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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a Pina Aged Edam
Cheese 900g

Beef Prime Rib Steak Cut 
From AA 

新鮮特級
小雞腿

新鮮牛肉
眼扒連骨

新鮮特級
牛腱 新鮮豬扒

特級 
老雞 
腿連背 叉燒肉

阿拉斯加
牌煉奶

地滿牌 
雜果罐頭

幸福比內
牌椰果

親蘇牌
醬油

油菜芯 短紹菜

罐裝汽水 新鮮魚滑

瑪卡比
娜牌芝
士球

仙女牌     
泰國     
香米 

夏威夷  
菠蘿

迷你    
砂糖桔

無核 
紅提子 大富有柿

原箱
$1.59/磅

499

多款口味

原箱10Kg
$0.86/磅

3599

幸福比內
牌河豚魚

幸福牌 
龍脷魚柳

海燕牌
去頭黑
老虎蝦

海洋媽媽
牌急凍蜆

海燕牌 
巴沙魚扒

泥娜牌 
去頭 
白蝦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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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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錯過本年度最後一次省錢機會！

FRANK GAO
Product Advisor

403-708-9158
(國語/英語)

華語營業代表

LE, AWD, LOADED
2015 TOYOTA RAV4

#P501611

2015 TOYOTA COROLLA 2015 TOYOTA TACOMA 2015 TOYOTA TUNDRA
LE, UPGRADE PKG., ALLOYS, 

SUNROOF & MORE
4WD, V6, AUTO,  D-CAB, 

LOADED, SR-5
4WD, 5.7L, V8, D-CAB, TRD

2015 TOYOTA CAMRY
LE, LOADED

#P501735 #P501855 #P501966 #P500303

AWD, LIMITED, TOP MODEL
2015 TOYOTA VENZA

#P500690

WAS
$24,584*

NOW
$19,998*

WAS
$26,160*

NOW
$23,988*

WAS
$42,098*

NOW
$34,888*

WAS
$28,720*

NOW
$25,888*

WAS
$36,919*

NOW
$32,988*

WAS
$48,980*

NOW
$39,888*

0%*最後兩部 DEMO0%*0%*0%*0%*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起起0%*0%* 折扣及現金回扣折扣及現金回扣

高達高達

$10,000*$10,000*

$1,000*$1,000*

免費汽油免費汽油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雪胎壹套*雪胎壹套*

免費免費

(適用於大部份型號汽車)

$500*$500*
Chinook Mall
購物卡

Chinook Mall
購物卡首期首期

$0*$0* 免供款免供款
至至

2016年五月*2016年五月*

一天清貨大減價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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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太極武術院匯演慶二十周年
逾千人出席　中國總領事王新平　市議員朱文祥致辭祝賀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2015年12月5日在皇家山大學三合一體育館
，蔡耿章師傅主持卡城太極武術院二十周
年校慶匯演。當日匯演節目精彩豐富，場
面壯觀，過千座位的體育館坐滿，超過四
百學員參加演出，先由蔡師傅致歡迎辭，
中國駐卡爾加里總領事王新平，出席並致
辭，高度評價蔡耿章師傅二十年來對卡城
武術事業的卓越貢獻。由2004年至今，卡
城太極武術院一手培養出二十多名學生入
選加拿大國家武術隊，國家太極隊，國家
散打隊。其中蔡千惠更連續兩屆榮獲世界
青少年武術錦標賽金牌，成為加拿大第一
位連續兩屆的武術世界冠軍。關仲文在世
界太極拳錦標賽榮獲一等獎，與中國隊成
績並駕齊驅，成為加拿大唯一的太極拳世

界一等獎。今年十一月蔡師傅率領加拿大
國家武術隊參加在印尼舉行的第十三屆世
界武術錦標賽，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武術
比賽，蔡千惠再創佳績，獲女子劍術季軍
，摘取銅牌，為卡城，加拿大爭得榮譽。

　　六頭醒獅出場助興，武術大匯演隨即
展開，過百名太極學員隆重登場表演傳統
楊式太極拳和傳統陳式太極拳，傳統吳式
太極拳，自選太極拳這四套太極拳展示蔡
師傅在吸收傳統太極精華的基礎上，結合
現代專業理論知識，以及多年習拳心得和
教學成果，獨創一派理簡法明，簡單易懂
由根練起的蔡式太極拳體系。其健身功效
顯著深受廣大學生的喜愛並在首屆世界太
極拳錦標賽獲加拿大唯一一等獎。接著由

入選加拿大國家武術隊的隊員和國家太極
隊並獲得全國冠軍的二十多名隊員表演長
拳、南拳、太極拳和刀、槍、劍、棍、對
練及太極扇。接著各班級的匯報表演，匯
演節目精彩紛呈。當獲兩次世界武術錦標
賽世界冠軍的蔡千惠同學表演時，全場氣
氛達到最高潮，每一個高難度動作完成時
，會場都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當最後蔡師
傅表演陳式太極拳套路，蔡師傅作為加拿
大國家武術隊教練，武術及太極國際才判
表現了太極拳的上乘內功，觀眾們更是掌
聲雷動，有三十年教學經驗的蔡師傅，培
養學生無數，幾十年的內功修練，盡顯太
極精華，令觀眾贊嘆不絕。武術大匯演在
這種熱烈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Master Cai 6th from right, Simo 7th from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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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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的平均壽命會因為體型及犬種的
不同有所差別，根據統計調查，一般認為
小型犬從9～13歲、中型犬9～11歲、大型
犬7～10歲、超大型犬6～9歲開始就會出現
老化症狀。不管貓狗都一樣，越早針對牠
們的老化症狀做保養，越能有效減緩牠們
的不適；因此主人千萬不要疏忽掉汪汪平
常出現的老化警訊哦！

外觀的變化

披毛變得雜亂無光澤：高齡狗的毛
色看起來不如年輕時有光澤，甚至會掉毛
而造成披毛變少；新長出來的毛顏色變淡
或是長出白色毛。

姿勢和體型的變化

和人一樣，汪汪年紀大了也會因為

鈣質的流失而有類似駝背的現象出現；有
些汪汪的臉皮也會下垂，年輕時總是活力
十足搖來搖去的尾巴，也變得較無力；而
這些症狀都是因為體能衰退、肌肉萎縮所
致。

體重的變化

年紀大了，代謝也會跟著變慢，因
此許多高齡汪汪都會有變胖的趨勢；如果
再給牠們吃一樣的食物，汪汪可能會一路
胖下去哦！建議到了七歲左右，就可以逐
漸用高齡狗糧取代原本的飼料，做好體重
管理。另一方面，也有汪汪老化不變胖反
而變瘦！這是因為消化系統的退化，導致
汪汪的消化功能不佳，無法充份吸收營養
所致。

身體機能的變化

消化功能退化：前面也提過，有些
汪汪會因為消化功能退化而變瘦。這是因
為進入高齡期後消化酵素的分泌減少，導
致消化功能變差；這種情形下，主人會發
現汪汪嘔吐或拉肚子的次數增加，使得汪
汪無法吸收到足夠的營養。

呼吸系統的退化

因為老化的關係，有些汪汪氣管會變
得狹窄。因此主人可以看到汪汪的呼吸容
易變得急促，伴隨著咻咻咻的呼吸聲，甚

至有些汪汪會出現咳嗽的症狀。

日常生活的變化

因為變得比較沒體力，進入高齡期的
汪汪白天時睡覺時間會變長；而因為白天
睡太多了，晚上反而不太睡覺。

視覺、聽覺或嗅覺的退化

不同於人類依賴視覺，汪汪是靠著
視覺、聽覺和嗅覺生活的動物；然而年紀
大了，這些感官功能也會開始退化，特別
是視覺的部份退化得最快，幾乎每隻高齡
狗都會有青光眼或白內障，嚴重者甚至會
失明。

行為舉止的變化

行動變得遲緩：除了前面提到的感
官功能的退化，老化也會使得骨頭關節出
現問題，再加上體力的衰退，各方面的因
素加起來，讓邁入高齡期的汪汪行動不如
以往靈活；像是變得不想出門散步、要拉
牽繩才願意走、坐下和站起也會變得有些
緩慢、被摸摸時也沒什麼反應...等等，
都是汪汪動作變得遲緩的症狀之一。

狗狗的痴呆症

和人類一樣，汪汪也是有可能因為大
腦退化而出現痴呆的症狀；剛開始會發現
汪汪在房間沒有目的地轉來轉去、半夜莫
名地嚎叫、亂尿尿等等情形；隨著年紀變

大，痴呆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像是分辨
不出主人或聽不懂自己的名字。汪汪的痴
呆症可能是所有老化症狀裡最難處理的一
項，畢竟汪汪不像人類一樣還可以用言語
溝通，或是有專門的照護中心，一切都需
要仰賴主人用耐心來照顧牠。因此，雖然
不是所有的汪汪都會出現痴呆症，但是主
人一定要對它有所認識，做足功課。

排泄習慣的變化

漏尿、亂尿尿：上了年紀之後，因為
腎臟功能不好，汪汪會變得愛喝水，水喝
多了自然就頻尿；不過很多主人會發現汪
汪怎麼開始會亂尿尿了？其實即使是平常
有著良好大小便習慣的汪汪，到了高齡期
也可能會出現漏尿的情形哦！這是因為膀
胱的肌肉變得無力，再加上行動變得遲緩
，使得汪汪來不及去定點就尿出來。另一
個亂尿尿的原因，就是前面提過的痴呆症
。汪汪忘記應該要定點尿尿，或是牠忘記
應該在哪裡尿尿，造成亂尿尿的情形。

亂便便、便秘

同樣地，痴呆症也會讓汪汪亂便便
，因為牠已經忘記要在哪裡便便才對；另
外，汪汪上了年紀後會變得愛睡覺，臥躺
的時間變長了之後，對腸胃蠕動有不好的
影響，因此也會出現便秘的情形，如果情
況嚴重的話，就要趕快就醫了。

￭ 噯司

寵物
行天下 狗狗的老化症狀有哪些？

憑此廣告可獲 安裝服務**免費

原價 $1099.99
特價 $699.99

原價 $1669.96
特價 $999.99 原價 $499.99

特價 $349.99

**連兩個氣喉接口**連兩個氣喉接口

及額外5%折扣

*650 Airwatts
35’ Hose

*15 YEAR WARRANTY

www.vacuumspecialis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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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消息•

卡城福建同鄉會慶祝秋冬季耆英生日暨聖誕聯歡會
卡城福建同鄉會舉辦慶祝秋冬季耆英
生日暨聖誕聯歡會，已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順利圓滿舉
行。當日一眾嘉賓、會員、顧問及朋
友們紛紛攜眷參加，會場百多人樂氣
融融，溫暖如春。
　　李烱輝會長致歡迎辭中稱，福建
同鄉會第十七屆理事會繼承和發揚尊
老敬老傳統美德，舉辦是次耆英生日
暨聖誕聯歡會，歡迎各嘉賓、會員、
顧問及朋友攜眷參加，感謝他們關心
及支持福建同鄉會，衷心祝愿一眾耆
英健康長壽及生日快樂，並祝賀各來
賓身體健康及家庭幸福。
　　其後眾賓客齊唱生日歌及切生日蛋糕，會長敬送禮物給予各位壽星及共享美食。會場氣氛和諧，
幸福滿堂，席上歡歌笑語，洋溢一片歡樂，歌午昇平，聚會直至晚上八時盡歡而返。

Chinook
Centre

Silverhill Acura

57 Ave SW

58 Ave SW

M
ac

le
od

 T
ra

il

AMAZING
PHO
馳名

越南湯粉

七天營業
MON-SAT

11am-9pm
SUNDAY

11am-8pm

#105, 5809 Macleod Trail SW Calgary   Tel: 587.350.2277

Vietnamese Cuisine
藍海正宗越南美食藍海正宗越南美食藍海正宗越南美食藍海正宗越南美食

www.facebook.com/BlueOceanVietnameseRestaurant/

http://www.blueoceancalg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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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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3 - 110TH AVENUE NW
(403) 407-2021 (本車行位於COSTCO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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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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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GERALD TSANG

袛限2015年CIVIC存貨

或選擇以借貸利率

節省高達節省高達

再加$1,000獎賞

節省高達節省高達

袛限2015年ACCORD存貨

現在是時候前來試駕2016年全新設計現在是時候前來試駕2016年全新設計

每位成功購車顧客
可獲名貴禮物壹份
每位成功購車顧客
可獲名貴禮物壹份

http://www.villagehon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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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坪數居家
也能充滿聖誕氣氛

距離聖誕夜不到10天，身為都市蝸居族的我們，又該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中，打理出充滿溫度的
慶節氣息？其實只要善用原有的狹小空間簡單搭配飾品，就能妝點出充滿都市感的聖誕節。

★ 好好利用空白牆面
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空間放下偌大的聖誕樹，但只
要整理出部分牆面，利用層板、彩燈或是掛上聖
誕花圈，這樣就能簡單創造出屬於妳的聖誕樹。

★ 別忘記那總是被忽略的門板
很多人在佈置的時候常遺忘「門板」這個細節，
除了掛上花圈之外，不妨試試用緞帶，把門板當
作禮物一樣，紮上蝴蝶結；或是剪貼上俏皮的圓
眼睛、三角鼻與圍巾，讓它變身成為故事中的淘
氣雪人。

★ 相片木框也能成為裝飾的一部分
翻出一些閒置許久的相框或是畫框吧！在上面簡

單的用藤線纏繞，作出吊繩，再夾上一些帶有聖
誕氣息的相片、聖誕卡與迷你的禮物襪子，這樣
簡單的方式誰都做得到。

★ 在窗邊掛上些裝飾吧
能透入冬季日光的窗子，沿著四周掛上拐杖糖，
以及之前用相框作的小小裝飾，溫暖的陽光搭配
綠意和巧思，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棒了！

★ 善用不同大小的聖誕花圈
在家裡掛上大小不同的聖誕花圈，讓人隨處都能
感覺到聖誕氣氛。門邊的衣物架上、窗邊，甚至
是斜放在架上，這樣帶有都市感的方式，每個人
都會喜歡的。

★ 好好利用空白牆面
雖然我們沒有足夠空間放下偌大的聖誕樹，但只
要整理出部分牆面，利用層板、彩燈或是掛上聖
誕花圈，這樣就能簡單創造出屬於妳的聖誕樹。

★ 別忘記那總是被忽略的門板
很多人在佈置的時候常遺忘「門板」這個細節，
除了掛上花圈之外，不妨試試用緞帶，把門板當
作禮物一樣，紮上蝴蝶結；或是剪貼上俏皮的圓
眼睛、三角鼻與圍巾，讓它變身成為故事中的淘
氣雪人。

★ 相片木框也能成為裝飾的一部分
翻出一些閒置許久的相框或是畫框吧！在上面簡

單的用藤線纏繞，作出吊繩，再夾上一些帶有聖
誕氣息的相片、聖誕卡與迷你的禮物襪子，這樣
簡單的方式誰都做得到。

★ 在窗邊掛上些裝飾吧
能透入冬季日光的窗子，沿著四周掛上拐杖糖，
以及之前用相框作的小小裝飾，溫暖的陽光搭配
綠意和巧思，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棒了！

★ 善用不同大小的聖誕花圈
在家裡掛上大小不同的聖誕花圈，讓人隨處都能
感覺到聖誕氣氛。門邊的衣物架上、窗邊，甚至
是斜放在架上，這樣帶有都市感的方式，每個人
都會喜歡的。

小坪數居家
也能充滿聖誕氣氛小坪數居家
也能充滿聖誕氣氛

· 說不得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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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船民文庫」呼籲信
敬致親愛的華越船民同胞們：

歲月如流，回顧35年前我們在生于斯長於斯，然而卻瀕臨絕境的土地上掙扎，遂致把生死置之度外而投
奔怒海。而在我們這一群為數衆多的船民（難胞）當中，有些乘搭木舟，僥幸從茫茫大海中越過驚濤駭浪，
而及岸抵達第三國安身立命，有些卻遭海盜姦淫擄掠，集體被棄於荒島上，生死聽天由命，有些更慘遭沉船
沒頂悲劇，遺骸漂流遍于東南亞海岸各區域（如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尚好當地民
衆不忍見遇難船民曝屍荒灘野地，屍骸多者挖大穴集體埋葬，少者則單穴安葬。三十多年來這些船民難胞客
死異鄉，孤零零長眠在異域的荒山野地之中，枯草泣魂，彌足哀悼！

有定居於澳洲船民陳東先生，因對船民難胞慘絕人寰之遭遇，有感同身受之切膚之痛，毅然投入替船民
難胞修墳之旅，十多年來奔走于東南亞各地尋墳修墓，經耗掉向銀行借貸之十四多萬元澳幣，仁風義行，堪
足令人五體投地。

誠然我們立足於第三國，重建生活與事業之船民，相對散落於東南亞各地埋骨於荒墳野墓中之船民
難胞，本皆是處於一個「命運共同體」，其間區別者僅為「有幸」與「不幸」之別而已。

現在，我們「有幸」的船民，為體現「命運共同體」而觸動生死毋棄之精神，裝備繼陳東先生之後，組
團前往東南亞各地，修葺整頓「不幸」的船民難胞埋骨異域之野墓荒墳，而此行費用當耗資不貲，故呼籲與
我們同屬「有幸」船民諸同胞，與及各界同僑、社區善長仁君，仗義捐獻，解囊相助，俾得以募集經費，用
以替「不幸」之船民難胞散處各地之孤墳荒墓，作修葺整頓之用。

玆列舉籌募修墳資金之諸方式如下：

 (一) 舉辦籌款文藝晚會：

  • 演出日期時間： 2016年1月2日（星期六）晚上七時

  • 演出地點： MARLBOROUGH COMMUNITY HALL — 636 Marlborough Way NE Calgary T2A 2V9

  • 門票：  每張$10（門票全部收入捐作修墳經費）

 (二) 演出現場義賣食品（全部義賣食品所得捐作修墳經費）

 (三) 演出現場設立捐款專櫃（接收現場各界人士捐獻修墳經費、並即場開發收據）

 (四) 另設地區籌集個人或團體捐獻款項咨詢及演出門票訂購聯絡處：

  (1) 張有度醫學博士（Dr. Truong Huu Do）  電話：403-235-5151

            張林柳金醫學博士（Dr. truonglam Lieu Kim） 電話：403-235-5151

  (2) 陳志孝先生（Ong Tran Chi Hieu）   電話：403-852-0665

  (3) 阮春石先生（Ong Nguyen Xuan Thach）  電話：587-707-6845

  (4) 林雪女士（Co Lam Tuyet）    電話：403-998-6185

備註：捐款支票擡頭（For Donation —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Calgary Vietnam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 or ｢VKTN / Archive of Vietnamese Boat People ｣

加拿大卡城越南聯誼會 暨 越南船民文庫 聯合發佈
2015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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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oldenoptical.caemail: goldenoptical@yahoo.ca

卡城龍成總店
Downtown Dragon City Mall
#115,328 Centre St. South

Tel:  403 262 8123
Fax: 403 262 8186

卡城豐山分店
Harvest Hills (豐山大戶人家對面）
1117,9650 Harvest Hill Blvd NE 

Tel:  403 263 6123
Fax: 403 263 6113

Thomas Chow周廣遂服務卡城超越廿載，高登是你的老友記

全部名牌正貨

服務至高無上

特設精選特設精選
專櫃專櫃買買 11 11送送

(必須同時購買鏡片及鏡框)(必須同時購買鏡片及鏡框)

慶祝高登眼鏡廿周年慶祝高登眼鏡廿周年慶祝高登眼鏡廿周年

聖誕大優惠聖誕大優惠

特價優惠特價優惠
最新運到
最新運到

名牌鏡框
名牌鏡框

www.goldenoptic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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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antro Zucchini   Rappini 

Lo Bok Ginger 

Battered Halibut Portions                                    

Fresh Uncut Pork 
Lacone              

Fresh Beef Chuck Eye 
Roll Thin Slice            

Aqua Salt and Pepper 
Breaded Calamari

Cooked Prawn with 
Cocktail Sauce 41-50    

Frozen Pork 
Back Ribs                                                                                                             

Fresh Chicken 
Wingettes                                  

Weiner  BunsPork Buns

芫荽 意大利瓜 油菜花

白蘿蔔 鮮姜 豬肉包 香腸包

炸魚塊

新鮮猪蹄

急凍酥炸魷魚 雞尾蝦

新鮮牛肩胛肉(薄片) 急凍小背脊豬排 新鮮雞中翼
169
特 價

lb

特 價
.69lb

特 價
.99lb

759
特 價

lb 359
特 價

lb

129
特 價

lb

359
特 價

lb

Yellow Onion 
Bag 50lb
洋蔥(原袋)

999
特 價

ea

139
特 價

ea139
特 價

ea

199
特 價

ea

699
特 價

ea

50磅

特 價
1499

ea
特 價

1059
ea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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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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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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Calgary Alberta  T3K 5P4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星期四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正    下午四時半至晚上十時正
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正    下午四時半至晚上十時半
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十時正

4 0 3  4 5 7  3 7 3 8
www.calgarysushisushi.com

Beddington Trail NW

Country Hills Blvd NW

Country Hills Rd NW 96 Ave NE

NH
a
rv
e
s
t H

ills
 B

lv
d
 N

尚有其他午市特價美食不能盡錄
每款
$900$900

三文魚魚生飯

刺身(2)+餃子(3)+雞湯烏冬

午 市
連麵豉湯及沙律全新超值套餐全新超值套餐

晚 市 特價繼續優惠特價繼續優惠

特 色太卷
SPECIAL GIANT ROLLS

逢星期三

厚 切壽司
UNBEATABLE SIZE SUSHI

逢星期日至星期四

龍 蝦四人套餐
LIVE LOBSTER COMBO FOR 4 $12595$12595

$ 1 35$ 1 35
每件每件

$1095$1095
每卷每卷

套餐包括：

　沙律、什錦天婦羅(蝦及什菜)、什錦魚生、

　壽司、卷物、龍蝦湯、麵及甜品

優惠
期間

www.calgarysushisu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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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多部角子機   30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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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多部角子機   30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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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增 設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容易百家樂
現已重臨本賭場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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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朋友入會
便有機會贏取
介紹朋友入會
便有機會贏取

全年免費角子機耍樂全年免費角子機耍樂
日間耆英忠誠計畫

COWBOY S  C A S I NO
獨家享有

日間耆英忠誠計畫
COWBOY S  C A S I NO

獨家享有
今日就請到顧客服務部登記！

www.cowboys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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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故
事 

大
道
理

•
小
王
子

一個小男孩幾乎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

子，因為患脊髓灰質炎而留下了瘸腿和參差不齊且

突出的牙齒。他很少與同學們遊戲或玩耍，老師叫

他回答問題時，他也總是低著頭一言不發。

在一個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親從鄰居家討

了一些樹苗，他想把它們栽在房前。他叫他的孩子

們每人栽一棵。父親對孩子們說，誰栽的樹苗長得

最好，就給誰買一件最喜歡的禮物。小男孩也想得

到父親的禮物。

但看到兄妹們蹦蹦跳跳提水澆樹的身影，不知

怎麼地，萌生出一種陰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

棵樹早點死去。因此澆過一兩次水後，再也沒去搭

理它。

幾天後，小男孩再去看他種的那棵樹時，驚奇

地發現它不僅沒有枯萎，而且還長出了幾片新葉子

，與兄妹們種的樹相比，顯得更嫩綠、更有生氣。

父親兌現了他的諾言，為小男孩買了一件他最

喜歡的禮物，並對他說，從他栽的樹來看，他長大

後一定能成為一名出色的植物學家。

從那以後，小男孩慢慢變得樂觀向上起來。

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著，看著窗外

那明亮皎潔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師曾說過的話

：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長，何不去看看自己種的那

顆小樹。當他輕手輕腳來到院子裡時，卻看見父親

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種的那棵樹下潑灑著什麼。

頓時，一切他都明白了，原來父親一直在偷偷

地為自己栽種的那顆小樹施肥……

幾十年過去了，那瘸腿的小男孩雖然沒有成為

一名植物學家，但他卻成為了美國總統，他的名字

叫富蘭克林·羅斯福。

愛是生命中最好的養料，哪怕只是一勺清水，

也能使生命之樹茁壯成長。也許那樹是那樣的平凡

、不起眼；也許那樹是如此的瘦小，甚至還有些枯

萎，但只要有這養料的澆灌，它就能長得枝繁葉茂

，甚至長成參天大樹。

用

愛
灌
溉
生
命
之
樹

用

愛
灌
溉
生
命
之
樹

不管是運動飲料、各式

汽水、紅綠奶茶，甚至是標

榜能補充營養的果菜汁，即

使熱量看起來不高，卻都可

能添加了大量糖漿、各種人

工香料和添加物；千萬別因

為上頭標示著低熱量，每天

放心地咕嚕咕嚕喝下肚喔！

一般成人每天攝取糖量以

不超過「 9 顆方糖」為基準，把

一般瓶裝、罐裝飲料的「總碳

水化合物重量（g）」，除以4 

（每顆方糖的重量）之後，即

可簡單得知該瓶飲料的含糖量

，相當於多少顆方糖。舉例來

說，一瓶500 mL（200 大卡）的

瓶裝果汁，每100mL含有11g碳

水化合物，算式如下：11 × 5 ÷ 4

＝13（顆方糖）。簡單來說，

喝掉這瓶飲料後，一天建議攝

取的糖量就超標了！

若你還有「反正飲料小

小一瓶，應該不會胖到哪去

」的想法，請趕快丟到九霄

雲外去，因為那些外表看似

低熱量的飲料，其中的含糖

量可能意外地相當高喔！

與其購買這些無益健康

的飲料，不如自己炮製茶飲

，像是玉米鬚茶、玄米茶、

決明子、黑糖薑母茶、桂圓

紅棗茶等，都是健康方便又

好喝的選擇喔！

￭ 小廝

看看我們喝了多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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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又懂得利用時間的女人絕對不會錯過夜晚這個黃金保養時段！因為睡眠時肌膚細胞運作最旺，此時做好

充足的保養，在夜間加強密集修護，提前預約隔天一早的水嫩肌膚，讓白天保養更省力。如果你平時生活忙碌，

覺得敷面膜濕答答又黏膩，那睡眠面膜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Laneige Water Sleeping Mask  這次改良再升級的睡美人香氛水凝膜，加入罕薩杏桃精

粹成分幫助肌膚淨化，此外，Laneige也認為睡眠品質是對肌膚保養十分重要，特別重視

睡眠的香氛，歷經近百次測試調配而成的專利好眠香氛，是一款又助眠又保濕的睡眠面膜

。 (2.7oz $30)     

KIEHL’S Ultra Facial Overnight Hydrating Masque  針加入極佳修護成分「活泉草」

，強化細胞間質連結，使肌膚擁有健康蓄水環境，提供肌膚三倍保濕力，使肌膚持續補水

、蓄水、強化細胞間連結的功效，使用後膚觸更滑、更細、更柔嫩，可加速後續保養功效

。(4.2oz $36)     

VICHY Aqualia Thermal Night Spa  這款專為敏感肌研發的睡眠面膜，取自法國薇姿城

的溫泉水，富含15種礦物質及13種微量元素，較豐厚的水凝質地，薄薄塗抹在肌膚上，慢

慢化開形成一層隱性的保護膜，達到保濕的功效，帶有舒適的淡淡香味。(2.6oz $44)     

Innisfree Green Tea Sleeping Pack  榨取自栽培於濟州島有機無農藥的新鮮綠茶

葉之綠茶素，含有豐富胺基酸和礦物質，能有效幫助肌膚抗氧化，並迅

速明亮膚色。綠茶籽油能將水分鎖於肌膚之內免於蒸發，並長效鎖水於

肌膚深層。(2.7oz $21)  

CLINIQUE Moisture Surge Overnight Mask  針對曬後肌膚給予深度潤澤

，比起一般凝膠質地的睡眠面膜，此款屬於細緻乳液質地，讓肌膚充滿滋養的

水潤感，較適合乾燥脫皮肌膚，配搭按摩手法幫助吸收，肌膚潤澤效果更佳，

次日早晨肌膚更柔軟、平滑和潤澤。(3.4oz $30)     

Sisley Express Flower Gel  合花及鳶尾花精華，具超強的保濕能力，玫瑰精華

，清新、潤澤，天然花香，能帶來愉悅的使用感。強效快速補濕

，能瞬間補水、深層保濕，有效針對肌膚缺水狀況，令皮膚

感覺柔軟緊致，干紋現像逐漸減少，用後肌膚光澤、飽滿

、柔軟。(2.15oz $140) 

Sulwhasoo Overnight Vitalizing Mask  質地水潤不

黏膩，當歸與石榴有助明淨膚色，合桃及桑白皮精

華則可徹夜為肌膚補充所需養分，在皮膚表層形成

密封式親膚保濕膜並為肌膚提供源源不斷的水分和

營養，所含韓方熏香舒緩神經助於睡眠。(4.1oz 

$70)     

Origins Dr.Weil Mega-Bright Dark Spot Correcting 

Night Mask  清爽無油的凝凍狀質地，能有效改善肌膚

色素沉澱，並預防未來新的刺激所形成的暗沉。能明顯改

善斑點及膚色不均，使肌膚由內而外淨白透亮。能帶來意想

不到的光透感，肌膚明顯變得光澤。(2.5oz $70)     

1

3

2

4

5

6

7

8

2

1

3

4

5

6

7

8

        
不可用後馬上睡。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等面膜

自己形成一層膜，再去睡覺。這時

可將護膚品的營養成分完全鎖住了，而

且面膜也不會弄到枕頭上。

不可在清潔後直接敷面。由於睡眠面膜與普

通面膜相比本身的油脂成分較少，應該先用

一些乳液和精華素，為皮膚充分打底再敷面

膜，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不可以代替晚霜。絕大多數的睡眠面膜有

補水保濕的功效，裡面含有的營養物

質不會太過於豐富，所以還是

要堅持使用晚霜。

敷
法

有
技

巧

輕鬆美肌成為「睡美人」
睡眠面膜推薦

款

咖啡   星人咖啡   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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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C稱，作為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南非在5天時間裡連換三位財政部長，在經濟
學家當中引發了對於該國信用評級可能被降至“垃圾”級別的擔憂。人們擔心南非
可能成為繼巴西之後第二個“倒下”的金融國家。
目前，標普與惠譽對南非的信用評級均為“BBB-”，僅比垃圾級別高出一檔。穆迪
對南非的評級為“Baa2”，相當於“BBB”，較垃圾級別僅高出兩檔。
私人銀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BBH)與投行Renaissance Capital的分析師們預
計，南非的主權信用評級將在2016年被下調至垃圾級別，從而打擊該國的經濟地位
，並抬高其融資成本。
同為金磚國家，南非與巴西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各自大陸上的最大經濟體，並且
都面臨經濟減速和評級下調的威脅。
標普今年9月將巴西的評級降至垃圾級別的“BB+”，惠譽10月將其評級降至投資級
別的最低一級，穆迪本月較早時將巴西評級加入評估並可能下調的名單。
ICBC Standard Bank交易策略主管Demetrios Efstathiou在周一到一份報告中指出：“新興市場正承受壓力……巴西、俄羅斯與土耳其等國令我
們擔憂，而本周，南非又加入了這個俱樂部。”“南非會成為下一個巴西嗎？這種想法令人不寒而慄。”

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周二表示，由於全球產油國維持高產量水平，“已嚴重超出”
原油消費增長速度，因此“大幅下調”了布倫特原油與西德州中質原油(WTI)期貨價
格預期。
穆迪將2016年布倫特原油價格預期從每桶53美元下調為43美元，將WTI原油期貨價
格預期從每桶48美元下調為40美元。布倫特原油是國際油價基准，WTI是美國油價
基准。
展望未來，穆迪預計2017與2018年布倫特與WTI油價均將上漲5美元/桶。
美東時間周二早間，截止發稿，WTI油價為每桶36.22美元，布倫特油價為每桶
37.75美元。OPEC成員國產量創紀錄導致全球原油供過於求，而需求未能提高，這
兩個因素已經令油價受到打擊。
盡管油價從6月份的每桶114美元高位持續下挫，但OPEC寧願維持市場份額、拒絕
減產，希望藉此將生產成本更高的美國頁岩石油生產商趕出市場。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標志著中國的匯率政策發生重大改變
，即人民幣不再事實上釘住美元，而是主要參考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這意味著中國
央行將允許人民幣進一步貶值，機構一致預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明年貶至6.80。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師Chetan Ahya稱人民幣匯率指數的發布並不令
人意外。“根據8月11日匯改之後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者最初的表態，我們早就提出中國
央行已經將目標從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轉向了貿易加權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大
摩報告寫道。大摩預計人民幣2016年年底貶至6.80。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預計人民幣2016年底貶至6.80，但2017年回升到6.50
。凱投宏觀分析師Mark Williams指出：“只要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維持穩定，我們就
不應該將這視為貶值。”
法興銀行（Societe Generale）也預計人民幣2016年底將貶至6.80，並擔心人民幣進
一步貶值將引發亞洲貨幣集體貶值。法興分析師在報告中指出：“進一步的人民幣貶
值可能引發貨幣戰爭，無論是直接觸發政策制定者採取行動，還是間接引發投資者做
空亞洲貨幣。這些因素可能導致整體新興市場貨幣陷入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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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與美元脫鉤 機構一致預期明年6.80

南非：下一個將要倒下的金磚國家

穆迪大幅下調2016年油價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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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籌一千億美元助發展中國家 
巴黎協議 隨時走數

全球逾一百九十個國家，上
周六晚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
表決，正式通過遏止全球暖化的
《巴黎協議》。雖然全球對協議
誕生叫好，但協議不乏爭議性內
容，包括訂明發達國家每年籌集
一千億美元予發展中國家，開發
潔淨能源。然而這承諾沒有法律
約束力，千億美元金額被視為不
足，也沒有明確時間表，令協議
仍存漏洞。

英籍釋囚爆關塔那摩酷刑

英國籍沙特阿拉伯裔男子阿米爾
（Shaker Aamer），因被疑與九一

一恐襲有關，過去十四年來都被囚
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美軍基地，直至
月前獲釋返回英國與家人團聚。阿
米爾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憶述獄
中非人苦況，不但屢遭士兵拳打腳
踢，更被困在黑房中嚴刑逼供。

饑荒食物「觀音土」受捧 食泥
變上菜

近年全球興起分子料理，有網
店竟出售一種名為「高齡土」的泥
土，捧為分子美食界的新貴，價格
更是昂貴，七百五十克的「高齡
土」售二百四十八元人民幣。但有
土壤專家表示，「高齡土」真名應
為「高嶺土」，中國古代以此製作
瓷器，而原始民族亦會靠食高嶺土

治病，有網民指此土本於饑荒時供
災民果腹。然而，醫生則指，長期
及大量食用高嶺土有損健康。

咸陽無良工廠 挖渭陵黃土製磚

陝西咸陽一間規模最大的磚廠，
多年來一直在當地挖黃土燒磚。惟
有文物愛好者發現，廠方的挖土範
圍近期侵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渭陵的建設控制地帶（文物保護單
位的保護範圍外，為保護文物安全
而對建設項目加以限制的區域），
而這一區域當中更有二千多年歷史
的夯土垣牆。

日媒：華古董價飆 盜墓難止

日本媒體近日披露，因為中國
近年古董價格攀升及當局滯後的

保護文化遺產對策，令盜墓的行
為屢禁不止。據了解，中國去年
的文物和藝術類拍品的成交額已
達到三百一十五億元人民幣，有
盜墓者坦言「因為太賺錢，所以
停不下來」。日媒更指中國的古
董收購商、盜墓集團和中間人已
暗地形成完整的「產銷」網絡，
壯大了盜墓的規模。

蔡英文被揭半數家人擁外籍

現居大陸北京的台灣歌手黃安，
近來因檢舉台獨分子而惹起關注。
他昨日透過微博抨擊民進黨主席兼
台灣的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指摘其
家人都擁有外國國籍，批評他們為
「空心菜的一家人」。

卡航A350助跑急煞嚇驚36客

卡塔爾航空（Qatar Airways）
是首間有空巴A350客機由美國起
飛的航空公司，惟近日首次從美
國出發的航程卻出師不利。當客
機在跑道上助跑準備起飛時，竟
突然急急煞停，兼發出刺耳的聲
音，機上乘客無不驚恐萬分，甚
至有人想立即下機。

IS孤狼闖法幼園刀刺教師

法國巴黎上月發生「黑色星
期五」恐襲後，全國處於高度戒
備。一名男子昨日闖入巴黎東北
部市郊一間幼稚園，用美工刀及
剪刀襲擊一名教師，並宣稱這
是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的警告。疑犯現時仍然在
逃，受傷教師無生命危險。

谷開來 劉志軍 走出鬼門關

內地司法部門近日通報多個減刑案
件，其中涉案資金近十億元人民幣、
僅被控受賄六千多萬元的前鐵道部部
長劉志軍，在獄中做好清潔等獲獎，
死刑緩刑期滿，減刑為無期徒刑；而
因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緩的前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妻谷開來亦減
刑為無期徒刑。消息引起輿論熱議。

蔡英文炒地醜聞 或掀兩黨互告

台灣藍綠陣營擬就民進黨主席兼
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炒地醜聞風波互
告。民進黨發言人黃帝穎昨率律師團
赴台北地檢署，按鈴提告就炒地醜聞

窮追猛打的國民黨團散布謠言，違反
總統選罷法。國民黨的蔡正元反擊
指，所有資料均來自台灣政府官方資
料，不排除控告民進黨誣告。

安倍訪印 聯合聲明關注南海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印度總理莫
迪上周六與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發表聯合聲明，首次提及南海問題，
指出南海航道對地區能源安全及印太
地區持續和平繁榮的重要性，呼籲所
有國家避免導致地區局勢緊張的單邊
主義行動。日本剛拿下印度首個高鐵
項目，今印度又在南海問題上與日本
聯手，有分析指旨在制華。

華海軍編隊到訪珍珠港

中國海軍152艦艇編隊於當地時

間前日上午抵達夏威夷珍珠港，開
始對美國進行為期五日的友好訪
問。訪問期間，中國海軍將舉行甲
板招待會，部分官兵將參加美海軍
舉辦的招待會。中美雙方海軍官兵
將互相參觀艦艇，並進行足球、籃
球、拔河友誼賽等交流活動。

平壤拘逾百華僑控間諜罪

繼有「北韓少女時代」之稱的牡
丹峰樂團日前突取消在華演出後，
再傳出中朝關係緊張的消息。南韓
媒體引述消息指，北韓當局以涉干
犯間諜罪為名，在平壤等多個城市
拘捕逾百名中國華僑。同時傳北韓
當局被揭對中國駐朝大使作出跟蹤
監視，引起中方不滿。

34國組回教聯盟反恐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一宣布聯軍
在伊敍兩地對抗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取得進展，沙
特阿拉伯周二亦罕有地宣布將領
導另外三十三個來自中東、非洲
及亞洲國家組成回教聯盟對抗IS
等恐怖主義威脅，實行和美方來
一個雙管齊下。然而沙特的「宿
敵」伊朗則不包括其中。

克里訪俄 商敍利亞政權過渡

土耳其上月擊落俄羅斯戰機，
導致兩國關係迅速惡化，土俄元
首原定於周二的會面亦臨時取
消。同日，美國國務卿克里飛往
莫斯科，先後與俄羅斯外長拉夫
羅夫及總統普京會面，商討敍利
亞政權過渡、打擊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等議題。

恐襲威脅 洛杉磯校區全停課

美國洛杉磯校區周二以收到可
靠恐襲威脅為由，下令校區內所
有公立學校關閉，並呼籲六十四
萬名區內學生留在家中。校區負
責人表示，他收到不明電郵，指
將對區內至少三間學校發動炸彈
襲擊。聯邦調查局（FBI）探員及
炸彈專家其後對區內九百間學校
進行地氈式搜索。

恐襲陰霾 日年度字「安」

日本經歷激烈爭辯安保法改革
的一年後，漢字能力檢定協會舉
辦投票活動，昨日公布選出年度

漢字為「安」。在逾十二萬九千
票中，「安」字獲最高的五千六
百多票。日本傳媒分析指，這代
表國民在安保法爭議及恐怖襲擊
威脅之中，尋求安定的心。

英民調：五成人支持脫歐

英國首相卡梅倫明日將就英國
的歐盟會籍問題，前往比利時布魯
塞爾與一眾歐盟領袖會談，為英國
在歐盟爭取更多自主權。卡梅倫準
備出發之際，英國最新民調顯示，
脫歐與留歐支持者，由二○一三年
以來首次平手，卡梅倫今次能為英
國爭取到多少，勢必影響二○一七
年脫歐公投結果。

「茉莉」肆虐菲國釀四死

颱風「茉莉」周二橫掃菲律
賓中部，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
目前已經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超
過百萬人失去電力供應，更可能
要過「黑暗聖誕」。氣象預測顯
示，「茉莉」將吹向中部的民都
洛島，料進一步減弱。

詞尾「-ism」 膺年度單字

美國辭典及出版商韋氏公司
（Merriam-Webster）公布，本年
度韋氏大辭典單字之「王座」，
由詞尾「-ism」奪得。

疑飲濁黃污染水 五生血癌兩死

食水安全不容忽視！江蘇連雲港
淮海工學院被指三年內至少五名學
生罹患白血病（即血癌），校內盛
傳與食水污染有關，宿舍自來水泛

黃渾濁，味道怪異，有學生更檢測
發現水中溶解性物質濃度偏高。當
地官方事後稱純屬謠言，強調校內
水管水質衞生，但引起連串質疑，
更有學生直斥：「只要不是瞎的都
能夠看見（水）裏面的青苔！」

華北霧霾擴散 直逼台灣

大陸華北地區霧霾污染持續
擴散，繼侵襲長江下游後，更直
逼對岸台灣。上海市昨發出空氣
重污染黃色預警，而台灣的環保
署則指大陸霾害隨強烈冷空氣南
下，影響範圍涵蓋全台。

江蘇：逃學童遭父暴打 器官衰竭

江蘇徐州豐縣八歲男童飛飛
（化名），因為逃學及弄壞家中
電動車，遭其父親暴打致滿身血
痕，皮開肉綻，留醫的時候更曾
經出現器官衰竭。目前飛飛已脫
離危險期，但仍然需留院觀察，
其父母則被警方帶走調查。

山東：小四生欠功課 老師毆傷腦

山東臨沂小學四年級男生小
坤，早前因欠交功課，竟被老師
暴打致輕微腦震盪，目前已入院
治療逾一星期。涉事老師事後更
反指小坤家人報警處理事件影響
其聲譽；校方則表示，小坤出院
後學校會處罰涉事老師。

美售武 台海再趨緊張

繼南海挑釁後，美國再攪局台
海；傳美國總統奧巴馬不理會北
京反對，最快將在本周批准對台

灣出售兩艘二手的佩里級導彈護
衞艦，這是四年來美國首次向台
灣出售武器。事件或引發台海局
勢緊張，北京外交部斥美干涉內
政，敦促美方恪守承諾，停止對
台售武。台灣的國防部則對此表
示樂觀其成。

英媒拍人造島澳機巡邏中國海軍
警告驅離

南海緊張局勢再起波瀾，有英媒
記者近日租用菲律賓小型民航機，
飛越南海上空，拍攝中國填海造島
畫面，遭中國海軍警告驅離，期間
出現一架澳洲P3獵戶座海上巡邏機
亦遭警告，這是繼美國後，首次有
澳洲軍機飛抵南海空域巡邏。

澳洲斥美危言聳聽

澳洲政府今年十月宣布與中國
私企嵐橋集團，達成價值約五億
澳元的合作協議，允許租借達爾文
港，為期九十九年。美國當局曾對
此表示關注，又擔憂交易或會引發
國防危機。澳洲國防部秘書長理查
森（Dennis Richardson）昨日反
駁言論，認為是「危言聳聽」、「
無稽之談」。

日：華擬南海部署雷達導彈

日本持續在南海煽風點火，日
防衞省高官日前在美媒發表文章，
指中國會在南海人工島部署導彈和
雷達，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而
日本P3C反潛機近日再對兩艘中國
海軍導彈護衞艦進行監視。

2015年12月10日至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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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0日至12月16日

野坂昭如 肺炎病逝 反軍國遺
願待遂

日本經典動畫電影《再見螢火
蟲》中，兩年幼兄妹在戰火中掙
扎求存，遇見螢火蟲一幕撼動人
心，刻畫出戰爭和人性的殘酷。
故事原作者、日本著名作家野坂
昭如，前日因肺炎引發心臟衰竭
逝世，享年八十五歲。野坂於二
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逝世，外界
悼念這位反戰先鋒同時，亦勾起
戰爭在日本烙下的傷痛。

fb熱門10話題 美國大選居首

社交網站facebook前日公布
二○一五年十大熱門話題，明年
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高踞榜首，

巴黎恐襲、敍利亞內戰及難民危
機、尼泊爾地震、希臘債務危機
順序跟隨其後。今年熱門話題較
往年嚴肅，反映全球正面對嚴峻
挑戰。

美匪拒捕 邊飆車邊與警駁火

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北部街
頭周日爆發警匪追捕戰，一名拒
捕的持槍偷車賊，在街上飆車企
圖逃離警方追捕。從片段可見，
賊匪邊飆車邊向尾隨警車開槍，
又沿途搶車，衝入單行路亡命逆
駛。最終警方出動至少七輛警車
圍堵賊匪，當場將他射殺。

突國組織赴挪威領和平獎

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

禮，昨晚於挪威奧斯陸舉行。由
於早前發生巴黎恐襲，頒獎禮保
安極為嚴密。突尼斯民間組織「
國家四方對話平台」（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NDQ）派出代
表到場領獎。其中一名領獎代表
強烈譴責近月接連發生的恐襲，
呼籲國際社會將對抗恐怖主義列
作當前急務。

「無名氏」黑客侵日相網站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
日表示，首相安倍晉三的個人網
站遭國際黑客組織「無名氏」入
侵，一度癱瘓。事發前數小時，
「無名氏」曾在其社交網站twit-
ter上，抨擊日本的捕鯨計劃，警

告安倍的網站將會癱瘓，故相信
「無名氏」藉此抗議日本捕鯨。
經修復後網站已重開。

白人警殺黑人 芝加哥爆示威

美國芝加哥白人警員范戴克，
去年十月槍殺黑人青年麥克唐納一
案餘波未了。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
周三向公眾道歉，並承諾就警方問
責制度進行改革。惟民眾仍不滿，
數百人上街及堵路要求他下台。

再有五俄人遭IS斬首

回教極端武裝組織「伊斯蘭
國」（IS）繼早前處決俄羅斯車
臣裔人質後，日前再以處決間諜
為名，殺害五名俄羅斯公民，並
追捕同屬該組織的其他成員。

新西蘭去殖響頭炮

英聯邦國家之一新西蘭，昨日公
布了國旗新設計的初步公投結果。
獲最多票數的新設計，以黑藍色作
底色，上有銀蕨葉枝圖案，並除掉
英國米字旗圖案。明年三月將舉行
第二輪公投，屆時將由國民決定是
否更換新西蘭國旗。總理約翰•基
政府一直積極推動換國旗，外界認
為這是新西蘭欲去殖民化的表態。

澳亦擬「去殖」廢君主制

新西蘭今次舉行國旗公投，主因
在於當地民眾希望擺脫國旗上的英
國殖民色彩。其實同為英聯邦國家
的澳洲，國內亦有聲音要求放下「
英國前殖民地」的包袱。澳洲總理

特恩布爾早前便明言，希望廢除由
英國君主來當澳洲元首。

氣候峰會終極協議現變數

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二十一屆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步入
尾聲，與會國的「終極氣候協議」
原於本港時間昨日面世，惟法國外
長法比尤斯指，協議需押後一日，
即本港時間今午才公布。據指，發
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在制訂減排
量，及控制全球氣溫升幅的議題上
存有分歧，阻礙各國達成共識。

希思路建三跑 英延後落實

英國政府於今年七月，宣布將於
倫敦希思路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
不過當局周四表示，「三跑」工

程將押後至明夏才決定，以便政府
及專家有更多些時間研究工程對空
氣質素、噪音和其他環境帶來的影
響。惟有輿論稱，英國政府今次決
定，其實背後暗藏政治因素。

瑞士接線報 搜捕四IS

瑞士日內瓦警方日前接得情報，
指數名與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
國」（IS）有關連的恐怖分子正藏
身當地，相信他們密謀於周四，在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舉行敍利亞危
機會議期間施襲，警方已拘捕一名
疑犯，另追緝四人。當局亦把恐襲
警戒級別提升。

IS財長 命喪美軍空襲

全球多地最近爆發連串牽涉回教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襲
擊事件，各國隨即加強抗擊IS。美
國軍方透露，被視為IS財長的薩利
赫（Abu Saleh），已於上月的空襲
當中，被美國領導的聯軍殺死。

藍綠互揭炒地黑幕

距離台灣的總統大選還有約一個
月，藍綠兩大陣營互相揭「黑」。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昨再就民進黨主
席兼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炒地醜聞
爆料，指蔡疑家族結夥炒賣土地，
同時質疑當時有公職在身的蔡英文
為免在公告中公開身份，透過「白
手套」（「漂白」黑錢的中間人）
賣地。蔡英文昨指部分說法逾越法
律界線，呼籲藍營適可而止。

食不安心在廣州硼砂伊麵鼠都唔吼

內地黑心食品禁之不絕，廣州警
方日前通報，在今年頭十一個月已
破獲一百九十四宗食品類犯罪案，
搗毀一百九十九個黑工場，包括對
人體有害的禁藥殘留雞肉、有毒蜆
肉、冒牌臘味、調味料等，其中，
有奸商為增加口感，在製造龍蝦伊
麵過程中非法添加可致癌有毒防腐
劑「硼砂」，不少更已流入市內批
發市場，無處不在的黑心食品讓市
民人心惶惶。

日諜潛陝刺探二炮

日諜被指在中國活動猖獗，內地
傳媒披露，中國當局早前拘捕多名日
本間諜，其中一名日本籍疑犯甚至攜

測量設備，潛入陝西軍事要地，試圖
秘密測繪解放軍二炮基地和轟炸機工
廠。除了刺探軍事情報，日諜還大肆
搜集政治和經濟情報。

華軍艦赴亞丁灣護航 遭日機監視

赴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的中國海
軍第二十二批護航編隊，日前經大隅
海峽向西太平洋方向航行時，遭日本
P3C反潛機抵近監視；而在福建廈門
舉行的中日海洋事務磋商，雙方同意
早日就啟動海空聯絡機制進行協商，
惟日本防衞大臣中谷元昨揚言，不排
除派自衞隊赴南海巡航。

狂人特朗普全球圍攻

正爭取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億
萬富豪特朗普，發出「應禁止回教

徒入境美國」的言論後，惹來全球抨
擊。白宮直指特朗普無資格選總統，
共和黨人劃清界線，英國逾十三萬民
眾聯署要求禁止他入境，法國亦譴責
煽動仇恨。但特朗普卻斥批評他的人
「愚蠢」，更稱：「我毫不後悔。」

默克爾膺《時代》風雲人物

美國《時代》雜誌昨日公布本
年度風雲人物，德國總理默克爾當
選。《時代》表揚默克爾在處理歐
債危機、歐洲難民問題及烏克蘭危
機上，均發揮重要領導角色，因此
獲選為本年度風雲人物。

俄潛艇導彈射IS「首都」

俄羅斯本周對敍利亞的「伊斯蘭
國」（IS）目標發起新一輪密集攻

勢，並首次出動基洛級柴電潛艇，
從地中海發射巡航導彈，打擊二千
四百公里外的IS「首都」拉卡。俄
羅斯媒體稱，總統普京周二聆聽國
防部匯報戰況時表示，希望這些武
器將來不必裝上核彈頭。

塔利班襲阿富汗機場40死

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的機場大
樓於當地時間周二晚，遭到塔利班
武裝分子襲擊，徹夜衝突導致逾四
十人死亡。據當地官員稱，一批塔
利班武裝分子與士兵激烈駁火，雙
方通宵槍戰，死者包括平民、軍人
及武裝分子。當局昨晨稱已將武裝
分子全部殺死，但有市民稱，現場
仍能聽到槍聲及爆炸聲。

2100年前氣溫最多升兩度

「這份協議將會成為歷史的轉捩
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
）主席、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於本
港時間昨日傍晚宣布，接近二百個
與會國終就氣候問題，草擬出全球
首個最具代表性的《巴黎協議》。
與會國同意於二一○○年前，全球
平均溫度的升幅將不多於攝氏兩
度。惟有氣候專家質疑協議的真正
成效。

總理發言遭抱走 烏國會兩黨群毆

烏克蘭國會上周五出現議員群
毆，事緣總理亞採紐克發表演說
時，屬親總統「波羅申科聯盟」的
議員巴爾納（Oleh Barna）突然遞

上玫瑰，之後一手攬腰一手抓腹股
溝，強行抱走亞採紐克。這觸發兩
派議員混戰數分鐘，巴爾納之後被
趕出會議廳。

敍醫院外爆汽車彈22死

敍利亞中部城市霍姆斯昨日遭汽
車炸彈襲擊，一輛盛載大量炸藥的
汽車在醫院附近爆炸，造成至少廿
二人死七十傷，俄羅斯媒體形容是
恐襲。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美指福島核輻射量遠超公布

日本福島核災爆發至今近五年，
輻射繼續污染周邊土地及海洋。最
近一份來自美國當局的解密文件，
顯示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當日洩漏
的輻射量，遠超過外界所知，其中

福島核電站四號核反應堆的乏燃料
棒，已全數溶解。

北韓少女時代罷演 爆中朝暗鬥

北韓兩大知名文藝團體牡丹峰樂
團和功勳國家合唱團，原定昨晚起
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公演三天，但演
出突然被取消。其中有「北韓少女
時代」之稱的牡丹峰樂團日前高調
抵京，一眾女團員昨日卻行色匆匆
現身北京首都機場，趕乘北韓客機
回國。內地官媒昨深夜引述消息稱
因工作溝通問題而取消，但由於北
韓領袖金正恩早前宣布擁有氫彈，
導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外間紛推
測北韓「罷演」，顯示中朝關係再
陷低谷。

神盾級合肥號加入南海艦隊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解放軍高調
宣布最新一艘神盾級導彈驅逐艦列
入南海艦隊服役；中國外交部長王
毅則批評個別國家及域外勢力製造
南海緊張局勢，中方會通過與直接
當事國對話協商妥善處理爭議。

蔡英文再爆逃增值稅醜聞

民進黨主席兼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炒地醜聞持續燃燒，國民黨立委蔡
正元昨發文，指蔡除炒重劃地外，
還逃避增值稅，並嘲諷為蔡辯護人
士如同「豬一樣的隊友」。國民黨
主席兼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則表示，
希望蔡英文「把事情說清楚」，並
痛批民進黨「太習慣負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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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a Ng
伍  太

403-818-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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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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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mailto: dkwan@kramermazda.com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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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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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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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早/午餐   

星期日/一/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六   

西式美食       

亞洲美食 

海鮮美食

燒焗牛排 

11:00AM - 2:30PM

10:00AM - 2:30PM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1699
/位

$1699
/位

$1499
/位

$2499
/位

$3299
/位

$3299
/位

$2499
/位

$2499
/位

$3899
/位

$3899
/位

晚市
自助餐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R E S O R T  &  C A S I N O

‧本賭場內禮品店‧本賭場內禮品店 ‧致電 1-866-943-8849‧致電 1-866-943-8849

精美自助餐廳 精美自助餐廳 精美自助餐廳 

每日不同主題每日不同主題每日不同主題

‧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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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h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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