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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omato.com/calgary/forbidden-city-dim-sum-seafood-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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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水龍蝦

東埠橋牌冰
片糖 /J&F
牌江西米粉

大甜橙

珍珍牌龍口
粉絲

雞嘜嫩菠蘿蜜

中國蜜柚

仙女牌泰國糯米

多利牌即煮
咖哩醬料

富有柿/水晶梨

地球牌椰奶

金燕牌東莞米粉

大芋頭

三小姐牌 
沙河粉(幼)

潘泰諾華星牌
蝦膏/蟹膏

涼瓜

馬士得牌魚露

可比牌即溶咖啡

溫室番茄

三小姐牌特級香米 李錦記鮮味雞粉 特級牛尾 白菜仔
Sparks農場
黃雞蛋(大)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嫩炒牛肉
新鮮小背脊
牛排(原袋)

特級草羊粒連骨

相等於
$5.26/磅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原箱
$1.38/磅

原箱
$4.99/磅

原箱
$1.99/磅

新鮮特級
豬腱/豬扒

施安德牌
急凍鵪鶉

雀麥湖 
急凍嫩鴨 TW牌帝皇魚扒 泥娜牌去頭蝦

幸福比內牌
吞拿魚

AAA牌有頭
黑老虎蝦

美味精選火鍋
肉片組合裝

豬2盒 + 牛或羊1盒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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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特價除外，優惠期至12月15日止)

現已啟業
店內全線九折 10% Off店內全線九折 10% Off

各式
越南湯粉

酥炸蝦香辣蝦煲越式酸湯 招牌濱海

越式
豬扒飯

正宗家鄉越南美食 Vietnamese
Restaurant

6219 -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Tel: 403-454-8919

新張期間
大優惠

營業時間．Mon-Thu︰11am-9pm．Fri-Sat︰11am-10pm．Sun/Holiday︰11am-8pm

連

午市檬粉

$895
有效期至12月6日止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海卷壹條送

送 汽水壹罐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A CAN OF POP

特價

午市檬粉

$895
有效期至12月6日止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海卷壹條送

送 汽水壹罐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A CAN OF POP

特價

午市檬粉

$895
有效期至12月6日止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海卷壹條送

送 汽水壹罐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A CAN OF POP

特價

午市檬粉

$895
有效期至12月6日止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海卷壹條送

送 汽水壹罐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A CAN OF POP

特價

海卷壹條送

送 汽水壹罐
(此優惠須憑以下優惠券，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有效期至12月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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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特價$895$895

https://www.zomato.com/calgary/pho-mai-thy-calgary/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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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標建築

亮起「法國色」
悼念遇難者

舊金山市政廳(City Hall)，美國悉尼歌劇院(Sydney Opera House)， 澳洲

亞省卡加利塔(Calgary Tower)，加拿大

上海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The Oriental Pearl Towe)，中國 東京晴空塔(Tokyo Skytree)，日本 帆船酒店(Burj Al Arab Hotel)，杜拜

倫敦眼摩天輪(The London Eye)，英國

泰倫拿體育館(Telenor Arena)，挪威

溫哥華加拿大廣場(Canada Place)，加拿大 亞省愛民頓(High Level Bridge)，加拿大

多倫多加拿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加拿大 紐約新世貿大廈(One World Trade Center)，美國

上周的巴黎恐怖襲擊已致過
百名平民無辜死亡，200多
人受傷。這一慘絕人寰的恐
怖殺戮激起眾怒，招致了許
多國家和人民的譴責。日前
，世界多處地標為此都亮起
了「法國色」——法國國
旗的藍白紅三色，以表示對
巴黎恐怖襲擊的哀悼，以及
對巴黎深深的愛與祈福。   

當世界各地為法國亮燈的時候，巴黎鐵塔(Eiffel Tower)就為哀悼
無辜喪生的人民，關掉了整座塔的燈源。

1

1

7 9

8

10 11 12

2 3 4 5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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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中華協會2014至2015年第二十三屆執行理事會任期將滿。現將9月12日（星期六）會員
大會依章討論通過，換屆選舉2016至2017年第二十四屆執行理事會的決議登報通告如下：

1.換屆選舉日期定於12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時正在本會舉行。敬請各社團會員及個人會 
  員的當然理事和參選執行理事的候選人依時出席會員大會選舉。

2.各社團會員和個人會員必須在12月11日（星期五）之前把出席本會聯席會議的當然理事和 
  參選執行理事候選人的資料報送本會綜合辦理。

3.會上選出呂四英、周仕栢、余策源、江伯尚、鄺日豪等五位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呂四英為 
   選委會主任，鄺日豪為副主任，全權負責做好本屆選舉工作。

  特此通告

加 拿 大 卡 城 中 華 協 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換屆選舉通告

卡城中華協會 聯合敬啓第二十三屆執行理事會
第二十四屆選舉委員會

2015年11月19日

番茄有抗氧化以及輔助減重的好

處，大番茄減重的效果比小番茄好，

生吃可攝取較多的維生素C，熟食則

可吃到茄紅素，善用不同的吃法，1

周吃3~5次番茄，對健康大有益處。

有一句俗諺說：「番茄紅了，

醫師的臉就綠了！」形容番茄對人

體有益，多吃番茄可增進健康。番

茄最獨特的營養素就是茄紅素，是β

胡蘿蔔素的一種，可幫助抗氧化、

美白、保護心血管，對於男性的攝

護腺也有保健效果。

除了茄紅素，番茄還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Ａ、Ｃ，一百公克的番茄、維

生素Ｃ含量就有二十一毫克，是每人

每日建議攝取量的五分之一。此外，

番茄的膳食纖維高、熱量低，也被視

為輔助減重的食材。

市面上番茄有大、小之分，大番

茄當蔬菜、小番茄（如聖女番茄）則

當水果，若以減重來說，比較推薦多

吃大番茄，因為熱量比小番茄低，也

不像小番茄含較多的果糖，所以小番

茄也不能吃過量，否則過多的糖分容

易在體內轉換成脂肪。

番茄是紅色食物的代表，一周可

吃三至五次，大番茄若切片做沙拉生

吃，可攝取到維生素Ｃ；若改煮湯、

炒蛋熟食，有助於攝取茄紅素，因為

茄紅素是脂溶性的營養素，烹調時加

點油更容易吸收，可幫助體內環保並

提升抗氧化能力，適合想改善易胖體

質的人食用。

對想控制體重的人來說，番茄

是很好的輔助食材，推薦一道以番茄

為基底的「甩油瘦身蔬菜湯」，材料

包括：牛番茄2個、洋蔥半個、高麗

菜 100g、紅蘿蔔 10g、香菇高湯

200cc、黑胡椒少許、羅勒葉少許。

做法：將番茄及香菇高湯放入果菜汁

機打碎再放入鍋中，再放入高麗菜及

紅蘿蔔煮熟，最後撒上羅勒葉及黑胡

椒調味即可上桌。

小Tips：番茄鉀含量高，因此

需要限鉀的腎臟病患，食用番茄時

要限量。

￭ 小廝
番茄抗氧化 輔助減重效果好



06

O
riental W

eekly   N
ovem

ber 19 , 2015

住在都市裡的人們，生活上享有許多

現代化帶來的便利，但人多為患的城

市寸土寸金，有時連一個小小的陽台

也不可得，更遑論在靜夜裡享受寧謐

的銀河。但是創意十足的設計師動動

腦筋，居然就發明了這款窗戶，可以

在擁擠的都市叢林裡，向老天商量多

借一點點天空。

阿根廷建築師Aldana Ferrer Garcia所
發明的延伸式窗戶概念，讓蝸居公寓

裡的眾生得以從擁擠的鳥籠裡探出身

子，享受一下身在天空下自由自在的

感覺。

這扇窗戶提供了空間的延伸，還創造

出可以坐著休憩的座位，非常適合忙

碌的現代人在工作之餘，能有個紓解

壓力的小窩。

Garcia表示這款新式窗戶設計，主要

是提供現代人視覺上的舒展，讓大家

能多多接近天空。不論是陽光、月光

，或是新鮮空氣，都是生活在人口稠

密都市小公寓裡的人們非常渴望的。

心動了嗎？一起來觀賞這支短片，瞭

解他更多的設計概念：https://you-
tu.be/3BsDKGCOB7g

“MORE SKY”

• 説不得大師 •

讓你感受更多自由的天空

http://youtu.be/3BsDKGCOB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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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誠聘
Thai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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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食

時
事

音
樂

節
日

社
團

健
康

娛
樂

電
器

居
家

天
氣

汽
車

生
活

廣
告

資
訊

每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http://orientalweekly.net

http://bridgelandcross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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袛限本周五朝九晚九、周六朝九晚六，機會難逢，勿失良機！

2016年5月前免供款*2016年5月前免供款*2016年5月前免供款*2016年5月前免供款*

所有全新2016年型號汽車均以特惠價發售

FRANK GAO
Product Advisor

403-708-9158
(國語/英語)

華語營業代表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0%*0%*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0%*0%*

*PRICE INCLUDE ALL TAXES &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OTHER OFFERS.  **64 MONTH STRETCH LEASE, 1ST PAYMENT, TAXES & FEES EXTRA, 24,000KM/YEAR 
ALLOWANCE, PAYMENTS ARE SEMI-MONTHLY, COST OF CREDIT EXAMPLE COROLLA, TOTAL OF $24,481.85 INCLUDING ALL BORROWING 
COSTS.  COROLLA MODEL BURLEC-AA, APR 1.49%, LEV $8,539.44.  YARIS MODEL BT4K38-AA, APR 2.99%, LEV $8,008.  4RUNNER MODEL 
BU5JRA-BM, APR 4.99%, LEV $19,022.77.  VENZA MODEL BA3BBT-BB, APR 1.99%, LEV $13,714.05.  RAV4 MODEL BFREVT-AM, APR 4.49%, LEV 
$12,344.45.  TUNDRA MODEL UY5FIT-AA, APR 2.49%, LEV $15,820.80.

2016 TOYOTA COROLLA
4 DOOR, AUTO, LE

STK#P600008

$888
Down
Price $21,992*

Only

$108
Semi-monthly**

2016 TOYOTA YARIS
SEDAN, ALL NEW, AUTO, LOADED

STK#P600027

$888
Down
Price $19,835*

Only

$103
Semi-monthly**

2016 TOYOTA VENZA
AWD, LOADED, LEATHER & MORE

STK#P600120

$2888
Down
Price $38,895*

Only

$198
Semi-monthly**

2016 TOYOTA RAV4
AWD, LOADED

MODEL#BFREVT-AM

$1888
Down
Price $29,351*

Only

$158
Semi-monthly**

2016 TOYOTA 4RUNNER
LEATHER, NAVI, LOADED

STK#P600059

$2888
Down
Price $46,049*

Only

$255
Semi-monthly**

2016 TOYOTA TUNDRA
5.7L, V8, 4WD, D-CAB

MODEL#UY5FIT-AA

$2888
Down
Price $41,382*

Only

$208
Semi-monthly**

全新2016年型號大優惠全新2016年型號大優惠

$1,000*$1,000*以非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以非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1,000*$1,000*以非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以非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2,000*$2,000*以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以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2,000*$2,000*以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以豐田舊車貼換
新車可獲額外回贈

折扣及現金回扣折扣及現金回扣

高達高達
$8,000*$8,000*
折扣及現金回扣折扣及現金回扣

高達高達
$8,000*$8,000*

適用於所有全新2016年型號汽車適用於所有全新2016年型號汽車

免費雪胎壹套*免費雪胎壹套*免費雪胎壹套*免費雪胎壹套*

適用於大部份買家適用於大部份買家

$2,000*$2,000*
免費汽油卡免費汽油卡

適用於大部份買家適用於大部份買家

高達高達

$2,000*$2,000*
免費汽油卡免費汽油卡

適用於大部份買家適用於大部份買家

高達高達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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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Onion 
Bag 50lb

Baby Manda-
rins Box 1.5lb Ginger Cilantro Lo Bok Baby Bok Choy

Cooked Prawns With 
Cocktail Sauce 41-50

Goat Meat      

Golden Pompano

Pork Feet

Fresh Snapper FilletsFrozen Blue Muscles

Beef Oxtail Pork Half Loins

Taipan Hoisin Sauce 
350ml

Lee Kum Kee Panda 
Oyster Sauce 510g

Asian Family Thai  
Sweet Chili Sauce 750ml

Asian Family 
Panko 150g

洋蔥(原袋) 迷你砂糖桔
(原盒)

鮮姜 芫荽 白蘿蔔 白菜仔

雞尾蝦

草羊肉 

新鮮鯛魚柳急凍青口

牛尾 半肥瘦豬肉  

金鯧魚

豬腳

大班海鮮醬 李錦記熊貓蠔油 泰式甜辣醬 麵包糠

299
特 價

ea299
特 價

ea

499
特 價

lb

499
特 價

ea 299
特 價

ea

特 價
.44lb

特 價
.69lb

50磅

399
特 價

ea 499
特 價

lb676
特 價

lb

599
特 價

lb 199
特 價

lb 149
特 價

lb

特 價
1449

ea

特 價
1099

ea
特 價
129

lb
特 價
189

lb4
特 價

2
for

Butterfly Crun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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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403.384.9780

11/20 -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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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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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3 - 110TH AVENUE NW
(403) 407-2021 (本車行位於COSTCO以西)

*OFFERS OAC. ALL REBATES TO DEALER. OFFERS INCLUDE FEES (INCL. AMVIC FEE OF $6.25) AND TAXES. GST EXCLUDED. OFFERS ARE FOR CASH PURCHASE SAVINGS ONLY AND EXCLUDE CR-V LX 2WD, CIVIC SI/HYBRID MODELS. INVENTORY ACCURATE AT 
TIME OF PRINTING. PRIOR SALES NOT ELIGIBLE. CONDITIONS APPLY. VEHICLE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ALL OFFERS END 11/30//15. SEE DEALER FOR FULL DETAILS.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www.VILLAGEHO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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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終極清貨！2015年終極清貨！2015年終極清貨！2015年終極清貨！

$2,000
節省

袛限 2015年 型號 CRV 存貨

$3,000
節省高達

袛限 2015年 型號 ACCORD 存貨$2,500
袛限 2015年 型號 CIVIC 存貨

節省節省

敬 請 率 先 親 臨 試 駕

2016
全新設計

本田思域
HONDA CIVIC

請聯絡 查詢詳情JOHN CHOW
403-667-6111 403-397-6822

或 GERALD TSANG

www.villagehonda.com


13

O
riental W

eekly   N
ovem

ber 19, 2015

Silver Sponsor

Bronze Sponsor

Media Sponsor

Gold Sponsor

參茸燕窩海味集團

R E S O R T  &  E V E N T  C E N T R E

Sold Out
Sold Out

ticketmaster.ca/another-easons-life-in-calgary-calgary-alberta-12-16-2015/event/11004F35E67B946E?artistid=723919&majorcatid=10001&minorcat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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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  材

strawberry citrus poppy seed salad
士多啤梨罌粟籽沙律

strawberry citrus poppy seed salad
士多啤梨罌粟籽沙律

洋蔥(切片)
青瓜(切片)
士多啤梨(切粒)
蘆筍(切小段)
牛油果
烤雞胸肉(切粒)
菠菜
杏仁片

1/4杯
1/2杯
4個
1/2杯
1/4個
6-8安士
5安士
2湯匙

鮮搾柚子汁
楓葉糖漿
海燕
胡椒粉
芥末
蒜(切碎)
罌粟籽
橄欖油

1/2杯
1湯匙
1/2茶匙
1/4茶匙
1茶匙
1瓣
1茶匙
1湯匙

做  法

1. 將沙律醬放到碗中混合待用

2. 雞胸肉加入適量的鹽、黑胡椒烤熟

1. 罐底先放進調製好的沙律醬

2. 接著依次加入洋蔥、青瓜、士多啤梨、

    蘆筍、雞胸肉、牛油果、菠菜和杏仁片

3. 密封冷藏後食用

入罐順序(使用2個32oz玻璃罐)

Friday

由零開齒由零開齒

沙律醬

罌粟籽(poppy seed)雖為罌粟的種

子，但是安全可食用，而且營養豐

富，加入沙律更能增加口感。周末

了，快想想下班去哪狂歡吧！ 兩人份

美森玻璃罐美森玻璃罐

Mason Jar Salad for Every Day of the Week 

食譜食譜

www.gablecraftho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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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TRACK BETTING NOW OPEN!
世界各地賽馬場外投注
現已投入服務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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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present valid Winners’ Zone card. Some conditions may apply.  Promo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AGLC approval.

Simply swipe your Winners’ Zone card November 1st-29th to receive your entry into the draw. 
Winner must be present. If winner is not present, cash amount will roll over into next draw. 

All $2,000 cash will be given away on each draw date, November 10th and 29th.

11月份送現金11月份送現金

11月10日及29日  
晚上5時、六時、七時及八時抽獎 

11月10日及29日  
晚上5時、六時、七時及八時抽獎 

Simply swipe your Winners’ Zone card November 
1st-30th to receive your entry into the draw. One 

pair will be given away every day in November.
Each winner can only win once.

Winner does not need to be present.

FEATURING THE SHANNON SMITH BAND

有機會贏取12月31日除夕夜晚餐及演唱會門券2張
11月份每晚8時抽獎

慶祝五周年誌慶慶祝五周年誌慶

www.centurycasi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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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國基會總裁拉加德上周引述報告指，人民幣已滿足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要求，建議將人民幣與
美元、日圓、英鎊及歐羅看齊後，外電報道，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昨日在G20峰會向中國官員稱，如果
人民幣符合國基會要求，他會支持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令人民幣納入SDR的機會進一步提高。此
外，市傳本港將在月底發售兩年期人民幣國債，但市場料銷情偏淡。
國基會擬在本月30日召開執董會議，並就人民幣應否進入SDR表決，美國持有約17%投票權，若得到美
國支持，人民幣納入SDR的機會將大增。
拉加德上周六引述國基會報告稱，人民幣已滿足納入SDR的要求，並建議將人民幣，與美元、日圓、英
鎊及歐羅看齊。人行對聲明表示歡迎，並指若人民幣加入SDR，有助加強SDR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國
際貨幣體系。
另外，有消息指，中國財政部擬本月底在香港發售兩年期人民幣零售國債，料額度為30億元人民幣，傳
聞作為聯席協調行的中銀香港（2388）近日已向眾多本地銀行發信，查詢是否有意承銷是次發行的人幣
國債，但未有透露票面息率，中銀對此不予評論。
新鴻基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預期，國債認購反應將欠佳。他提到早前A股急挫，資金流入債市推高債價，拖低債息。因國債制定息率時會參考市場利率，中國人
幣存款息率下降，加上早前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預期國債息率將較去年低，需求亦會下跌。

日本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率計按季收縮0.8%，收縮幅度不但較市場預期的0.2%嚴重，
連同前一季經調整後收縮0.7%，經濟更連縮兩季，技術上重墮衰退，亦是首相安倍晉三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上任以來第二度衰退，再摑「安倍經濟學」一巴。
日本上季經濟受累於商業投資疲弱和庫存減少，兩者分別削經濟增長0.2和0.5個百分點，抵銷私人消
費增長的正面貢獻，反映中國放慢及全球經濟前景轉差促使日企減少開支及生產。上季佔經濟近60%
的私人消費以年率計增長2.1%，扭轉前一季跌2.3%的劣勢，惟外界認為不足以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工資增長呆滯將繼續壓抑消費信心。
數據勢令本周議息的日本央行放水壓力增加，但有消息透露，日本央行官員認為數據不足以改變央行
對通脹前景改善的想法。SMBC Friend證券首席市場經濟師岩下真理指出，日本央行近月對日本經濟
的評估，很大程度上選擇淡化外圍需求疲弱的影響，如今眼見消費開支改善，相信即使經濟收縮亦不
會促使該行加碼放水。
數據公布後，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表示，當地經濟正處於溫和復甦勢頭，並預料會繼續緩速改善
，儘管外圍經濟構成下行風險。東海東京調查中心首席經濟師武藤弘明則指出，雖然相信日本經濟於
第三季見底，但日本政府很大機會制訂新刺激方案提振增長。

二十國集團(Group of 20, 簡稱G20)領導人周日在土耳其召開的峰會上面臨窘境──全球經濟疲弱，刺激
選項缺乏。數月來，中國經濟的放緩和新興市場的動盪令擔憂加劇。現在，不斷發酵的歐洲難民危機和
巴黎遇襲引發對恐怖主義新的擔憂，正降低對棘手的經濟問題的關注。
在面對2009年全球危機時，G20成為世界經濟的執行委員會，成功地協調各國推出強有力的政府支出
和央行支持政策。但是，從那時起，這些國家在啟動疲軟的經濟方面力不從心，協調能力超過極限。
兩年前，G20出台一項2萬億美元的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和調整經濟結構的計劃，以提升效率，促進競爭
，目的是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提高兩個百分點。由於面臨巨大政治壓力，G20被迫延緩出台對經濟進行大
幅調整的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非但沒有調高增長預期，反
而數次下調。
在此期間，小幅的進展是有的。在土耳其安塔利亞(Antalya)開會的官員稱，去年G20峰會提出的1,000
項政策中，大約有一半得到落實，這些舉措應該能使世界經濟增長率在五年內增加0.7個百分點。
G20上月就一項國際性稅收協議達成一致，該協議旨在限制跨國公司的避稅行為。據估計，此舉每年可
有助於避免1,000億至2,400億美元的稅收損失。歐洲寄希望於新的集中化銀行業監管體系能夠釋放刺激
經濟所需的貸款。不過，這項政策自2012年就已開始實施。 
盡管如此，所有這些對於挽救不斷下滑的全球經濟來說都將是杯水車薪。

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日GDP縮0.8%重陷衰退

美料支持 人民幣納SDR機會增

全球經濟疲弱 G20刺激選項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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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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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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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星 

期 

一 )

歐美布嚴陣 武裝軍警巡邏

法國巴黎經歷「黑色星期五」
恐襲後，有歐美情報機關消息警
告，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下個目標將是血洗倫敦、羅
馬、華盛頓等歐美大城市。各國政
府紛紛如臨大敵，多個主要城市
昨日明顯加派全副武裝的警員及士
兵，在地標及遊客熱點巡邏，市面
氣氛緊張。

殺戮巴黎 7屠夫被擒

法國巴黎「黑色星期五」恐
襲，昨增至一百三十二人死亡，三
百四十九人受傷。遭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發動「城市戰
爭」攻破反恐防線的法國，繼續陷

入一片愁雲慘霧，傷亡最嚴重的貝
塔克蘭劇院經歷大屠殺後，內部屍
體橫陳的慘況曝光。據報當局已鎖
定主腦，全力搜捕在逃施襲者，比
利時警方昨拘捕七名疑犯，更從現
場發現的護照推測，有恐怖分子假
扮難民潛入歐洲，經希臘赴法屠
城。此一發現，勢必再度衝擊歐盟
的接收難民計劃及歐洲人的反移民
情緒。

難民潮爭論 恐撕裂歐洲

象徵自由歐洲心臟的巴黎遭遇
空前規模恐襲，震驚全球。歐洲本
已面臨經濟不景、大批中東難民湧
入等問題，發動今次襲擊的部分「
伊斯蘭國」（IS）成員，被指是冒

充難民潛入歐洲，不啻是一枚重磅
炸彈，激起法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
民眾對如何處理難民潮的爭論。同
時，反移民的右翼思潮也於歐洲乘
勢而起。

穿炸彈背心的「球迷」 保安阻
入場減傷亡

除貝塔克蘭劇院，巴黎法國球
場舉行的法國對德國足球熱身賽，
亦是連環恐襲重點目標之一。有美
國傳媒報道，至少有一名炸彈襲擊
者持門票進場，幸好球場保安及時
制止，場內八萬名觀眾及法國總統
奧朗德僥倖避過一劫。

民眾嚇呆 悼念者疏落

巴黎在恐襲後迎來詭異的清靜，

當局派出軍隊及大批持槍警員在市
面巡邏。恐襲陰霾仍籠罩下，民眾
根本無逛街和購物意欲。雖然是周
末，但地鐵月台人流極少，車廂內
空空蕩蕩。市面行人寥寥無幾，大
商場空無一人，街邊賣鞋的商店關
門，餐廳只有一張張空桌。昨日清
晨太陽一升起，市民陸續到恐襲地
點悼念死難者。

月底巴黎氣候峰會近百政要出席

巴黎連串恐怖襲擊震驚全球，本
月底在當地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第廿一次締約國會議將有各國
代表出席，保安問題更惹關注。主
辦單位已重申會如期舉行會議，相
信大會將就保安措施作適當部署。

大報復 法機炸IS「首都」

法國巴黎黑色星期五的連環恐
襲死亡人數增至一百三十二人，
另有三百五十二人受傷，法國政府
周日隨即向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發動自九月以來最大的報復
性空襲行動，派出多架戰機及轟炸
機投下炸彈，摧毀IS據點內一個指
揮中心及訓練營。不過，IS卻指空
襲只擊中一些「荒廢據點」。行動
被譏為隔靴搔癢之際，由於法國仍
面臨恐襲威脅，總統奧朗德計劃將
緊急狀態令延長至三個月。

案後逃脫疑犯 比利時落網

法國警方昨日表示，巴黎恐
襲的主腦是二十七歲摩洛哥裔比

利時人阿巴奧德（Abdelhamid 
Abaaoud），目前身在敍利亞。而
另一名二十六歲疑犯阿布德薩拉
姆（Salah Abdeslam，前譯薩拉
姆•阿卜杜勒），恐襲後一度被
法國警員放行，但天網恢恢，有
指他已於昨日在比利時落網。

黑客組織發片向IS宣戰

國際黑客組織無名氏（Anony-
mous），就巴黎恐襲向IS宣戰，
揚言要發動最大規模的網絡攻
擊，籲IS「做好準備吧」。

美軍儲備中心 武器離奇失竊

美國麻省伍斯特市一個美軍
儲備中心，上周六晚發生失竊事
件，一批武器被盜。美國聯邦調

查局（FBI）證實事件，表示正聯
同警方追查武器下落，又現時未
有證據顯示被盜武器與恐怖活動
有關。

昂山勝利者姿態 重返緬國會

緬甸本月初舉行國會選舉，
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下稱全民
盟）獲得壓倒性勝利。在昨日，
全民盟領袖昂山淑姬與一眾國會
議員，在大選後重返國會。雖然
全民盟大勝，但該黨發言人擔心
一九九○年選舉大勝後被推翻結
果的歷史會重演。

安倍與習近平握手

南海議題延燒至二十國集團
首腦峰會（G20），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在周日舉行的峰會上首先
發難，呼籲國際社會應關注南海
問題。不過他又指中日關係正在
逐步改善，並主動用英語向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打招呼，握手致
意。習近平在峰會上則強調中國
有能力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今
年可望增長約百分之七。

美軍司令隨神盾艦訪上海

中美角力引發南海局勢緊張之
際，美國海軍「斯特蒂姆」號神
盾驅逐艦，昨午駛抵上海吳淞某
軍港，開始對上海進行為期五天
的友好訪問，早前乘坐軍機闖南
海空域的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
威夫特隨艦到訪。

法向IS「宣戰」反恐掀新風暴

巴黎恐襲上周五發生至今，法
國總統奧朗德昨向發動恐襲的回
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宣戰」，破天荒向歐盟尋求軍
事支援打擊IS，誓報恐襲血仇，
獲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他更提
出與美俄合組反IS聯盟。而昨日
俄羅斯確認埃及的Metrojet空難
是恐襲後，俄總統普京誓言追兇
到底，俄國隨即發射巡航導彈轟
炸敍利亞的IS「首都」拉卡。法
俄火力全開反擊IS，掀起全球反
恐新風暴。

墜毀俄機確認恐襲

俄羅斯Me t r o j e t航空公司
7K9268客機，上月底在埃及西奈
半島墜毀，釀成二百二十四人死
亡。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博爾
特尼科夫昨日確認，客機上有土
製炸彈裝置發生爆炸，指空難是
恐怖襲擊。俄羅斯總統普京隨即
懸紅三億九千萬港元，誓言找出
真兇。

普京：有G20成員國援助IS

連續兩日的二十國集團（G20）
峰會於前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亞結
束，巴黎連環恐襲為各國領袖會上
討論重點。不明來歷的巨額資金，
為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成功策
劃震驚國際社會襲擊的關鍵。俄羅
斯總統普京在峰會上表示，IS得到
最少四十個國家的私人資金，當中
更有G20成員國。

斯諾登被指間接助恐怖分子

美國走佬特工斯諾登披露政府
監聽計劃，再加上過去其他機密
情報文件外洩，被指有助恐怖分
子尋求其他方法避開截聽。中央
情報局局長布倫南前日被問及何
以美國最頂尖的情報機關，都未
能發現恐襲端倪，他一方面承認
情報收集上的缺失，亦稱由於政
府不少監聽文件被洩露，令到追
蹤恐怖分子的難度增加。

德州六屍命案 男槍手落網

美國德州一個營地周日發生兇
殺案，有五男一女被殺，分別倒
斃在一輛旅行車及附近池塘中，
其中一名死者年僅六歲。有人一
直躲在叢林中，最終僥倖逃生。
一名涉案男子被捕。

日政府入稟求填海遷美基地

日本政府於一九九六年已計劃
在沖繩縣邊野古沿岸地區填海，
再將駐日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到
該址。雖然計劃早獲沖繩縣政府
批准，但現任知事翁長雄志上任
後一直撤銷填海造地許可，導致
計劃陷於膠着。日本政府周二終
正式入稟沖繩高等法院那霸分
院，要求頒令恢復填海工程。

JR連環意外 5000人行鐵軌

日本神戶JR東海道線周一早上
先後發生有人墮軌及停電意外，導
致四列火車無法行駛，十五萬名上
班族受影響。期間，有近五千名乘

客因為趕着上班上學，而被迫沿着
鐵道行走二十分鐘至鄰近車站，秩
序良好。有人拍到當時這五千人整
齊地在路軌上魚貫而行，絲毫沒爭
先恐後或吵鬧，鐵路服務員在旁不
斷鞠躬向乘客道歉。網民紛紛讚嘆
日本人守規。

涉周案 央視主播葉迎春傳獲釋

因涉周永康案早前被押查的前
央視女主播葉迎春，有傳目前已
經獲釋，被指或有幕後強大勢力
相助。葉迎春被指為前中共政治
局常委周永康情婦，曾於周永康
被帶走前與之「車震」，又涉嫌
在周永康和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
才厚之間傳遞情報，於去年初被
當局帶走。

胡錦濤曾兩談令計劃事件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中央統戰
部前部長令計劃案傳聞不斷，有
香港雜誌披露，前國家主席胡錦
濤今年曾多次談及令計劃事件，
又指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均曾向他
提過「令計劃虛偽、做作和生活
作風不檢點」。報道又披露，令
計劃曾做過各種企圖自救的「政
治表演」。

二炮展示制美絕招

南海緊張局勢持續升溫，在美
軍B52轟炸機近日高調飛越南海空
域後，內地網站昨曝光一組解放軍
二炮部隊彈道導彈模擬攻擊機場圖

片，當中可見機場跑道被導彈攔腰
炸毀，打擊點分布均勻，地面出現
巨大彈坑，場面震撼。分析指此舉
顯然是警告美軍的反制手段之一，
同時亦可震懾台海。

奧巴馬再贈兩艦 助菲巡南海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今
起一連兩日在菲律賓召開，南海
議題備受關注，與會的美國總統
奧巴馬昨在馬尼拉登上菲律賓軍
艦為菲國「打氣」，並宣稱會再
送贈兩艘艦艇給菲，以保障南海
安全。中國外交部則指不怕辯論
南海問題，並回應日相安倍日前
就南海話題的表態，敦促日方停
止無端指摘。

中美合作「西部高鐵」或爛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到美
國進行國事訪問，並達成多項投
資項目，其中包括中美合作建設
美國洛杉磯至拉斯維加斯的「西
部快線高速鐵路」項目。惟該項
目近日被揭早在廿年前已提出，
而負責公司則被指不具備營造高
鐵的經驗和實力。

菲學生抗議APEC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今明兩天在菲律賓首
都馬尼拉舉行，當局在會場附近
嚴密布防。昨日大批學生手持寫
有「APEC是垃圾」、「不要TPP」
等標語的紙牌上街示威，叫喊口
號，並與警方發生推撞。

2015年11月12日至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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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武器意外曝光核魚雷震懾歐美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一主持軍
事會議，批評美國在歐洲設立導
彈防禦系統，削弱俄國核威懾力
量。為保持戰略平衡，普京稱俄
軍將研發可突破美國反導系統的
新型攻擊性武器。俄國官方媒體
在播出該會議現況時，竟「不覺
意」洩露機密文件，令俄軍正在
研製的「核魚雷」首度曝光。有
美媒認為這個水下核動力推進的
攻擊武器，搭載的彈頭或是骯髒
彈，可造成敵方大範圍輻射污
染，旨在震懾西方。

西國禁制令阻加泰羅尼亞獨立

西班牙自治區加泰羅尼亞的議

會於周一通過啟動程序，設立希
望於二○一七年前脫離西班牙獨
立的路線圖。西班牙中央政府周
三入稟憲法法院，要求後者批出
禁制令。法院同日受理案件，有
關議案被叫停。加泰羅尼亞政府
隨後聲言，會繼續推行決議。

緬軍發聲明 賀全民盟

緬甸周日舉行歷史性的國會大
選，雖然選舉委員會（UEC）繼續
擠牙膏式公布結果，但反對派全
國民主聯盟（全民盟）截至昨日
已取得三百二十七個議席，只差
兩席便可奪國會過半數席位，遠
超執政聯合團結發展黨（USDP）
，有望決定總統人選。軍方周

三於大選後首度發聲明祝賀全民
盟，表示將出席全國和解會談。

末代沙皇與王后骸骨核實

俄羅斯早前挖出相信為末代沙
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及
費奧多羅芙娜王后的骸骨。當局
周三表示，骸骨經DNA測試後初步
證實屬尼古拉二世夫婦兩人，離
與子女合葬走近一步。

韓寶馬車 七宗行駛中起火

南韓由上月至今，先後發生
了七宗寶馬汽車在行駛期間無故
起火的事件，出事汽車皆嚴重焚
毀。南韓寶馬周二發聲明為事件
道歉，並稱正調查起火原因。

洩密案 梵蒂岡查兩意國記者

梵蒂岡洩密風波有新進展，教
廷周三表示已對兩名意大利記者
展開調查，指他們涉嫌與教廷機
密文件洩露案有關。

反腐掀自殺潮半月八宗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後，內地
反腐再掀高潮，京滬各擒「首虎」
，惟與此同時亦爆官員自殺潮，最
近半個多月來至少已有八名官員非
正常死亡或失蹤。最新消息則指，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副院長（副廳
級）王家軍周二在南京長江大橋跳
江失蹤。官媒評論指，反腐致官場
人心惶惶，批評官方對官員密集自
殺原因「語焉不詳」，敷衍公眾。

美國又挑釁B52穿越南海

美國再在南海向中國挑釁。美
國國防部證實，兩架美軍B52戰
略轟炸機在當地時間本周日及周
一，飛近中國在南海的人工島礁
執行任務，中方雖曾多次要求美
軍B52轟炸機離開，惟他們未予理
會，聲稱該處是「國際空域」。
另外，美國太平洋艦隊多艘軍艦
近日在南海水域進行訓練，動作
頻繁。中國外交部重申反對任何
國家以飛越、航行自由為名，損
害中國主權安全及利益。

華海軍偵察艦 駛近釣魚島

日本防衞省前日通報，中國海
軍偵察艦855號近日在釣魚島附

近公海反覆航行，但未有進入日
本領海。分析指，這段時間是美
軍與日本海上自衞隊常在日本近
海進行大型演習的時間，疑中方
旨在收集有關情報。日本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形容今次是「特異
的行動」，會密切跟進情況。另
外，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十九日
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預料會
討論南海問題。

軍方再打「兩虎」 二炮武警各
一

解放軍繼續雷厲風行「打虎」
，軍隊權威部門昨日公布近期查
處軍級以上幹部情況，指有兩名
軍級以上的「軍老虎」涉嫌嚴重

違紀，已被立案調查。據了解，
十八大後軍級以上幹部落台人數
已上升至四十五人。

「聖戰約翰」料遭炸死

美國國防部宣布，周四在敍利
亞對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的劊子手「聖戰約翰」，
發動無人機定點空襲，現正核實
其生死。有美媒則引述官員指相
信「聖戰約翰」已死。「聖戰約
翰」多次斬下歐美人質的首級，
被視為是IS標誌性人物。

歐國聯手瓦解恐怖組織

歐洲多國警方日前採取聯合行
動，在英國、意大利及挪威合共
拘捕十三人，瓦解一個庫爾德族

遜尼派恐怖組織，並搗破他們在
歐洲或中東綁架挪威外交官作人
質，以及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
計劃。

昂山黨可定緬總統人選 三熱門
現身

受軍政府控制近半世紀的緬
甸，昨日終取得歷史性突破。據
官方公布初步點票結果，反對派
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共奪三
百六十四席，於國會中取得過半
數議席，遠超於執政黨，有望決
定總統人選及自組政府。昨日更
適逢是全民盟領袖昂山淑姬，從
軍方軟禁中獲釋五周年，可謂別
具意義。

打虎打到京城全面攻克神州

內地反腐風暴席捲全國，中央
「打虎」再提速，繼上海副市長艾
寶俊前日被查後，京城亦擒「首
虎」。中紀委昨日公布，北京市
委副書記呂錫文因涉嫌嚴重違紀，
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成為中共十
八大以來，北京市首名落台的省部
級官員。至此，內地三十一省、直
轄市、自治區已「全面攻克」，都
有省部級官員因貪腐被查，無一倖
免。而北京市委昨緊急召開全市領
導會議，表態擁護中央決定。

行政學院副院長遭雙開

國家行政學院前黨委書記、副
院長何家成日前因受賄被組織雙開

（開除黨籍、公職），並移交司法
機關處理。另遼寧省政協前副主席
陳鐵新受賄案已進入公訴程序。

三菱製客機試飛中日掀航空競賽

繼中國首款自主研製的商用噴
射客機C919，於本月二日在上海首
度亮相後，日本三菱重工製造的噴
射客機MRJ，亦於周三早上在名古
屋機場首次試飛成功。今次是日本
半世紀以來再次出產客機，預計最
快於二○一七年四月交付，勢掀起
兩國在中短程客機的市場競爭。

俄州小型機墜民居九死

美國俄亥俄州城鎮阿克倫（Ak-
ron），周二發生恐怖意外。一架
商用小型飛機疑撞上電纜，墜落民

居墜毀，目擊者指現場傳出爆炸巨
響。據指，機上九人包括兩名機師
全部罹難。地面則未有民眾受傷。

美270市快餐店員周二罷工

美國全國二百七十多個城市的
快餐店工人，周二齊齊罷工上街抗
議，要求快餐店企業將時薪增至最
少十五美元。不少示威者要求一眾
參與總統大選的參選人支持，否則
不會投他們票。

馬爾代夫高官被踢下台

馬爾代夫周二宣布撤銷緊急
狀態後，政局未見穩定下來。國
會周二晚通過對檢察總長穆赫津
（Muhtaz Muhzin）的不信任動
議，他日前拒絕檢控前副總統阿迪

布貪污，成為總統亞明七月上台後
第三名被踢下台的高層官員。

日韓討論慰安婦存分歧

日本及南韓代表昨日就二戰時
韓國婦人被強徵作慰安婦的問題在
首爾舉行會談，是日揆安倍晉三及
南韓總統朴槿惠就討論慰安婦問題
達成協議後，兩國首次會談。雖然
雙方就目標邁進了一步，但仍存有
分歧。

索尼Betamax影帶將停產

日本電子公司索尼（Sony）日
前宣布，將於明年三月起停產面世
四十年的Betamax制式錄影帶，為
其歷史畫上句號。

巴黎大屠殺 IS六路恐襲 劇院變
煉獄 127死300傷

法國巴黎於前晚「黑色星期五」
陷入一片槍聲及爆炸聲中，多名手
持AK-47、身穿炸彈背心的恐怖分子
攻陷法國反恐防線，在劇院、國家
球場、餐廳等六個地點瘋狂施襲，
浪漫夜巴黎頓成戰場。

先亂槍掃射 再逐個行刑

法國巴黎貝塔克蘭劇院（Bata-
clan）是今次恐襲中死傷最枕藉之
地，約一千五百名民眾欣賞美國搖
滾樂隊演出時，四名全副武裝的恐
怖分子攻入亂槍掃射，現場經歷十
五分鐘的浴血屠殺，恍如戰場般慘
烈，到處都是屍體及鮮血。有生還

者指槍手挾持約一百名人質，專挑
年輕人開槍，並行刑式逐個射殺，
槍手當中有歐洲裔白人。有人即場
在社交網向外求救，稱現場發生大
屠殺。雖然特警最終攻入劇院，但
仍趕不及營救大批人質，先後約八
十人命喪槍口。警方消息指，槍手
持有埃及、法國及敍利亞護照，其
中一人證實是法國青年，當局稱在
事件中共擊斃八名恐怖分子。

總統口震：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法國發生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襲
擊，總統奧朗德隨即於電視發表講
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增派
一千五百名軍人到市內駐守，並呼
籲國民團結，惟他演講期間明顯口
震。面對空前恐襲，奧朗德亦取消

周日到土耳其出席G20集團峰會，留
守國家。

慘劇前發現恐怖分子 傳法警曾
飛車追捕

巴黎遇襲後，回教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IS）承認發動襲擊。消息
指，德國警方月初曾拘捕一名男
子，懷疑他密謀襲擊巴黎。德國當
局隨即通知法國，惜未能阻止恐襲
發生。恐襲前，法國警方曾於往巴
黎的公路上，追捕一輛衝過收費站
的汽車，據悉當時車上有四名恐怖
分子。

法民眾互助 紛捐血救傷 開門供
避難

巴黎多處地方接連遇襲，民眾頓

成驚弓之鳥，但不少巴黎人無懼死
亡，自發幫助民眾逃生。有司機免
費接載民眾離開市中心，又有網民
在twitter設立hashtag，呼籲巴黎「
打開家門」，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暫
避之所。社交網絡facebook也推出
名為「巴黎恐襲」（Paris Terror 
Attack）的專屬打卡功能，讓巴黎
網民第一時間向親友報平安。

IS發片恐嚇 促法停空襲敍國

法國巴黎周五發生自二戰以來最
嚴重的恐襲，有分析指法國政府近
年多次出兵攻打回教極端勢力，但
本身亦是輸出最多回教極端分子歐
洲國家，加上國內回教徒不滿長期
被欺壓，種種政策加上社會問題，
令她屢次成為恐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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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a Ng
伍  太

403-818-9975

有意請將履歷電郵至關經理
dkwan@kramermazda.com

加西最大規模  萬事得代理
誠聘 新/舊車營業代表

加西最大規模  萬事得代理
誠聘 新/舊車營業代表

• 無須銷售經驗

• 提供優質訓練

• 須流利英語

• 無須銷售經驗

• 提供優質訓練

• 須流利英語

專 業 地 產 經 紀

LAP CHI DUONG 
1-855-818-1661
info@lapchiduong.com

收購樓房
現有大批買家及投資者收

購任何類型及狀況房屋。包括

：銀行收回銀主盤及曾作非法

大麻種植房屋。有意請來電：

1-855-818-1661查詢。

mailto: info@lapchiduong.com
mailto: dkwan@kramermazda.com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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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ulturalcentr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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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舊碑加字    翻新修理  價錢特別優惠
中文服務    中文排字  特別妥當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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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  /  譚先生 403-813-3618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百 福 石 業 有 限 公 司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AC TIVE AUTO BODY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添置新器材，加設輪胎服務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 經驗技師
* 車身修理
* 免費估價

* 快捷便利
* 品質保證
* 取價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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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爆優惠　勿失良機

黑色星期五大派對
11月27日（星期五）

特價精美午餐（11am - 1:30pm）
香辣雞片．黑豆飯．炒雜菜．黑森林蛋糕

會員﹕$900　非會員﹕$1100

角子機大賽．獎品豐富！（2:30 - 4:00pm）
報名及留座請電郵 jszabo@cowboyscasino.ca 與 Jane 聯絡

或 致電403.514.0900內線7076，座位有限，報名從速！

www.cowboyscas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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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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