貓，但是又有嚴重的

過敏反應，通常與一隻

貓呆在一起不能超過五分 鐘。

這夫妻倆住在Cantley，2013年時他

們養了一隻西伯利亞貓。這個品種的貓比

起其他品種來，比較不容易讓人產生過敏

反應。他們隨後買下了Chelsea區中心地段

的一座房屋，這間房子原本是一家賣肥皂

的店鋪。他們做了一些裝修和採光上的修

改，希望今年夏天能開業。

咖啡館現在共有三隻西伯利亞貓，到

開業時會再增加另外四隻。他們還準備明

年再養幾隻。

貓咖啡館這個概念最初興起於

臺灣，後來在日本也流行起來，然

後又傳到了歐洲和北美地區。

渥太華的這家貓咪咖啡館

也是受到了蒙特利爾去

年開業的一家貓咖啡館 

L’Heureux的啟發。

除 了 低 致

敏 性 之 外 ， 西

伯 利 亞 貓 也 非

常 和 善 、 親 人 。

Lebrun稱，這個品種的貓待

人友善的程度像狗一樣。

目前，咖啡館的開業日期暫定為

7月4日。貓主人稱，根據貓咪安頓下

來的情況看，有可能會提前或推後一星

期：“開業接待客人之前，我要首先確認

貓咪們都已習慣了新居所。”

雖然是貓咪咖啡館，店主也還是非常

貼心地為不想與貓親密接觸的人準備了一

片貓咪不能隨便進入的區域，另外，也有

一片區域允許客人帶寵物狗入內。店內會

提供咖啡以及多種多樣的甜點。

【CFC新聞，2015-06-12 】這兩天，

不少路過國會山的渥太華市民都莫名其妙

地挨了一頓打，而這個欺負過路人的惡霸

正是一隻黑色的小鳥。

據稱，渥太華不少市民

都認識這只鳥，因為它

已經不是第一次攻擊

過路行人了。每天春

夏，它都會出現在國

會山附近，從高處俯

衝下來痛扁行人。

不 過 ， 渥 太 華 市 民 對

這只惡霸小鳥非常寬容，非但

沒有生氣還開起了各種玩笑，簡直讓它

成為了全民明星。有人說，這只鳥一定是

因為沒有被選中為渥太華市鳥在報復大家

（渥太華非官方市鳥是黑頭山雀），甚至

還有人說，有些議員的所作所為連鳥都看

不下去了。

推特網友Coimin稱：“這貨打過我三

次，我都有陰影了！”

網友Morley稱：“住在國會山，還攻

擊加拿大人？嗯，這只鳥的名字一定叫哈

珀！”

還有網友在調侃皇家騎警在去年的國

會山槍擊事件中漏洞百出：“要不咱們雇

這只鳥來守衛國會山？說不定比皇家騎警

更有用！”“這還得了！快給皇家騎警財

政撥款啊，全靠他們保護咱啦！”

也有網友在諷刺總理哈

珀在去年的槍擊事件中

狼狽躲進密室：“我

們 的 總 理 哈 珀 肯

定 又 嚇 得 躲 起 來

嘍！”

網 友 F o x y 說 ：

“有只鳥在國會山發

佈恐怖襲擊啊！你們還

不趁機通過反恐法案？”

不過，玩笑歸玩笑，這只攻擊路人的

小鳥只是在守護自己的巢穴，被打的路人

也沒有傷害它。這只黑色的小鳥是雀形目

擬鸝科動物，學名紅翅黑鸝，主要分佈在

北美地區。紅翅黑鸝實行一夫多妻制，每

年春夏，公鳥會先飛到河邊樹梢搶地盤築

巢。紅翅黑鸝種群數量很大，被認為是北

美洲最眾多地方性鳥，是著名的領域保衛

者。儘管它們體型不大，卻勇猛好鬥，敢

於攻擊魚鷹、雕、鷹等猛禽和其他大型鳥

類，也攻擊人類，大有我不做大哥好當年

的味道，惹不起。這個季節正是它們的築

巢期，所以，路過國會山的小夥伴們如果

看見它，還是儘量繞著走吧！

“憤怒的小鳥”
國會山痛揍過路人

【CFC新聞，2015-06-12】渥太華阿崗昆學

院今日透露消息稱，學院的一台服務器此前遭到

入侵，超過一千名學生的個人信息面臨被盜用的

危險。然而學校方面辯稱，還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表明數據被複製。個人信息恐遭洩漏的學生主要

集中于兩個專業：與渥太華大學合作開辦的護理

專業，以及與卡爾頓大學合作開辦的信息技術專

業：

護理專業2007級和2008級學生，以及一部分

2004級和2008級的學生和入學申請人；

信息技術專業從2008級至2012級學生共

700人

學校方面稱，發現被入侵之後，他們立刻

關閉了服務器，並委託了一家網絡犯罪取證

公司進行調查：“目前調查結果表明，沒有

直接證據能證明學生信息數據被複製，但我

們發現了其他入侵者。對於此次事件我們深

表遺憾和抱歉。這深切

關係到學生個人以及學

院的利益。我們非常注

重保護學生及申請人的

個人信息安全。”

學校稱，他們已經

採取措施通知信息安全

受到影響的學生。除這

批學生之外，其餘學生

的信息沒有危險。學校

表明，如果有受影響學

生因此次洩漏事件而不

得不使用信用保護機構

提供的防範身份信息盜竊服務，學校願意承擔所

有相關開銷：“我們希望受影響的學生能仔細閱

讀我們發出的信件，並充分利用我們目前提供的

資源。”

因信息遭洩漏的兩個專業是於外校合作開辦

的，阿崗昆學院也已通知渥太華大學及卡爾頓大

學，並將此次入侵事件上報給了安省資訊和隱私

專員(Informa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 of On-

tario)。

阿崗昆學院服務器被黑

數千學生信息恐洩漏

【CFC新聞，2015-06-12 】 渥太華警方最近

對一名警察做出了處分決定。這名警察因在執勤時

未經允許為一個叫做“藍色騎士(Blue Knights)”的

摩托車俱樂部保駕護航而被罰扣56個小時的薪水。

而被處罰的警察本人正式這家飛車党俱樂部的主

席。

這位24歲的警察名叫Stuart Feldman，是一名退

伍兵。根據警務法規規定，警員Feldman對其違紀

行為及有損警察信用的行為表示認罪。 警方的處

分決定報告中稱：“公眾期待警察力量表現出良好

的判斷力……一名警員濫用其職務之便將警力投入

到非公共事務中，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這讓整個

社區和民眾趕到震驚。”

護航這件事發生於去年九月。當時，這個名叫

“藍色騎士”的摩托車俱樂部在渥太華辦了一次見

面會，並決定於九月5日和6日集體騎行。

時任警察分隊小隊長的Feldman警官濫用職權，

委派了他手下的幾名警察去為一隊摩托車護航。而

Feldman警官本人還在九月6日的摩托車隊騎行活動

中親自上陣為車隊護航。但渥太華警方及他的上級

並沒有允許或授權他這樣做。Feldman警官向調查

員承認所作所為時稱，他不知道自己這樣做還需要

上級授權，他本以為自己作為小隊長就已經有權批

准執行護航活動了。

警察竟為
摩托飛車黨

保駕護航

【CFC新聞，2015-06-15】每年春夏，加拿

大鵝一旦進入繁殖期，為守護自己的蛋常常對路

過的無辜行人大打出手。這兩年，渥太華各處加

拿大鵝的數量也有增無減，到處都能見到神氣活

現的鵝大搖大擺讓人不敢接近。渥太華市政在最

近的一份報告中稱，市政正在想辦法控制過快增

長的加拿大鵝種群數量。有可能將借助遙控直升

機等手段接近鵝蛋，讓這些蛋無法孵化。

渥太華市政正在研究安省東部皮特裡島，以

及其他城市曾用過的“缺德”辦法：往鵝蛋上潑

油、用煙熏、用激光照射等辦法讓鵝蛋變質無法

孵化，同時使用一種遙控直升機，把鵝嚇走。

報告中稱，在過去兩年的夏季沙灘季節期，渥

太華市政也曾使用過這種能把鵝嚇走的遙控直升

機。但這樣做還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彪悍的加拿

大鵝每年都能順利孵化出許多小鵝。

渥太華市政今年早春時獲得了加拿大環境部門

頒佈的許可證，並將於本月開始著手破壞鵝蛋。

報告中稱“渥太華市政已與加拿大野生動物保護

機構詳細商談，並研究了許多案例。破壞鵝蛋是

控制加拿大鵝種群數量最有效最人道的辦法。”

加拿大鵝太多

渥太華市政準備毀壞鵝蛋

恶作剧玩脱了

渥太华熊孩子报假警
【CFC新聞，2015-06-17】渥太华一名无法

无天的青少年本周上庭受审，因其曾经在加拿大

三个省份及美国五个州恶作剧报假警。

这名十七岁的真·熊孩子简直劣迹斑斑，脑

洞大开的恶作剧的方式及完全不顾后果的行径也

是令人咂舌。庭审一开始便审理了这名少年于

2014年利用网络电话在美国加州报的几次假警。

其中一次，这名少年报假警称其绑架了三名人

质，并要求放在透明塑料袋里的十万美元赎金。

十天之后，这个熊孩子打了第二个假报警电话，

声称当地一个中学校园里安置了一枚毒气炸弹。

法官称，这名少年最开始恶作剧时并没有报

假警。他第一次干的缺德事是利用网络电话下单

预定了价值几千美元的披萨，外卖送到无辜者家

里。这之后，熊孩子越玩约过火，开始编造五花

八门的谎话用网络电话报假警：有人质被绑架，

有炸弹被安置在学校里，或有枪手在逃……
渥太华多处发现传染病菌

【CFC新，2015-06-17 】近日，位于

渥太华的加拿大移民部大楼内有一名员工

被诊断患了军团菌病。这名病人曾在Slater

路300号工作，所幸目前已无大碍。

军团菌病是由军团菌属细菌引起的临

床综合征。1976年美国费城召开退伍军人

大会时暴发流行而得名。病原菌主要来自

土壤和污水，由空气传播，自呼吸道侵

入。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暴露于军

团菌中的每20人中会有一人感染此病，肺

炎型军团菌病潜伏期一般为2至10天，前驱

症状为乏力、头痛、全身肌肉酸痛，重症

病例可发生心、肝、肾功能损害，甚至功

能衰竭致死，亦可迁延并发肺脓肿。

移民局、市政及加拿大政府服务部称

他们正在检查大楼的通风换气系统，但目

前还没有找到病菌来源的源头。加拿大公

共服务联盟下属健康与安全委员会的副主

席Bob Kingston称，如果找不到源头，就

无法了解目前公众面临怎样的健康危险：

“如果是我的同事得了军团菌病，但是官

方说找不到致病源头，那我宁愿呆在家里

工作。”

一个月之前，加蒂诺地区的Place du 

Portage政府大楼曾有军团菌被发现，本

月，位于Victoria街30号及Promenade du 

Portage 200号的两幢临近建筑物内也发现

了军团菌。发现病菌后，这两栋大楼立刻

关闭了通风换气系统。其中一幢建筑物

Place du Centre中的热水供水系统内发现

了军团菌，因此两到三周内将停止供给热

水。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卫生部就此传染

病没有发布任何高风险传染病警示。

依据青少年刑事法，报道中不能提及

这名少年的姓名。但确切消息称，这名

少年是去年五月被捕的，被起诉时面临

六十余项指控，包括造谣生事、发布死亡

威胁、妨害公众利益、妨害财产安全等罪

名。 法官和警方已经掌握了这名少年的

推特账号和Skype账号，并有911电话录音

作为证据。庭审证人有加拿大和美国的警

察、一名曾被恐吓过的美国少年、以及被

认为是共犯的被告人同学。法官将主要审 理60项指控中的34项。



大使夫人江亦麗博士

祝賀獲獎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天天中文學校八年級的王昊，我今天演

講的題目是“我和千字沖關”。

最近老師通知大家有一個千字沖關比賽，這個比賽是

要求我們把中文1-8冊裡學過的1300多個漢字複習一遍，

和我們每年的百字比賽很像，但是這回要求的是1300多

字。

每年的百字比賽我都會認真複習準備，總是獲得一等

獎。可是因為用中文的時間太少，總是學一冊忘一冊，向

黑瞎子掰苞米。爸爸常說我，”你都學了8年中文了，可還

是個“文盲””。我很希望改變這種狀態。

學習中文很重要，它幫助我們跟長輩交流，而且因為

中國在世界上越來越有影響力，今後一定會有用處。

另外，我們都是華人，無論是在加拿大長大還是在中

國長大，都不能改變這件事。可是我們在加拿大長大常常

因為周圍的同學和環境都是講英文，會忘記我們是華人這

件事。但是別人看到我們的臉，就會指望我們會講中文，

看中文，如果不會，就會覺得缺了點什麼。

學習中文不容易，需要我們不斷的堅持。有點像燒

開水，如果燒一會兒停一會兒，水就總不會開。但是一直

燒，水很快就開了。學習中文也一樣，不能學一點忘一

點，需要學會足夠的生詞，才會讀和寫。如果學會1300字

就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

爸爸媽媽常說幫助我學習中文是他們送給我最好的禮

物，這份禮物不會像其他的禮物，變舊，不會丟，或是被

別人偷走。它會跟著我一輩子，我很希望自己能夠接到這

份禮物。

我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來參加這個比賽，如果每天複

習20分鐘，你們一定不會後悔自己的努力。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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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沖關”聽寫比賽賽後心得---

學 到 的 不 止 是 中 文

今年就讀于天天中文學校八年級的兒

子王昊（David）在“ 千字沖關”比賽中

喜獲頭獎的喜訊令我欣喜並感慨萬分。我

參與了比賽的發起與組織工作，起因就是

希望孩子能學會中文。海外中文學習的難

度是很多華人家庭始料不及的，一直以來

也在努力，但是總覺得得其門而不入，我

們希望借助群體的力量來克服困難，讓艱

辛的學習過程變得更加有趣。實踐證明孩

子和我們都從這次千字沖關比賽中學到了

比當初預想的更多。 

孩子很敏感家長的願望，記得David

在比賽設立之初跟我說他覺得很自豪，媽

媽發明的比賽還那麼受歡迎，既然那麼想

讓他學會中文，他也一定會努力。他說到

做到了。 

去年11月的時候拿到考試詞組時，雖

然是1-8冊所涵蓋的生字，都是以前學過

的，但是他幾乎大多數都不記得了。從去

年的11月底開始，我們家多了一個習慣就

是每天家長陪著他學習20分鐘到半小時中

文，家長的陪伴很重要。開始覺得沒有信

心的時候，需要家長帶路，後來堅持不住

的時候需要家長的不斷鼓勵，最後衝刺的

時候也需要家長指導有效的學習方法。開

始每天複習20個詞需要花半小時。這樣每

週學習100個詞（週末不學新的，只是複

習），總共1000個詞，如果能堅持下來， 

10周，也就是2個半月的時間可以過一

遍。

第一遍是最難的，咬牙堅持，到了第

二遍就明顯容易些了。3月份春假之後，

已經過了兩遍，這時候開始看到一些曙光

了。特別明顯的是那時候孩子對於中文電

視節目的字幕開始感興趣了，他會不停的

告訴我們這個也認識，那個也認識。以前

看電視，他從來沒有關注過字幕，就像不

存在一樣。由於看到了成果，他自己對於

學習中文的興趣也開始不斷的提高。 

最後一個月的衝刺在整個學

習過程中非常重要，當時每天複習

幾百個詞，最高紀錄曾經有過一天

過900詞的時候。考前的兩周，他

的主動性令我們吃驚，自己把生詞

錄音，為自己聽寫，而且當時我們

走到家裡哪個房間都有他複習千字

沖關的資料，我們開玩笑說，一屁

股坐下去准坐在千字上。他說話的

時候也會冒出成語，然後會告訴我

們這個詞他會寫，有點走火入魔的

節奏。原來一個遊戲不離手的小頑

童，居然也知道在等校車的時候看

看中文，這些收穫真是意想不到

的。

所以這個這次比賽學的不僅僅是中

文，這個過程教會了他很多其他的東西。

如果對待困難，客服困難，堅持不懈的力

量。這個過程是很難得的人生經歷，今後

無論面對什麼樣的困難也許都能以此為

師，不輕言放棄。David 考完千字比賽之

後，開始自己願意閱讀中文讀物，雖然還

是有不認識的生字，但是他已經開始上路

了。

David非常自豪能夠完成這個貌似不

可能實現的任務，告訴我們說從來沒有得

到哪個獎像這次這樣自豪，因為它來之不

易。而且告訴我今年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

中文。

作為比賽的發起人，我也深深體會到

團隊的力量，非常感恩能夠遇到渥太華中

國校友會這個強大的團體，在王耀平主席

和王豔玲副主席的帶領下，攜手CFC與天

天中文學校出色的完成了賽事

的組織工作，贏得了來自包括

中國漢語橋基金和CIBC等社會

各界的資助，最大限度的拓展

了比賽的影響力。今年特別高

興的是看到28個孩子都獲得了

特別優異的成績，它代表了28

個家庭的成就，這讓人感到所

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明年歡迎更多的家庭參加

這個比賽，請關注qianzi.ca，大

家共同進步。 
David接受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教育處楊新育公參頒獎

獲獎孩子們合影慶祝

我
和
千
字
沖
關

（上接第 1 版）Peter Aktinson 從中學老

師的角度暢談了語言教育的重要性。他說，同

學們取得的成績和獎勵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

是通過語言學習，瞭解熟悉了自己文化和傳統

（heritage），歷史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在隨後舉行的頒獎儀式上，楊新育公參為

獲得特等獎的王昊、董安迪、牛佳玥同學頒發

獎盃和價值 $300 元的 iPad Mini; OCSB 國際語

言項目負責人 Jolanta Kania 和中國校友會常務

副會長吳紅雨為獲得優秀獎的馬銘辰 、王安吉、

孫榕欣 、張欣圓、陳潔瀅 、李蒙悅 、孫裔傑、

朱莉葉、陶嘉和與西鼎原共十名同學頒發獎盃

和 $200 獎金；CFC 中文網總裁張瑞文、CIBC

銀行經理楊揚為獲得“卓越通關獎”的彭清揚、

周盈智、楊零 、孫家禾 、孫慧嶠、賈睿哲、

王凱文 、李凱文 、王妍雅 、萬嘉熠 、寇逸凡 

、趙嘉萍與 張雋恒共 13 名同學頒發獎盃和 $150 

獎金。天天中文學校校長臧君宏為於辰彬、朱

家蔚同學頒發“卓越通關鼓勵獎”獎狀。

這次活動得到了中國大使館的大力支持。

上午的頒獎儀式結束後，大使夫人江亦麗參贊

邀請所有獲獎的同學、家長、中文學校的老師

一百多人到中國大使館做客，為大家慶功。她

首先祝賀所有參賽的同學們，包括這次沒有獲

獎的孩子們。

江參曾在國

外獲得哲學

博 士， 她 提

到海外學習

中文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同學們通過

自己的努力，

取得了了不

起 的 成 績，

可喜可賀。希望繼續堅持下去，大

使館會積極支持這樣的活動。江參

特別感謝這次活動的組織者和義工

們，欽佩大家為推動海外中文教育

所體現出來的奉獻精神和專業精神。

獲獎同學代表董安迪（天天中

文學校）、孫榕欣 （欣華中文學校）、張欣圓 （卡

納塔中文學校）、李蒙悅 （首都中

文學校）和西鼎原 （天天中文學校）

分別交流了學習中文的經驗。家長

代表徐謹、教師代表徐平也從不同

角度交流了如何地鼓勵、激發孩子

們學習中文興趣。OCSB 國際語言

項目負責人 Marianne Kayed 到場祝

賀獲獎的孩子們，希望和組委會今

後繼續合作主辦類似活動。  Jolanta 

Kania 還代表教育局為所有義工老師

頒發感謝狀和禮品卡。參加使館活

動的還有來自本市不同教育局的中

文學校校長，其中包括新華中文學

校校長姚榮平、天天中文學校校長

臧君宏、首都中文學校校長蘇耀華

和 Orleans 中文學校校長馮永來。

天主教教育局向參與組織的義

工老師頒獎

使館為這次活動做了精心準備，

江亦麗參贊為每位獲獎者頒發《現代

漢語詞典》作為紀念品。使館工作人

員還準備了豐富的水果、甜點和地道的中國美

食。很多老師、同學與家長是第一次到使館參

加招待會，每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微笑。孫

慧嶠同學表示，“使館的招待會仿佛讓我們這

些孩子們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鼓勵我們更

加積極地去學習和傳播中國文化。招待會上，

多才多藝的同學們還表演了聲樂和魔術的遊戲

節目。（完）            

“ 千 字 沖 關 ” 舉 辦 隆 重
頒  獎  典  禮

楊新育公參為特等獎同學頒獎

Jolanta Kania 和吳紅雨為優秀獎同學頒獎

CFC中文網總裁張瑞文和CIBC經理楊揚為獲得“卓越通關獎”的同
學頒獎

天天中文學校校長臧君宏為“卓越通關鼓勵獎”
的同學頒獎

中国校友会副会长王艳灵代表组织方发言

David 獲獎後與父母一同歡慶這幾個月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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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13上午，碧空如洗，陽光明媚。東安省臺

山同鄉會會員及嘉賓約一百五十多位，陸陸續續來到

Beechwood(必治活）墓園。只見園內松柏蒼翠、綠草

如茵，五彩花朵點綴其間，好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迎面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亭台十分奪目：綠色琉

璃瓦的亭蓋熠熠生輝，四根大紅園柱雄偉矗立，匾額

上書“懷遠亭”三亇大字，遒勁有力，亭前青銅香爐

古樸莊嚴。“東安省臺山同鄉會”旗幟高高掛起，象

徵著今天臺山的廣大鄉親們，團結一致，拜祭先賢，

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的決心！懷遠亭的供桌上，正中是

一隻碩大的金黃燒豬，還有整只黃油雞，一邊是大盤

鹹水角、大盆白糖糕；另一邊是十幾個大橙、威士忌

瓶酒、三個酒杯、三雙筷子，以及冥幣、元寶、香燭

等------。

十二時，東安省臺山同鄉會拜祭先賢活動開始，

由方國盛副會長主持。首先，陳森會長講話。他向出

席今天祭祖活動的嘉賓，及全體鄉親們致以最熱忱的

歡迎。他追敘了一百多年前，華僑先賢來到加拿大，

吃苦耐勞，流血流汗。在艱險的自然條件和不平等的

社會環境中，打拼求生，不屈不撓，永不放棄！這是

何等偉大的奮鬥精神！“前人栽樹，後人乘蔭”。

“吃水的不忘掘井人”。今天我們

不能光享受先輩為我們創造的安逸

生活，我們還有責任學習、繼承、

發揚先輩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團

結奮鬥、努力拼搏，為加拿大的繁

榮，為中國的騰飛貢獻力量！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總領事高萍參贊、

曹偉國秘書應邀出席今天活動，高萍女士

作了熱情講話。她表示十分高興參加今天東

安省臺山同鄉會拜祭先賢的儀式，這是非

常有意義的活動。今年是太平洋鐵路建成

一百三十周年。在這條漫漫鐵道上，有無數

華人僑胞揮灑血汗，乃至獻出生命，而其

中的大宗是來自廣東四邑臺山的先賢們。因

此我們不能忘記這一切，在今天的良好環境

下，同樣要發揚先賢的自強不息的勇敢精

神，為加中兩國的友誼、合作、共同發展而

竭盡全力！她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事業有

成，生活幸福！出席今天活動的嘉賓還有渥

太華陵園基金會主席譚從政先生、社會賢達

李星南先生、姚偉文先生等等。

接著，在靜穆而隆重的氣氛中，由臺山

元老陳炳賢老先生主持祭祀儀式，他指引

主祭者陳森、助祭者方國盛、王國強、伍金

水、陳慶年、黃達仁等面向祭桌三躹躬。陳森會長將

燒豬切開備食，主祭和助祭者們分別捧起祭品、鮮

花、水果、香燭肅立致祭。陳炳賢老先生聲音洪亮，

誦讀祭文。那鏗鏘的語句，彙聚成我們共同的心聲：

懷遠、懷遠，懷念遠去先賢先祖！

懷遠，懷遠，胸懷遠大奮發有為！

人們將香燭點燃，插在大香爐裡，插在叢叢鮮花

間；人們將冥幣元寶焚燒，在香燭灼灼、青煙冉冉

中，告慰先賢先祖，含笑九泉！

最後，進行廣東四邑臺山的傳統：“吃山頭、分

豬肉”活動。人們津津有味地品嘗著分到的燒肉、雞

腿、鹹水角、白糖糕、叉燒包、大橙等等。追昔撫

今，思源尋根，讓人分外領悟生活的甜蜜，感恩之心

油然而生！

一年一度的東安省臺山同鄉會拜祭先賢掃墓活動

結束了，但是大家用實際行動來緬懷先賢，繼承傳統

的心聲永遠高揚！大家團結奮鬥，開拓進取的腳步永

不止息！           （文/姚爭）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免費暑假儿童活动 

 
時間：July 27 –Aug 28， 2015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00 
地點：Room 208， 381 Kent Street 

19 月至 12歲兒童。父母是安省永久居民或公約難民，免費！ 

時間 主題 內容 
July 27-31 親子活動              

（童話故事周） 
唱中英兒歌，講故

事，做手工，玩遊戲 
Aug 4-7 棋類周                     

（桌面遊戲） 
國際象棋，中國象

棋，撲克牌，五子棋

等 
Aug 10-14 繪畫周 趣味畫畫，簡筆劃，

彩色鉛筆畫，手指畫

等等 
Aug 17-21 舞蹈，運動周 街舞 Hip Hop，芭蕾

等 
Aug 24-28 閱讀周 中英文詩歌朗誦；讀

中英文書 

請家長選擇內容報名。提供免費課間健康零食（優酪乳、水果和點

心） 

服務人員：2名持有安省認證幼稚教育證書的教師（ECE）；數名青年
義工。 
電話報名：613-235-4875 分機:115, Jasmine 
電子郵件： jasmine.murat@occsc.org  

 1.讲座：枫叶卡续签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如何进行护

照翻译和复印，国内/国外居住时间如

何计算，紧急情况如何加急处理，表

格如何填写，其它相关问题。

参加讲座时请携带枫叶卡

时间： 6月26日，星期五, 下午

1:30—3:30. 

名额有限，需报名：613-235-

4875, Ext. 136, 或 Flora.wu@occsc.org       

地点： Nepean, Rideau and Os-

good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re, 2

樓, 房間 240, 1547 Merivale Road,揚名

樓旁邊

2.讲座：如何成为安省注册护士/

护工 （英语）

时间：2015年6月25日

          晚6：00-7:30pm

地点：381 Kent St, 206 D房间

主讲人：Julie Jeffries, Chair of 

Nursing Department at Algonquin Col-

lege Marlene Tosh, Chair, Specialty 

Nursing, Re-entry Programs and Con-

tract Training

内容简介：亚岗昆学院不同类别

的护士课程及护工课程资料

怎样从护工转行到护士

就业前景

其他健康领域相关的职业

咨询及报名：吕珮欣小姐 613-

235-4875 分机 135

座位有限，请务必提前报名。未

报名者请恕无法接待。

3. 肾脏自我风险评估

由於肾病初期只有輕微癥狀甚至

全無病徵，患者往往完全察覺不到自

已的身體出現了問題。若想瞭解你是

否属于肾脏有风险之列，請報名參加

该讲座。

語言：國語

日期: 6月25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4 点

地址：381 Kent St. Room 206 

此活動免費。

報名及查詢: 613-235-4875，分

機115。永久居民請攜帶楓葉卡或影

本。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與加拿

大肾脏臓基金會合辦

渥太华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最新消息：

東 安 省 臺 山 同 鄉 會
拜 祭 先 賢 掃 墓 活 動 紀 實

2015年6月10日上午，風和日麗。

為慶祝加拿大國慶，今天將有一場多元文化的聯誼活動。

浩浩蕩蕩的渥太華河一路奔來，在BAYSHORE附近，做一

個”V”字形的轉折，盡顯大氣、清澈與包容。在渥太華河的

河畔，有一處稱為“安得烈.海頓（Andrew Haydon Park）的公

園。由渥太華“猶太人家庭服務中心，華人社區服務中心，索

馬裡家庭服務中心，OCISO, CESOC, 錫克族社區服務中心，東

南區社康中心” 聯合舉辦的多元文化長者野餐活動，將在這裡

舉行。

上午10點不到，志願者們紛紛趕到現場，佈置起會場。他

們搬來桌椅，運來水果，送來飲用水。不一會，公園的多角亭

已被裝飾一新。各色的氣球隨風起舞，充滿節日喜慶的彩帶高

懸，音響裡播放著帶有各種民族色彩的音樂，音樂愛好者們

欣賞起各色各樣的世界各地的美妙音樂，中間的長桌放滿了水

果，點心。平常安靜的公園瞬時熱鬧起來，參加聯誼活動的來

賓們身穿民族服裝紛至遝來; 他們中有猶太人，華人，索馬裡，

印度，阿拉伯，盧旺達，俄羅斯人等，總共近300位。人們圍坐

在剛架起的方桌前，握手言歡，互致問候，飲茶喝水，笑聲四

起。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的民族组成呈多元化的面貌，世界

上每一个主要民族，几乎都可以在加拿大寻觅到踪影。目前加

拿大的华人华侨达140多万。随着大批华裔移民走进加拿大，唐

人街的舞狮、端午节的龙舟也成为加拿大的民族风景之一。

在热烈的气氛中，大会的组织者宣布联谊活动开始，掌声再

次响起，在一段不长的即席讲话后，开始了太极，舞蹈表演。

只见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舞蹈表演者

婀娜多姿，翩翩起舞;太极表演者一板一眼，身段矫健。身后湛

蓝色的河水，不远处湖面上戏水的加拿大鹅和各种水鸟，更远处绿树掩映的建

筑，组成了一幅和谐、祥和的美丽图画。这是不同肤色人们间友谊的写照！

午餐，来宾们享用了不同口味的披萨饼、水果和甜点。

时间过得很快，该到了分手的时候，大家依恋不舍，彼此留下了通讯的信

息，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

老天被老人们的热情感动，给本次欢聚以特有的眷顾。下午，参会的老人

们刚回到家，大雨就光顾了。当然，我们知道，新的彩虹，又会出现在风雨

后……

一
次
难
忘
的
友
谊
聚
会       

幸
鸿
展
翅

【CFC新聞，2015-06-15】中

餐、墨西哥菜或黎巴嫩風味，渥太

華市內遍佈著許多源自不同國家的美

食。不過，如果能有機會品嘗一下來

自這些國家的人依照傳統食譜做出的

家常味道，是不是也很棒呢？

渥 太 華 一 家 新 興 企 業 正 在 著 手

建立一個名叫eCelery的服務系統。

他們想將傳統的外賣訂餐服務推廣到

私人家庭廚房。企業創始人之一Cyril 

Moukarzel 稱：“我幾年之前就有這個

想法了，那時候我祖母剛從黎巴嫩來

到加拿大。因為語言不通，她找不到

正經工作。但是她做的菜非常好吃。

我的朋友們天天去我家蹭飯，就為了

吃她做的菜。”

Moukarzel 稱，他想讓許許多多

像他祖母一樣能做一手好菜的人有

機會和別人分享美味，同時賺一點

點外快。家庭廚房可以自行安排菜

單，並定好價格，在網站上接受訂單

後，做好菜並像普通餐廳一樣送餐。 

Moukarzel 說：“這算是個新鮮的創業

想法。”除了分享美食和風味以外，

創立者也希望能幫助加拿大的新移民

通過食物融入社會，進入餐飲行業：

“我們想提供源自不同文化的、正宗

口味的家常菜。我們的廚師都來自其

他國家，能提供源于他們祖國的正宗

美食。”“

他們的網站是由另外一位創建者

Mathieu Jobin 設計的，他畢業于渥太

華大學。

用戶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輸入自

己家的郵編，這樣就能看到附近有哪

些家庭廚房正在營業。在網站上下了

訂單之後只用坐等美食送到家了。家

庭廚房送外賣這一經營模式在渥太華

還算新鮮。創立者稱他們已經詳細諮

詢了律師，並會確保每家廚房都是乾

淨衛生的。目前，他們收錄了四名廚

師，有巴基斯坦、法國、意大利以及

埃塞俄比亞四種風味的美食。

有意成為一名家庭廚房廚師的小

夥伴也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申請哦：

h t t p s : / / w w w . e c e l e r y . c a /
recruitment/#video

家庭廚房送外賣

渥太華新興外賣網站 【CFC新聞，2015-06-16】渥太華市政公共衛生

部門近日正進行研討活動，準備出臺措施規範整頓美

髮沙龍、美甲店、紋身店、穿刺店以及溫泉浴場的衛

生狀況。市政部門官員稱，渥太華有不少從事這些行

業的個人，每年市政進行衛生年檢的時候都無法找到

所有人。但是，依據安省公共衛生標準，這些行業的

衛生狀況年檢是強制性的，提供這些服務的個人都必

須通過感染防控檢查。如果檢查和執法不能覆蓋到每

一個人，消費者就沒法得到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渥太華公共衛生部門的副醫務官Vera Etches 稱：

“我們正在商討出臺一項新法規，要求所有美甲美

髮、紋身穿刺行業的私營業主到渥太華公共衛生部門

註冊。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拿到一份可以實施衛生檢查

的名單了。” 目前，在渥太華提供個人服務業務是

無需取得許可證的，也無需到市政部門註冊。

而Etches希望新法規能改變現狀：“目前的狀況

是，只能我們想法找到這些個人服務業主。但這樣我

們每年只能聯繫到二三十個人，但據我們估計，應該

還有上百人是我們聯繫不上、無法實施檢查的。我們

必須要確保能夠監管到這些行業裡的每一個人。”

公共衛生部門還準備對屢次觸犯法規的從業者處

以罰款。 Etches說：“對檢查不合格的從業者，我們

其實有權讓他們停業，但這對於從業者來說可能太過

嚴厲了。因此，如果不符合衛生規範的地方並不足以

立刻對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我們會先對從業者處

以罰款。教育才是主要目的。”

目前，多數穿刺和紋身從業者都對這項可能出臺

的措施表示支持，並認為確保顧客的安全對整個行業

來說都是長遠有益的。Etches稱，接下來渥太華公共

衛生部門還需要收集市民的意見：“我們還需要瞭解

公眾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和立場，並把民意結果上報

衛生局，然後才能向渥太華市政提起這個議案並制定

新法規。”

渥太華市政將整頓美甲美髮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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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优惠券仅限报纸版,电子版打印无效

黑脸娃娃
优惠券

渥太華Precision Laser Spa環境高雅舒適豪華
電話: 613-695-8818/613-233-1098(中文)
www.precisionlaserspa.com
地址: 886 Somerset West Ottawa

黑面娃娃                                  $250
                     优惠套餐/4次         $720
                     优惠套餐/6次       $1125
                     优惠套餐/10次     $1750

Upper lip                                    $50
                      优惠套餐/6次         $250
Chin/Cheek/Neck                       $90
                      优惠套餐/6次         $450
Face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Under arms                                $90Under arms                                $90
                      优惠套餐/6次         $450
Feet                                           $70
                      优惠套餐/6次         $350
Forearms                                 $190
                       优惠套餐/6次        $950
Full arms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Chest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Abdomen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Full Back                                  $330
                      优惠套餐/6次       $1650
Bikini Sides                              $140Bikini Sides                              $140
                      优惠套餐/6次         $700
Full Bikini                                 $230
                      优惠套餐/6次       $1150
Brazilian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Lower Legs                              $250
                                         优惠套餐/6次       $1250
Upper Legs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Full Legs                                  $450
                      优惠套餐/6次        $2250

光子嫩肤 (IPL)                          $189
                         优惠套餐/4次     $695
                         优惠套餐/6次     $799

及至冰波（面部）                          $85
及至冰波（身体）
Abdomen                                 $150
Arms                                        $250
Buttocks                                   $250
Thighs                                      $290

水养面疗                                    $85

*Pigmented Lesions,           1x1-$80
晒斑，老年斑，                 2x2-$140
血管突出,                          3x3-$180
Couperose,                       4x4-$210
酒渣鼻，                           5x5-$250

Deep Cleansing Facials             $65
Micro Scrub Focused
Extraction Facial
Natural Acid Peel Facial
Enbrightenment Facial

Detoxifying Facial                      $59
Hydrating Facial                        $59
Cleansing Facial                        $59
Clarifying Facial                         $59

过期日期：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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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 正 脊 椎 好 方 法 了
脊 椎 不 好 百 病 生    

站立歪斜或坐姿不端正、習

慣性翹腳、長時間坐在計算機前

都會造成我們脊椎歪曲不直，脊

椎一旦彎曲歪斜，很多毛病會跟

著來，所以可以常常做滾背的動

作，可以矯正脊椎，甚至有人長

了骨刺也可以治癒哦！每天勤快

108下（來回一次算一下），骨刺

免開刀，不用快慢慢做，矯正脊

椎自己來！

1、〝滾背〞這個動作可以矯

正脊椎，基於每個人身體狀況不

同，體質也有差異，並非人人可

以輕鬆〝滾〞，為求安全，再一

次談談這個動作。矯正脊椎的方

式很多種，此為其一，不吃藥、

不打針，簡易可行。

人體除了特定器官外，全部

都受脊髓神經所支配，如果各個

支配器官神經與脊髓之間傳導暢

通 無 阻 ， 各 個 器 官 就 可 發 揮 正

常，一旦脊髓神經系統受壓迫便

容易病變，每一椎別供應人體各

個部位。

2、頸椎 1C

供應部位:頭部血管、大腦垂體、面部、腦

部、中耳、內耳、交感神經系統；

神經受壓的結果：會頭痛、神經過敏、失

眠症、高血壓、神經桄惚、眩暈、週期症、健

忘症、倦怠。

3、頸椎 2C

供應部位:眼神經、耳神經、竇、舌、額

頭、乳突骨；

神經受壓後果：鼻竇炎、過敏症、重聽、

眼疾、耳痛、昏眩、某種眼盲、斜眼、耳鳴....

4、頸椎 3C

供應部位：額、外耳、面骨、牙、三叉神

經；

神經受壓後果:神經痛、痤瘡、濕疹。

5、頸椎 4C

供應部位：鼻、唇、口、耳、咽管；

神經受壓後果：乾草熱、卡地、耳聾、增

殖腺炎。

6、頸椎 5C

供應部位：聲帶、頸部脖體、咽；

神經受壓後果：喉炎、嘶啞、咽喉炎。

7、頸椎 6C

供應部位：頸部肌肉、肩部、肩桃腺；

神經受壓後果：頸部僵硬、上臂疼痛、肩

桃腺炎、百日咳、哮喘。

8、頸椎 7C

供應部位：甲狀腺、肩、肘骨囊；

神經受壓後果：滑囊症、傷風、甲狀腺症

狀。

9、頸椎 8C

供應部位：氣管；

神經受壓後果：氣管炎、前背、內側小

指。

10、胸椎1T

供應部位：手臂以下部位、食道、氣管；

神經受壓後果：支氣管性氣喘、咳嗽、呼

吸不順、手腕疼痛。

11、胸椎2T

供應部位：心臟、包括冠狀動脈及瓣膜；

神經受壓後果：功能性心疾、胸痛。

12、胸椎3T

供應部位：肺、氣管、胸膜；

神經受壓後果：支氣管炎、肺炎、肺充血

（胸膜炎）、流行性感冒。

13、胸椎4T

供 應 部 位 ： 膽 囊 、 膽

管；

神經受壓後果：膽囊疾

病、帶狀疹、黃疸。

14、胸椎5T

供應部位：肝、太陽神

經叢、血液；

神經受壓後果：肝疾、

發熱、低血壓、貧血、循環

不良、關節炎。

15、胸椎6T

供應部位：胃；

神經受壓後果：神經性

胃炎、消化不良、胃灼熱胸

椎。

16、胸椎7T

供應部位：胰臟、十二

指腸；

神 經 受 壓 後 果 ： 糖 尿

病、胃炎。

17、胸椎8T

供應部位：脾；

神經受壓後果：抵抗力減低。

18、胸椎9T

供應部位：腎上腺；

神經受壓後果：過敏症、蕁麻疹。

19、胸椎10T

供應部位：腎；

神經受壓後果：腎病、倦怠、腎盂炎、腎

炎。

20、胸椎11T

供應部位：腎、輸尿管；

神經受壓後果：痤瘡、小丘疹、癤等皮膚

病濕疹。

21、胸椎12T

供應部位：小腸、淋巴系統、輸精管；

神經受壓後果：風濕痛、氣痛、不孕症。

22、腰椎 1L

供應部位：大腸、腹股溝；

神經受壓後果：便秘、結腸、痢疾、腹

瀉、疝氣。

23、腰椎 2L

供應部位：盲腸、腹部、大腿；

神經受壓後果：盲腸炎、痛性痙攣、呼吸

困難、靜脈曲張。

24、腰椎 3L

供應部位：生殖器官、子宮、膀胱、膝；

神經受壓後果：膀胱病、月經不調、小

產、膝痛。

25、腰椎 4L

供應部位：前列腺、腰部肌肉坐骨神經；

神經受壓後果：坐骨神經痛、腰痛、排尿

困難、頻尿。

26、腰椎 5L

供應部位：小腿、踝、腳；

神經受壓後果：腿部血液循環不良、腿無

力、足踝腫痛。

27、薦椎S1～S5

供應部位：骨盤、臀部、攝護腺；

神經受壓後果：薦骼關節病變、脊椎彎

曲。

28、尾骨Co4

供應部位：直腸、肛門；

神經受壓後果：痔瘡、搔癢症、尾骨疼

痛。

滾背方式

1、並腿屈膝坐在地上，兩手環抱住小

腿，自然呼吸別太急促，收腹拱背，身體往後

從尾椎、腰椎一節一節觸及地面，剛開始腳還

先不用越過頭，多做幾下後再視自己身體狀

況，然後滾到胸椎、頸椎，腳尖朝上，漸漸地

雙腳越過頭，腳打直腳尖著地。

2、躺在地上，兩腳屈膝，兩手環抱住小

腿，抬頭收腹拱背，身體往後從尾椎、腰椎、

胸椎一節一節碰觸地面，如此前後滾過來滾過

去。

練瑜珈需視自己身體狀況，做不到不能太

勉強，滾背這個動作若無法將腳越過頭可以練

第2點就好。有骨刺的人動作可更小更慢些。

頸椎

薦椎

腰椎

Co4尾骨

胸椎

     養生專家提醒現代人熬夜是常

有的事，熬夜之後睡眠不足應該如

何正確補充睡眠呢？為什麼有人睡

足一天但是依然精神不佳，但是

有些人睡了30分鐘卻可以精神抖擻

呢？睡眠時間並非越長越好，注意

補眠的時間和方式可以讓你快速的

達到恢復體力，恢復精神。一起看

一下專家的養生小方法吧。 

　　睡眠不足精神不佳，長期這樣

不但身體健康受到影響，連脾氣也

會變得暴躁。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可

以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優質的睡眠

質量，睡眠足精神飽滿的狀態，但

是事實上很多人卻沒法得到滿足。

不是失眠，就是不得不熬夜加班工

作，或者熬夜娛樂，睡眠時間不能

滿足，只能在空餘的時間裡抓緊時

間補充睡眠，特別是週末，休息時

間等，有人大睡一天，起床之後卻

沒有如期望中的神清氣爽的感覺，

甚至越發的有疲憊的感覺。這是為

什麼呢？

　　其實補充睡眠也要注意方法，

養生專家指出補眠的方式不對的

話，睡得再多也無法緩解身體的疲

勞，無法讓體力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中。那麼如何才能正確科學的補充

睡眠呢？

      1、晚上11點~淩晨1點一定要處在睡眠狀

態中

　　專家指出，大部分人都知道正常人每天

需要保證8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但是很多人只

是認為睡夠8小時就將可以。但是其實是良好

的睡眠質量的重點並非是只要保證8個小

時就可以了，而是在該睡的時間裡一

定要處於深度睡眠中。晚上的11點

到淩晨的1點，是人體和自然界

陰氣最盛陽氣最弱的時候，

這個時間段如果可以進

入到深度的睡眠中

就可以保證有優

質的睡眠質量

了。

　　相反的，

如果這個時間

段 裡 還 在 工

作，還在娛樂，就會引起肝膽火盛，皮膚粗糙

暗淡發黃等問題也會隨之而出現。所以，要想

有優質的睡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證這個時間段

裡處在睡眠狀態中。

      2、週末大睡特睡就可以補充睡眠？

　　平常工作忙碌，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趕著

上班，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睡眠時間不足，

於是一到週末就大睡特睡，睡個天昏地暗，希

望將一周起來的不足睡眠都補充過來。但是往

往是睡到腰酸背痛，精神也沒有恢復過來。

　　專家表示這種方式是不科學的，日常欠下

的睡眠，無法通過這樣的方式補回來，睡的

時間太長人還會有昏昏的感覺。另外，對於個

人的健康也會有不良的影響。長時間的躺著不

動，會影響到肺腑之氣的通暢，壓迫到排便中

樞，導致腸的蠕動減弱，人體就容易出現排便

不規律，甚至會有便秘的問題發生。另外一方

面，長時間的躺在床上，人體肺部吸入的新鮮

的空氣變少，加重了肺部的負擔，於是也就沒

法養出氣來。長時間有睡懶覺習慣的人肺部呼

吸健康會受到影響。

       專家推薦正確的補眠方式：

　　專家表示通常來說補眠的方式有兩種，一

個是中午補眠，另一個則是週末補眠。利用好

這兩個時間段，就可以很好的恢復體力。中午

飯後睡15~30分鐘的午覺，所達到的功效比晚

上多睡一個小時更佳。週末睡眠不宜太長，應

該控制在10個小時以內，並且最好可以在晚上

的12點之前到第二天的10點之前，保證睡覺的

時候精神可以得到完全的放鬆。

　　最後專家提醒補眠只限於短時間內的睡

眠短缺，如果長時間的睡

眠時間不足的話會導致

身體處於負疲倦的狀

態，對於身體的危

害 是 非 常 大 的 ，

也不是簡單的補

眠就可以補回

來的。平時

應 該 養 成

良 好 的

睡 眠 習

慣 ， 良

好 的 生

活 作 息

時間。



汽車即使不在陽光下直面曝曬，

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出現老化現

象，另外在行駛過程中免不了磕磕

碰碰，車身上的劃痕雖然不妨礙汽

車的駕駛，但是看到劃痕或者汽車

老化總讓人心裡不舒服。車主在日

常使用中應該注意這些方面。

1、車身的老化、傷痕的檢查保

養竅門：不論什麼樣的汽車都會有

或大或小的傷痕。傷痕對表漆造成

多大的損傷?怎樣才能修補?都必須考

慮

正確的處置

方法。如果是不太醒目的傷痕，聰

明的方法是倒不如不要去管它。

2、磨損傷痕的修補保養竅門：

所有的車都有擦傷，最好的修補方

法是傷痕部分填上與車身相同的鍍

膜劑。鍍膜劑可塗一次、二次、三

次，次數越多，會塗得越乾淨。但

整個車身的均勻處理也很重要。

3、小傷痕的修補保養竅門：車

身如果發現傷痕，先檢查傷痕的程

度。如果只是很淺的刮傷表漆，立

即用混合劑處理，擦拭方法為直線

擦拭。傷痕消失後，用更細的混合

劑擦拭之後再打上蠟。

4、刮傷、表漆剝

落的修補保養竅門：

較深的傷痕，重點

是觀察金屬面是否

露出，如果看不到

金屬面就不會生銹，

可以專心地塗上修飾

漆。用筆尖一點一點地

點上去，然後等漆完全幹。

5、較深傷痕的修補保養竅門：

很深但細長的傷痕，用彩色油灰可

以修補得很好。傷痕處用砂紙，不

要隨便將傷痕面擴大，重要的是將

髒汙清除乾淨。油灰要仔細地塗

抹，使之完全進入內部。最後塗上

混合劑、上蠟，結束工作。

6、凹陷的修補保養竅門：凹陷

處理是車身保養中最麻煩的工作之

一，重要的是打好底子，若這個步

驟做不好，塗裝做得再好效果都不

佳。噴漆時，不要忘記用報紙遮好

四周，使塗料不要向周圍擴散。

7、防銹對策竅門：發現生銹後，

立即著手解決，如果放任不管，鏽

點就會慢慢擴大。防止生銹的方法

是用砂紙擦淨，或用使鏽點變化的

化學合成劑。根據情況不同，分別

使用。

8、漏水對策竅門：車門、行李

箱周圍粘貼的防水條容易剝落、扭

曲。但如果沒有破裂、變形，可以

再一次使用，只需將它重新粘貼，

就可以防止漏水。用保護劑恢復橡

膠本身的彈力也很重要。

9、保險杠傷痕的修補保養竅門：

保險扛的傷痕處理方法是將毛刺削

去，坑窪部分塗上油灰使之平滑。

專用油灰，準備各種顏色，選擇最

接近的顏色。與車身同色的保險

杠，噴漆很重要。

10、機油保養竅門：機油量過多

過少都會影響引擎，理想的量是緊

靠油量刻度上限的部位。補充用機

油，儘量準備與使用中的機油相同

等級的產品。注意不要濺到引擎周

圍，一個月檢測一次。

  一直以來，汽車天窗作為中高檔車的配

置，被眾多車主看成一個衡量汽車是否豪華的

重要標準，當然在汽車銷售價格上，帶天窗的

車輛比不帶天窗的車輛要貴出很多，到底需不

需要天窗?

  如果你已經多花了1萬多在這項配置上，

就看看天窗都有啥作用，你就不會添堵了。

 如果你還糾結要不要天窗這個配置，也可

以看看天窗的這些用途對你來說是否有必要，

你要覺得沒必要，大可不必花這個錢。

  早晨開天窗：釋放有害氣體

 汽車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密閉後，車廂內的

空氣充斥著更多的苯、甲醛等有害化學物質。

過夜後上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天窗，利用

它優越的負壓換氣

原理，迅速排清車

內有害氣體。

  堵車時開天
窗：防止尾氣進
入車內

 在堵車時，所有

車輛都處於停滯狀

態，汽車尾氣將不

可避免地散佈在周

圍的空氣中。這時打

開天窗，並關閉側窗，

車內的廢氣會很快排出，而

車外空氣則通過空調過濾掉大

量有害物質後再進入車內。

  暴曬後開天窗：迅速降低車
內溫度

在炎熱的夏季，汽車經過太陽暴曬之後，

車內溫度變得比車外還

高，這時進入車內會非

常難受。實驗證明，要

想迅速降低車內溫度，

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

開啟空調的同時打開天

窗，在熱氣排出且空調

製冷效果開始顯現後，

再將天窗關閉。

  高速行車開天
窗：降低風噪

 

在高速行車時如果打開側窗，車主常會被惱人

的噪音和撲面的強風所困擾，也會影響行車安

全。如果這時打開天窗，關閉側窗，可有效地

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寒冷天氣開車：迅速除卻車內霧氣
   使用天窗除霧是一種快捷除霧的方法。特

別是在夏秋兩季，雨水多，濕度大。只需要打

開車頂天窗至後翹通風位置，可輕易消除前風

擋的霧氣，保證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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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思车行   華人主理,二手車行,提供驗車服

務,VIN check, 十餘年的修車和售車經驗。

電話:(613)820-8588 

傳眞:(613)820-1988

地址: 2273 Baseline Road, Ottawa  ON

寶馬中文销售-尹旭（Steve Yin）

Otto's  BMW

电话:(613)878-1611 ext 337

地址:660 Hunt Club Road, Ottawa  ON

MINI 中文銷售經理-Ian Su

電話: (613) 288-6464

傳真: (613) 749-7181

地址: 1040 Ogilvie Road, Ottawa  ON

奧迪, 保時捷中文銷售

--李昕辉 (David Li)    

電話:(613)402-6666

地址: 295 West Hunt Club Road. Ottawa ON

寶馬中文销售-Jason Zhao

Elite BMW          

電話:613-698-8015  

地址:1040 Ogilvie Road, Ottawa ON

斯巴鲁中文销售-张斌坤（Bryan）

OTTO'S SUBARU

渥太華 唯一SUBARU Sales & Leasing 精通普

通話和英語。        電話:613-262-2786

地址：225 Richmond Rd. Ottawa, K1Z 6W7

本田中文銷售-吴思敏 (Simmy Wu)   

Ottawa Honda     

電話: (613)726-0333，

         (613)979-6885

地址: 955 Richmond Rd. Ottawa， K2B 6R1

本田中文銷售

--康新斌  (Michael Kang)     

Kanata Honda  

唯一國語汽車銷售員，明白你的要求， 達成

你的心願。      電話: (613)854-5398

    斯巴鲁专卖店

    Ogilvie Subaru

    電話: 1 855 842-5309    新車: 1 855 842-5307

    二手:1 855 842-5308

    地址：1040 Parisien St. Ottawa, K1B 3M8 

奔馳中文销售-劉 良 

Star Motors of Ottawa
精通粵語，國語，臺山話，英文

電話：（613）-737-7827
地址：400 W Hunt Club Rd. Ottawa ON K2E 1B2

福特車行 Lincoln Heights Ford   

是唯一一家在Ottawa擁有華人銷售

的福特車行，最優價格，最好服務。

地址：1377 Richmond Rd.  K2B 6R7  

電話: 613-829-2120  傳真: (613) 829-7226

 豐田中文銷售-Alan Tian 

 Mendes Toyota/Scion  專賣店  

 電話: 613-800-8868

 傳真: 613-5238264

 地址:1811 Bank Street .  Ottawa, Ontario

    奔馳中文销售-王冠

    Ogilvie Mercedes-Benz   

    辦公室： 613-745-9000 請直接找 Guan

    手機：613 219 6588     微信：bdcj138

    地址：1110 St-Laurent Blvd.  K1K 3B6

本田中文銷售經理(粵語,英語)-梁敏聰 

Civic Motors       

電話: 613.741.6676 ext:2409 

電郵: c.leung@civicmotors.com

    地址:1171 St Laurent Blvd.  K1K 3B7

本田中文銷售-雷耀祖（Joe Lui）

Civic Motors       租賃顧問 (國,粵語)

電話: 613.741.6676ext:2409 

電郵: j.lui@civicmotors.com

     地址:1171 St Laurent Blvd.  K1K 3B7

讴歌专卖店-Tommy 王

Camco Acura      销售及租赁顾问

電話: 613-728-8888 ext 7225 

電話: 613-728-8888 ext 7229

地址：1475 Carling Av.Ottawa, K1Z 7L9  

汽 车 分 类 目 录   网 络 ＋ 报 纸
聯系电话：613-2254526    Email：sales@comefromchina.com             

Emily 任   保险代理   汽車, 退休金计划,教育

基金,互惠基金,投资账户等保险适宜。     

電話:(613)761-7588

地址:1355 Willington St W.Suite 200 Ottawa ON

起点驾校  您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多的是安

全的意识和选车养车的知识！ 

電話: (613)862-9005

楚 勇(Tom)  駕駛敎練  駕駛敎練, 全科, 散鍾,

新移民代辦駕照翻譯公正。   

電話:(613)276-5600

Peter 敎練  多年敎車經驗,耐心細緻,熟悉路

線, 中英文敎學, 提供G2&G牌路考指導。

電話:(613)263-0415

国际驾驶学校  渥太華華人唯一政府批核自設

敎材學校。         

電話:(613)235-9841 

地址: 880 Somerset St. West. Ottawa ON 

網址:www.internationaldrivingshcool.net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你知道它真正的
用途是什麼嗎

車上
天窗

自動

擋車

車身老化 
劃痕修復

  隨著夏天雨季到來，雨水天氣增

多。前幾天，受暴雨、強降雨影

響，有些路面積水，部分不熟悉

地形的車主將車輛開進大水坑，

導致汽車進水。據汽車維修專

業人士介紹，謹防愛

車進水，應從行

車、停車、應急

處理是否正確等

方面入手。

 前幾天，張小姐外出途中突

遇大雨，行至莞龍路下橋路段時，因降

雨過猛準備將車輛停在有車位處避雨，

卻因她不熟悉路況，將愛車開進了一

處水坑，導致車輛輕度進水。於是，張

小姐第一時間致電4S店，在維修人員的

指 導

下，避免了愛車嚴重進水受損，第二天

維修人員檢查時也並未發現大礙，但維

修費卻讓張小姐覺得有點心疼。

 張小姐從專業維修人員李師傅口中

得知，為預防愛車進

水，雨天要避免車

輛駛入10釐米以

上 水 深 處 。 尤

其 是 一 些 舊

款車型，由

於進排氣

口比較

低，

水

會從排氣管倒吸進入發動機，造成熄

火。如果愛車在行駛時不小心遭遇水

浸，就應該馬上熄火，如果遭遇水中死

火，千萬不要重新啟動發動機。因

為進入缸體的積水

不具備潤滑的作

用，重新啟動發

動機會造成發動

機活塞、缸體等

嚴重磨損，嚴重者會造成

發動機報廢。

 據李師傅介紹，車輛涉水後由於多

處灌水，可能會對汽車某些部件的性能

有所影響，嚴重的可導致汽車不能正常

開啟。一旦車輛涉水後，車主首先要檢

查電路，其次是檢查制動系統是否進

水，然後建議雨後到專業維修店進行檢

查，以防後患。

 車主除了要謹防愛車進水外，有關

車險理賠方面的問題也需特別注意。據

有關人士介紹，車主需要注意的是，除

非投保了附加險種“涉水險”，如果僅

僅是投保了“車損險”，那麼，涉水熄

火後二次啟動發動機屬操作不當，通常

是無法獲得賠償的。因此，汽車涉水熄

火後謹記不能二次點火。

汽車涉水熄火不能二次點火 

現在很多人都開自動擋車，自動

擋因為涉及了N擋，那麼是不是等紅

燈的時候就要掛N擋呢？很多朋友都

是採用踩住刹車的做法，究竟哪種方

法更正確呢？

自動擋車：遇紅燈掛N擋更省油

 據業內人士介紹，自動擋車等紅

燈沒必要太過於教條。比如半分鐘左

右的短紅燈，就把擋位從D換到N，

沒多一會又要掛回D，其實在這個換

擋的過程中對變速箱也是有衝擊的，

為了儘量減少衝擊就沒必要在短停當

中掛N擋，直接D擋踩刹車就行了。

 而掛在N擋上對變速系統有些好

處，而且比長時間掛D擋踩刹車等紅

燈要省油得多。但反過來說，頻繁切

換擋位時變速箱的衝擊力又會導致變

速箱壽命變短。所以短時間等待沒必

要換擋。

“如果車輛是準備長時間熄火停

車，要掛P擋。”某4S店售後服務總

監說，掛了P擋，雖然有外力的推拉

無法使車輛移動，但這僅限於在平地

且外力不大的情況下。“如果是在坡

道上，一旦下滑的力量或外力達到了

一定的極限，就很容易損壞變速箱的

齒輪，以致車輛發生移動。所以，掛

上了P擋，還應該再拉上手刹。

手動擋車：上坡停車掛前進擋

 手動擋的車，很多人都習慣停車

以後掛空擋，再拉手刹。“這樣的停

車習慣，在平地停車時沒有什麼問

題。但如果是在坡道上停車，最好還

是在拉手刹的同時，‘車頭面向上坡

停車時，掛前進擋，車頭面向下坡停

車時，掛倒車擋’。”這樣能起到雙

重保險的作用，並且，擋位越低，扭

矩越大，外力能使汽車移動的可能性

就越小。

這樣的停車方法，也有不少駕駛

員擔心，比如對於車頭面向下坡時掛

倒擋停好的車，駕駛員在重新啟動車

輛行車時，如果忘記了掛前進檔會不

會對車輛產生損害？蔡正清說，在這

種情況下，即使松了手刹，車輛開始

往下行駛，但一旦離合往上抬起，發

動機就會熄火，車輛的自動保護功能

並不會讓車強行行駛而損壞器離合裝

置，不過這樣的失誤也還是要儘量地

避免。畢竟這樣做的次數多了，車輛

相應部位的磨損也會加劇。

十個小竅門

遇紅燈掛N擋
更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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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承與

演變，端午節早已在古人祛疫辟邪

的做法上被賦予了許多新的內容。

“十裡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事

實上，關於端午起源說的爭論在國

內一直都沒有停息過。端午節姓

“屈”還是姓“伍”在學術界各家

也是眾說紛紜。有端午節是紀念屈

原的說法，在江浙一帶,還有說是紀

念伍子胥的，另外還有

一種說法,說是紀念孝女

曹娥等等。其中，端午節是

為了紀念偉大愛國詩人屈原

的說法，是最深入人心的

一個。

端午節由來與傳
說：源于紀念
屈原

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承與演變，端

午節早已在古人祛疫辟邪的做法上

被賦予了許多新的內容。有端午節

是紀念屈原的說法，在江浙一帶，

還有說是紀念伍子胥的，另外還有

一種說法，說是紀念孝女曹娥等

等。其中，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偉大

愛國詩人屈原的說法，是最深入人

心的一個。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記載，屈原，是春秋時期楚懷王

的大臣。他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

兵，力主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

等人的強烈反對，屈原

遭 讒 去 職 ， 被

趕出都城，流

放 到 沅 、 湘

流 域 。 他 在

流放中，寫下

了憂國憂民的

《離騷》、《天問》、

《九歌》等不朽詩篇，

獨具風貌，影響深遠

(因而，端午節也稱詩

人節)。公元前278年，

秦軍攻破楚國京都。屈原眼看自己

的祖國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

終不忍捨棄自己的祖國，於五月五

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

後，抱石投汨羅江身死，以自己的

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

章。

傳說屈原死後，楚國百姓哀痛

異常，紛紛湧到汨羅江邊去憑弔屈

原。漁夫們劃起船隻，在江上來回

打撈他的真身。有位漁夫拿出為屈

原準備的飯團、雞蛋等食物，“撲

通、撲通”地丟進江裡，說是讓魚

龍蝦蟹吃飽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

的身體了。人們見後紛紛仿效。一

位老醫師則拿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

裡，說是要藥暈蛟龍水獸，以免

傷害屈大夫。後來為怕飯團為蛟

龍所食，人們想出用楝樹葉包

飯，外纏彩絲，發展成棕子。

以後，在每年的五月初

五，就有了龍舟競渡、

吃粽子、喝雄黃酒的

風俗；以此來紀念

愛國詩人屈原。

端午節的由來與傳說：源于
紀念伍子胥

端午節的第二個傳說，在江浙

一帶流傳很廣，是紀念春秋時

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

子胥。伍子胥名員，楚國人，

父兄均為楚王所殺，後來子胥

棄暗投明，奔向吳國，助吳伐

楚，五戰而入楚都郢城。當時

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屍

三百，以報殺父兄之仇。吳王闔廬

死後，其子夫差繼位，吳軍士氣高

昂，百戰百勝，越國大敗，越王勾

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建議，應

徹底消滅越國，夫差不聽，吳國大

宰，受越國賄賂，讒言陷害子胥，

夫差信之，賜子胥寶劍，子胥以此

死。子胥本為忠良，視死如歸，

在死前對鄰舍人說：

“我死後，將我眼睛

挖出懸掛在吳京之東門

上，以看越國軍隊入城

滅吳”，便自刎而死，

夫差聞言大怒，令取子

胥之屍體裝在皮革

裡 於 五 月 五 日

投 入 大 江 ，

因此相傳端

午 節 亦 為

紀念伍子

胥之日。

端午節由來與傳說：源于紀
念孝女曹娥

端午節的第三個傳說，是為紀念

東漢(公元23--220年)孝女曹娥救父

投江。曹娥是東漢上虞人，父親溺

于江中，數日不見屍體，當時孝女

曹娥年僅十四歲，晝夜沿江號哭。

過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

五日後抱出父屍。就此傳為神話，

繼而相傳至縣府知事，令度尚為之

立碑，讓他的弟子邯鄲淳作誄辭頌

揚。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紹興，

後傳曹娥碑為晉王義所書。後人為

紀念曹娥的孝節，在曹娥投江之處

興建曹娥廟，她所居住的村鎮改名

為曹娥鎮，曹娥殉父之處定名為曹

娥江。

中国的？

誰 的 端 午 節
曹娥的？

伍子胥的？

屈原的？

世界的？

韩国的？

誰的端午節---
屈原的？伍子胥的？曹娥的？

端午节虽然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但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已经逐渐

地融入各个邻近国家的文化中，已

经具有了独特的生命力和特点。在

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国际龙

舟邀请赛早就闻名于世；在韩国，

端午节被称为端午祭，2005年，韩国

江陵端午节向联合国申请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获得批准。而且，申报

材料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端午节原

本是中国的节日”，韩国端午祭神

成功的消息传出以后，国内舆论一

片哗然，端午节被“抢注”，端午

节被人“端”走！等等评论，一时

间成为抢眼的话题。那么，源于中

国的端午为什么在邻国开花结果？

韩国端午祭和中国端午节有何不

同？

韩国怎么过端午节?
	

韩 国 人 将 “ 端 午 ” 称 为 “ 上

日”,意为神的日子。过去韩国

人家家户户都会在端

午节当天摆上

白 白

的散发着艾草和糯米香味的艾

子糕,用菖蒲汤洗头求吉利,喝菖

蒲水以辟邪。人们还会穿着传

统服装参加祭祀、演出和运动

会,观看荡秋千和摔跤比赛。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过去在

韩国许多地区都保持的端午习俗,现

在已经少有人能记得并传承了,尤其

是在首尔这样的大城市。虽然有些家

庭还会保留过端午节的习惯,但因为

城市生活条件限制,已不再有运动会

和摔跤比赛,人们只是象征性地在桌

上摆出艾子糕等食品,

做一个简单的祭祀台,

以示庆祝。

现在韩国唯一完整

保留端午习俗的是位

于东海之滨的江陵。

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

第13号无形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江陵端午祭”活动

是目前韩国保存比较完整的传统节

日习俗之一,通常于农历4月初开始,

持续一个月之久。除举办多种祭祀

仪式外,当地还会组织很多

有趣的活动,如假面

舞 剧 、 民

族舞蹈以及摔跤、荡秋千、拔河、

射箭等比赛。每年都有百万游客从

四面八方前往江陵,参加“江陵端午

祭”活动,感受端午文化。

韩国端午节有哪些习俗?

江陵端午祭的确是东亚“汉字

文化圈”有趣的文化现象。以节日

习俗而言，端午节虽然发源地在中

国，但是在长期的流传和国际交流

中，它被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所

吸纳，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

土壤之中，形成各国、各民族独特

的节日习俗。

 

中国端午节和韩国端午节的
区别

中国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如插艾

蒿、菖蒲、吃粽子、饮雄黄酒、戴

荷包、五毒兜兜，拴五彩缕，划龙

舟、纪念屈原等习俗，在韩国的端

午习俗中并不存在。但韩国江陵地

区的端午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内

容，祭祀、演戏、游艺是其主要内

容。其中的祭祀仪式保存了完整的

形式和内容，可以说是韩国江陵端

午祭的核心。这也是韩国江陵端午祭

1967年被指定为韩国第13号无形文化

财产的主要原因。

江陵端午祭期间的祭祀仪式主要

来自神话传说，他们所祭祀的神灵是

“大关岭山神”、洞(村落)城隍，被

神化的人物有十二位之多，如金庾

信、国师城隍“梵日国师”、大关岭

国师女城隍郑家女等。

誰的端午節---
中国的？韩国的？世界的？

導語：端午節始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

史。然而近年來，端午節卻顯得冷冷清清，在現代國人的生活中遭到

了淡化和遺忘。直到韓國向聯合國申報“江陵端午祭”為“人類口頭

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後，國人才覺醒並意識到“不應該眼睜睜

看著傳統節日從我們生活中消失”。既然認識到保衛的價值，就要充

分挖掘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就要破除傳統節日目前處境的尷尬，不

再讓“吃”成為過節的惟一永恆主題，不再陷入“文化搭台、經濟唱

戲”的怪圈。如何從節日傳承與創新中感受文化的自信與共享，在日

益浮躁的現代社會中歸還傳統節日的親情與寧靜，比申遺更為重要。

傳統節日大有演繹成消費節日、淪為商家謀利之機時，人們不禁要

問，端午節究竟是誰的端午節？

專版、專欄／文化教育

伍子胥

孝女曹娥畫像

妇女用菖蒲水洗头

數 獨 顧

名思義——每個數

字只能出現一次。數獨是 一

種源自18世紀末的瑞士，後在美 國發展、並在日

本得以發揚光大的數字謎題。數獨盤面是個九宮正方形，每一宮

又分為九個單元格。在這81個單元格中給出一定的已知數字和解

題條件，利用邏輯和推理，在其他的空格上填入1到9的數字。使

1-9每個數字在每一行、每一列和每一宮中都只出現一次。這種

遊戲全面考驗做題者觀察能力和推理能力，雖然玩法簡單，但數

字排列方式卻千變萬化，所以不少教育者認為數獨是訓練頭腦的

絕佳方式。

數獨的概念

數獨的歷史
數獨前身為九宮格”，最早起源於中國。數千年前，我們的

祖先就發明了洛書，其特點較之現在的數獨更為複雜，要求縱

向、橫向、斜向上的三個數字之和等於15，而非簡單的九個數字

不能重複。儒家典籍《易經》中的“九宮圖”也源於此，故稱

“洛書九宮圖”。而“九宮”之名也因《易經》在中華文化發展

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保存、沿用至今。	

										 現代數獨的雛形，則源自18世紀末的瑞士

數學家歐拉。其發展經歷從早期的

“拉丁方塊”、“數字拼圖”到

現在的“數獨”，從瑞士、美

國、日本再回到歐洲，雖幾經周

折，卻也確立了它在世界謎題領域裡

的地位，並明確了九個數字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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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瀑布二日早7：30直發 
6月6、27日，7月4日等週六

古城魁北克
蒙特利爾
大峽谷

紐約三、四日游

$119起

$179起

$119起

$119起

$119起

$379起

2015年世界各國最佳旅遊時間表(下)
推薦理由：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有金色

向日葵和雄偉的梧桐樹，這就是7月份的

普羅旺斯，普羅旺斯屬於地中海氣候，夏

季比較幹燥，冬季較為溫和，每年日照可

達到300天以上。在每年的7~8月間，是薰

衣草迎風綻放時期，濃艷的色彩裝飾翠綠

的山谷，微帶著辛辣的香味混合被曬焦的

青草芬芳，交織成最令人難忘的氣息。法

國大部分地區屬於海洋性溫帶闊葉林氣

候，7月平均氣溫15~25°C，這時正值是

城市的暑假，大家紛紛前往南部尼斯、戛

納等地度假，巴黎人幾乎走了一半，盧浮

宮、凡爾賽也不用排長隊了，難得的可以

細細品味巴黎的浪漫風情。

7 月 法 國
推薦理由：獨特的地理位置，宜人的
氣候條件使土耳其成為遊人向往的樂
園。形狀各異的現代化建築，華麗肅穆
的清真寺喚禮塔，飛躍於博斯普魯斯海
峽之上的跨海大橋，《荷馬史詩》中的
特洛伊城遺址，基督教誕生地卡帕多西
亞，觀鳥勝地庫什湖，秀美的亞洛瓦溫
泉……迷人的自然風光，豐富的文物古

跡使土耳其享有“旅遊天堂”之譽。受
地形因素的影響，土耳其各區域的氣候
各不相同，沿海區域屬於亞熱帶地中海
氣候，內陸高原比較幹旱，向熱帶草原
和沙漠型氣候過渡。每年的7月下旬到9
月，是土耳其東部旅遊的最佳時節，氣
候適宜，非常適合出行，而5~10月則是
到愛情海進行海水浴的最佳時節。

土耳其
8 月

9 月
不 丹

推薦理由：不丹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

的保存著良好自然生態環境的國家之

一。長期與世隔絕的神秘感和古老的佛

教文化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歷史悠

久的神殿、寺廟和宗堡，秀麗的河山以

及五光十色的湖泊使不丹被譽為最後的

香格裏拉。不丹被夾在印度洋與喜馬拉

雅山脈之間，氣候溫和，很少發生極端

天氣。每年6~8月是季風季節，連綿大

雨會沖斷道路，1月冬季，較寒冷，而且

大雪會造成無法通過山口，都不適合旅

行。每年的四月初和十月初是不丹各地

的主要佛教節日(不丹語Tschechu)，通常

有為期三天的活動，可以看到不丹傳統

歌舞，還有金剛法舞等活動，是遊客出

行不丹的理想時間。

推薦理由：巴西以熱帶氣候為

主，各地特別沿海地帶濕度相

當高。當地夏季是旅遊旺季，

如果想避開人潮和攝氏37度以上

高溫的話，4到10月是比較好的

時間。10月12日是巴西的守護神

節，規模及知名度僅次於西班牙

的守護神節。屆時有包括花車遊

行、街頭樂隊、喜劇團、還有民

俗技藝比賽、變裝秀多項活動，

迷人的音樂傳遍大街小巷。當

然，如果為了2014年的世界杯，

那麽6月12日—7月13日，則是你

在巴西狂歡的不二理由!

10 月
巴 西

推薦理由：突尼斯被稱為“地中海明珠”，是

世界上少數幾個集中了海灘、沙漠、山林和古

文明的國家之一，是悠久文明和多元文化的融

和之地。它地處地中海地區的中央，擁有長

達1300公裏的海岸線。迷人的沙灘、溫和的氣

候、比鄰歐洲的地理優勢、物美價廉的商品和

熱情好客的風土人情，使她成為最受歐洲遊客

喜愛的旅遊勝地之一，也是非洲地區最便利的

旅遊目的地之一。充滿阿拉伯風格的建築、宏

達的清真寺、多出古文明的歷史遺址及博物館

每年吸引了大批的遊客和伊斯蘭教信徒前來觀

光和拜謁。突尼斯地形復雜，北部屬亞熱帶地

中海型氣候，中部屬熱帶草原氣候，南部屬熱

帶大陸性沙漠氣候，夏季炎熱，冬季溫和，因

而秋冬季最適合旅遊，尤其是11月最舒適，平

均氣溫28攝氏度左右。

突 尼 斯
11月

推薦理由：斯裏蘭卡是印度洋上的一顆明

珠，被馬可波羅認為是最美麗的島嶼，它兼

有美麗絕倫的海濱，神秘莫測的古城，豐富

的自然遺產，以及獨特迷人的歷史與文化。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古國之一，這裏擁

有眾多寺廟和僧侶，是世界上為數不多保留

傳統佛教習俗的國家之一。這裏可以同時看

到荷蘭、葡萄牙、英國殖民時期的文化遺

跡，風格迥異的建築記錄了斯裏蘭卡曾經風

雨飄搖的過往。熱帶雨林的氣候培育了世界

聞名的高山茶園和純天然的國家自然動物保

護區，當然也少不了和馬爾代夫同屬印度洋

的美麗海灘。斯裏蘭卡是熱帶海洋氣候，全

年如夏，年平均氣溫28度。在冬季的12月到

次年3月，是各國遊客越境過冬，歡度聖誕

和新年的度假好選擇。

12 月
斯 裏 蘭 卡



留学教育咨询

移民签证

法律咨询

餐馆酒家

房屋貸款

    房屋装修、裝飾

美容美发

丁慢俗  保险与投资理财  資深國際驗證理

財師,各類終身保險,健康保險, 旅遊保險,互惠基

金,ETF, TFSP, RRSP, RESP等。

電話:613-567-9700 ext 2242 

手機: 613-799-3368

地址: 333 Preston St. Suite 800  Ottaw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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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純  宏信金融有限公司  探親健康保險，出

境旅遊，留學生醫療，人壽保險，投資理財。

電話:613-722-5005       

地址:3301 Uplands Dr. Suite 301 Ottawa ON

张岩芳 保险与投资理财  人壽保險, 投資分

紅保險,探親旅遊保險,超級簽證保險,醫療保

險,RRSP, RESP, TFSA基金投資。

電話:(613)324-6688  

郵箱:wendyzyf@gmail.com

牛军 访加探親旅遊保險  全面代理各大公司旅

遊保險産品, 24小时x7天不間斷服務,面向全加拿

大市場。

手機: (613)6565689  

電 話:(613)656-4970  

郵 件:niujun176@yahoo.com

地 址:15Wertheim Court.Suite 501 Scarborough ON

瑞邦国际金融    瑞邦國際金融集團是加拿大政

府注冊批準成立的金融類敎育集團,包括瑞邦證券

交易中心,瑞邦國際金融學院。

電 話:1-877-847-0180    

網 址:www.respon.ca

地址:Suite G38,G69&G72 4168 Finch Ave East.

Toronto

江涛 访加探亲旅游保险专家  訪加緊急住院,旅

遊醫療保險1.49元/天起。

電話:1-866-920-2821   

網址:http://fm148.com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303. Markham ON

Emily 任   保险代理   退休金计划,教育基金,互

惠基金,投资账户等保险适宜。     

電話:(613)761-7588

地址:1355 Willington St W. Suite 200 Ottawa ON

Yan  Sa 倫敦理財渥太華代理，投資人壽保

險，探親旅遊保  

電話：(613)220-8912

蔡  敏  BMO "Best of the Best" Honoree  一个好

的房贷专家能从客人的角度和实际需求出发权衡

利弊，进而提供非常有建设性的帮助和咨询。  

电话: (613)867-9688   

Email: min.cai@bmo.com

地址: Ottawa, Ontario Canada 

杨  洁     電話:416-491-4002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Julia 朱立亞 CIBC帝國商業銀行房屋貸款顧問

電話: 613-302-3105        微信號：julia0523

郵箱：julia.zhu@cibc.com

免費電話：1-855-208-1695 

林 蓓  专业房屋贷款。電話:613-614-2079

地址：2525 Carling Ave. Unit 23,ON K2B 7Z2

王婧娟 Ginger Wang 丰业银行转房屋贷款5年

利率特殊项目Dec 8, 2014 - Mar 31, 2015 (outside 

of Quebec)。

電話: 613-852-0175  手机：613-4824881

地址：661 Somerset Street West，ON  K1R 5K3

国红 Elizabeth 房屋贷款专家，指引用心，理

财放心。     電話: 613-866-8672  

Festival Japan  渥太华日本厨师打造的正宗
日本料理, 店内聘请日本名厨。品种多样，口味纯
正！    电话: 613-234-1224

      地址:149 Kent Street Ottawa, Ontario  Canada

陈氏河粉店 Merivale Noodle House  渥太华南
部最佳越南河粉店。    

电话：613-226-8812
地址：1519 Merivale Rd. Ottawa K2G 3J3

梅園酒家  正宗北方菜系,由來自北京的名廚主
理,傳統風味小吃更讓您有"家"的感覺。 同時也有
外賣點餐。       电话:  (613)234-6437

地址:122 Preston St.Ottawa ON K1R 7P2

三合酒家  最優惠一元早餐 (時間不限,僅限堂

食)餛飩,豆腐腦,油條,豆漿,鹵蛋,肉夾饃(第一個一

元)。      电话:  (613)234-9379    

网址: www.tdrharmony.com

地址: 769 Gladstone Ave. Ottawa ON 

    陈  劲  爲您提供 誠實 專業 可
靠 完善 的全程房屋買賣服務。

手机:(613)290-1674       

傳眞:(613) 236-1515

Email: jim@greatpost.com  

地址: 610 Bronson Av. 

             Ottawa, ON K1S 4E6

薛如冰 Ruby Xue  房屋買賣,

地産投資,物業託管,新盤預售,商

鋪選址,商業買賣,留學生買房租

房,協助貸款,時尙公寓,搶手好房,

名區豪宅,一網打盡,盡心盡力,以

誠相待。 手機:613-276-7777

地址:1749 Woodward Dr. Ottawa ON  K2C OP9

网站: http://www.rubyxue.com

Email: ruby-xue@coldwellbanker.c

潘健鸿  

诚心服务以客为尊

电话:613-796-3688     

傳真:613-737-7678

地址:1217 Walkley Rd. 

           Ottawa, ON K1V 6P9

    司旭之 （Simon)  渥太华专业  

地产经纪，融会中西，更懂您的需

求。国语、粤语、英语服务

电话:613-238-2801     

传真:613-238-4583 

手机: 613-255-3422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陈 卓  專業的背景知識及多年的房地產投資管

理經驗，使眾多客戶得到了優質和滿意的服務。

聯繫方式： 手機：613-255-0660

辦公室：613-825-7653

郵箱：amanda@agentdk.com

Steven Liao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地址: Ottawa, ON Canada.  電話:613-366-3072

向  尚  掌握先机 诚心服务
傳眞:(613)226-4392       電話:(613)261-2589
地址:1415 Woodroffe Av.Ottawa,ON K2C 1V9

康久紅  Shirley Kang  專業、優質服務,讓您買

房賣房省心放心!粵、國、英語服務。

电话:613-796-3688       传真:613-733-3435

Email. shirleykang@kw.com

地址:1 Antares Dr. Suite 110 ON Canada

张  永  地产经纪 
電話:613-733-3434      手機:613-799-1058

地址:1 Antares Dr.Suite110 Ottawa, ON K2E 8C4

宋 强   购前检验,售前检验,新房交付前检验,新

房一年保修检验。   電  話: 416-491-4002

地址: Ottawa,Ontario Canada

王 斌  美国地产投资专家

地址:Toronto,Ontario Canada

電話:416-491-4002        傳眞:416-756-1267

陈庆华    魁北克地产经纪

地址： Gatineau, Quebec Canada 

电话:450-682-4666        手机: 819-664-6719

王  玲 多年买卖房屋的经验，为您提供专业、

尽心、诚信的服务。一定让您满意放心！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电话: 613-852-8388 

徐少平（Shaoping Xu）加拿大房屋貸款中心 

(The Mortgage Centre) ，對貸款雙方負責，為你提

供更方便的服務, 更好的利率，更適合你的房貸。     

電話：613-656-2756

手機：613-286-2126

Email: xu.ottawa@mortgagecentre.com

中环旅游  中環旅遊代售特價機票。中國國內

各大城市國航特價聯票。多倫多，魁北克，加東

旅遊。   電 話:(613)236-2323     (613)234-7072

地 址:224 W.Hunt Club Rd.Unit 6. Ottawa 

                 K1V 1C1 

地 址: 738 Bronson Ave. Ottawa ON K1S 4G3

網 址: www.midearth.ca

华联装修 建筑裝修   

電話:613-608-9900     電話:613-834-7003

Skyview Window and Door Service   

建筑裝修        電話:613-203-8580 

严先生  info@skyviewwindows.

IRONWOOD 地板专卖店  電話:613-224-3111

地址:15 Grenfell Crescent #8 Ottawa,ON K2G 0G3

爱家园林   家居裝修     電話:613-252-7306

聯繫人: Will Zhang, mrzyr@hotmail.com 

Sunlight Air System     冷暖气及冷冻工程公司

電話:613-366-3072

Best Energy Conservation  渥太華第一家華

人冷暖空調服務公司。   電話:613-858-1599

地址: 大統華購物商場內部出口處 

雅居装修  建筑裝修      電話:613-858-1599

Email: RenoDecoWang@gmail.com 

薇薇美容  薇薇獨家推出無痛挑黑頭,神奇暗瘡

特效護理, 水晶特效補水滋養護理滋養補水套裝。     

聯繫人: Jennifer        電話:613-225-7921

地址:33 Avonlea Rd.Ottawa  ON K2G 0G4

網站:www.vivimerong.com

康顏美容  1、面部护理：使用高级护肤品-玛

琍嘉蘭。送胶原蛋白导入；送面部蜜蜡脱毛；送

眼部补水，抗皱，祛眼袋，祛黑眼圈护理；送

颈，肩，头部放松按摩。2、专业治疗暗疮；3、

过敏性皮肤抗敏,脱敏治疗；4、皮肤保养，防衰

抗老咨询

地址: 31 Thornbury Cres.  (Centrepointe area)

電話:  (613) 794-5011   or    (613) 224-3300

Hair Tango  剪髮,漂染,點捲髮,負離子直發,接

發送發油。面膜美容,修眉修甲,護膚去脂,天然海帶

包身美容。     *中國學生優惠,不加稅。

電話:613-868-1326地址:180York St.Ottawa ON   

网址:www.comefromchina.com/ads/hairtango

纤姿美容美体  何美芳高級美容治療師，持有加拿
大按摩執照和自然療法執照，十年國內外經驗。

電話:(613)440-2038
网址:www.meifangbeauty.com

Precision Laser 纳米磨皮换肤,果酸换肤,RF 射
频瘦脸,RF射频塑身,水养治疗仪。

電話: 613-233-1098
地址: 886 Somerset West.ON

缤纷假期  是一個專業的旅遊顧問公司，主要

服務于中國旅遊，尤爲瞭解中國文化，可以爲您

精心設計一場不同凡響的中國游。

電話:(613)567-1888    傳真：(613)567-2888

地 址：Suite 208, 700 Hunt Club Rd.Ottawa 

ON. K1V 1C3

天宝旅游  特價機票銷售，超値酒店預定，渥

太華深度游，冬季滑雪團，旅行保險代售，北美

特惠大巴團，南美陽光假日套餐及各類相關旅遊

及便民服務。     電話:(613)238-7093

 地址:645 Somerset St. W. Ottawa ON

唐冬梅  特色旅遊，藝術歐洲，Disney，游輪，

夏威夷以及休閑Cuba, Caribben & Mexico等等, 任

您選擇，旅遊經驗豐富，知識廣博，服務至上。             

電話: (613)5919882 網站: www.tangdongmei.com

地址:1430 Prince of Wales Dr. Ottawa ON

华夏旅游  華夏旅行從事所有國際路線機票代

理，長短途旅遊巴士服務，商業考察接待及留學

生赴加勤政服務等。同時代理各種豪華游輪。

電話:(613)2385888 網站:www.gotripholidays.com

地址: 725 Somerset St. W. 2F Unit 1. ON

張裕榮 律師事務所  專業辦理房地産及生意買

賣,受理婚姻家庭及遺囑遺産,精辦中國大陸委託公

正及香港法律事宜。  

電話:(613)748-9898    傳眞:(613)748-1114

網址:www.eywc.ca

地址: 5340 Canotek Rd.Unite22 Ottawa ON

王政 律师事务所    公司注冊,生意買賣,連鎖店

組建及買賣,合同起草及執行,房地産買賣,各類移

民申請等。

電話:(613)237-4800   傳眞:(613)237-9653

地址:2487 Kaladar Ave, Suite 106  Ottawa ON

金亚敏 律师事务所  生意買賣,公司法,房地産,

家庭法,移民法,遺囑遺産,公正及認證。

電話:(613)695-7900   傳眞:(613)230-2705

地址:185 Somerset St.W.Suite 305, Ottawa ON

刘东 律师事务所  房地産買賣,生意買賣,遺囑

遺産,各類公正。   電話:(613)825-1305   

傳眞:(613)825-1310    網址:www.donglaw.ca

地址:170 Chapman Mills Dr. Ottawa ON

陈平 律师事务所  人身伤害賠償，公司法，生

意買賣，理財信託及遺囑遺産。

電話：(613)225-0037ext 20

傳眞：1-888-900-7149

網址：www.chen-lawofice.ca

地址： 1447 Woodrofe Av. Nepean ON 

移民法律顧問   王瑾   唯一被加拿大移民部承

認和顧問協會ICCRC和MICC注冊的法律顧問,擁

有豐富的移民法律知識和簽證申請經驗。                

電話: 613-265-8514

地址:1260 Wellington St.  Ottawa ON

加拿大屈氏移民留學顧問公司（渥太華總部）

Ashley N. Watt （屈映君 ）加拿大移民局註
冊法律顧問，中西律師團隊，十年專業經驗，信
心成功保證。       電話: 613-725-4777

電郵：info@canada-watts.com
網址：www.canada-watts.com

羊城小馆  渥太华唐人街中心地带，受到许多
华人和本地人的喜爱。提供送餐外卖服务时，
11:00AM - 午夜，星期五六到凌晨1点，可以送至
酒店及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学生聚居区。

电话:  (613)235-5794  
地址：662 Somerset St. W. Ottawa, On

哈佛直通车   圆你名校梦!潜質高啓,引領未來

电话:(613)627-3822      电话:1-866-962-9922

网址:www.ivyshuttle.com

凯杰咨询 K.J Consultation 渥太華留學服務

專家。      網址:www.kjconsultation.com/vip

傳眞:(613)265-2509     電話:(613)608-0724 

渥太華國際敎育咨詢中心  爲您量身打造適合

您的留學計劃。解決留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

難。        網址:www.ottawastudents.ca

電話:(613)799-6789     傳眞:(613)302-5381

北美教育资源与咨询集团公司  专业办理学

校申请(公校限留学生, 私校不限)及留学签证(亚

岗昆学院、渥太华145所公立中小学、Ashbury、

Elmwood等渥太华及多伦多多家著名私校)。       

電話:(613)769-2382     傳眞:(613)695-7098

麒麟涮烤屋  渥太華最大型火鍋燒烤屋，豪華
裝修，面積超7000平尺，大量免費停車位。

營業時間：週一至四：11:00am-10:00pm
                  週五至日：11:00am-11:00pm
電話：613-726-8885，613-983-5688
地址：2583  Carling Ave. Ottawa, On.

鼎盛人家  麻辣香鍋，麻辣燙，烤魚。

電話：613-233-1888

地址：323 Somerset St. West , Ottawa, On.

财务会计
德明会计师事务所 (Turner Moore LLP)  提供

稅務規劃,財務審計和投資咨詢等全套撞邪服務。

主要服務包括商業公司,投資移民和個人信託等。

電話: (613)491-2626        傳眞:(613)261-9006

地址: 250 Glenroy Gilbert Dr. Suite 102 , ON

網址:www.comefromchina.com/ads/rongliu

博信会计事务所-余林駿 CPA, CGA  公司和个

人保税,会计薄记,财务报告,税务策划,驾驭和退休

基金规划,资产保护,增值和传承计划。

电话:(613)656-4721         手机:(613)219-6370

地址: 2773 Grand Vista Circle Ottawa  ON       

网址:www.taxreliefaccounting.com

银泰财会税务服务  與您攜手應對商業運作過

程中您所遇到的各種財務和稅務難題，免除您的

後顧之憂，祝您走向成功之路。

電話：(613)366-1759    網址：www.intacbiz.ca

地址：725 Somerset St. West. Suice 205 Ottawa ON 

孙世华  中医师  畢業于遼寧中醫學院,四十餘

年臨床經驗。精醫內,外,婦,皮膚,兒科 疾病。濃縮

藥,中成藥、保健品,接受公司醫療保險。

電話： (613) 599-9885

地址：136 ingersoll Cres Kanata,ON K2T 0C8 

渥京中醫藥中心-金玉梅中医师  安省注冊中

醫師,加拿大自然療法學會會員。原遼寧中醫學院 

附屬醫院副敎授、副主任醫師。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225-1938  地址: 50MattamyPlace.Ottaw

冷曉春中醫針灸推拿診所  診脈開放,針灸藥膳,

接受公司醫療保險。    電話:(613)592-8838 

網址: www.acupuncturekanata.co

地址: 308 Palladium Drive,Suite 101.Ottawa ON

Kanata推拿按摩診所  持有安省注冊按摩師

(RMT)執照。擅長各種疼痛治療,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852-4852

地址: 592 Pepperville Cres. Kanata ON 

Frank Li , L.L Orthotics (B.A.M.A.)(Certified 
Orthotic Fitter) 治療腳痛、腰痛；為您特製矯形

足弓墊；治療腳、膝、臀、腰、頸和肩部的各種

疼痛；免費諮詢、免費查詢；中英文服務，請電

話預約，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864-3068    www.ll-Orthotics.com

    地址: 東區255Montreal Rd. 西區2525Carling Av.

美好健康中心  矯正鞋墊, 保健按摩, 自然療法,

接受保險, 保健品銷售。   電話：819-500-8688

地址：172 Laval, Gatineau, QC

網址: http://www.meihaohealth.com

John Jin金沙、

Winnie Mei梅文 为

您提供最诚挚，专

业，可靠的服务! 买

卖房屋，住宅，投

资及商品房。  

電話：613-795-6681，613-222-6581，
公司電話：613-686-6336 ext. 6258
Email: johnshajin@hotmail.com
          hapy66@hotmail.com

成興酒家  馳名燒臘，堂食外賣，不含防腐
劑。渥太華獨此一家。電話：613-656-0108

營業時間：周日至週四早11-晚10點
                  週五週六早11-晚11點

地址:10-4456Limebank Rd.Ottawa K1V 2N8 

李群  牙科博士    當日牙科急診服務; 晚間週末

服務; 所有新病人免費漂白牙齒; 無痛激光牙跟治

療。  電話: 613-270-0006      傳真: 613-270-8762

地址: 62-E Stonehaven Dr.Kanata, K2M 2M4

網址: www.bridlewooddental.com

时尚窗帘店 訂作各式窗簾，十多年經驗,從測

量尺寸到安裝一站式服務。加工費低到$8每尺。

電話：（613）864-5356

 医疗保险

程翠芬（Christine Cheng）熟悉本地生活环

境，竭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電話: 613-686-6336 ext: 6268 

手機: 613-301-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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