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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樂大賽百家樂大賽
4月26日晚上7:304月26日晚上7:30

頭獎︰免費拉斯維加斯專機雙人遊頭獎︰免費拉斯維加斯專機雙人遊
另有9個現金獎，請從速報名！另有9個現金獎，請從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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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白菜 雪裡紅

普蒂大督牌
醬油和醋好比牌米粉 幸福牌菜籽油

伊高牌布甸
連椰果/ 熊仔餅

呂宋芒茼蒿菜 大甜橙

海燕牌糯米

中國
富士蘋果 青豆仔 黃心蕃薯大蕃茄 無莖百加利 大紅椒

牡丹圓米
海燕牌
沙河粉

幸福牌
熟粟米

李錦記舊裝
特級蠔油/ 
純正芝麻油

海燕牌
鮮蝦燒賣

生猛
生蠔(中)

特級大老雞
新鮮
特級雞全翼 特級牛尾

特級
草羊粒連骨

新鮮
牛肉眼扒(原袋) 特級牛蹄

只限兩天

只限兩天

只限兩天

298迷你蜜柑

原箱
$2.59/磅

多款
口味

兩

過去一年半，美元走強或者說
日圓走軟刺激了日本投資者對
美國國債的需求，因為當投資
者將美元兌換回日圓時，能獲
得額外的匯兌收益。

但今年日圓大幅大漲，理論上
，這會削弱美國國債需求，但
其他因素卻令美國國債對海外
買家構成吸引力。

其中一個因素是收益率。目前
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在所有發達
經濟體中排名前列。

日本和歐洲國家央行採取的非

常規貨幣刺激措施導致負收益率國債越來
越多，增加了投資者獲得回報的難度。

這意味著，即使從歷史角度看美國國債收
益率處在非常低的水平，但是與德國、日
本、法國、瑞士和英國國債相比，美國國
債仍值得購買。近期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
率報1.7%。相比之下，10年期日本國債收
益率為-0.06%，10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為
0.09%。

這些因素的交叉影響對最近的資金流數據
造成了影響。CRT Capital的研究報告顯示
，截至4月1日當周，日本投資者賣出142
億美元外國中長期債券，此前一周為淨買

入104億美元。

不過，從2月和3月的整體情況看，日本投
資者對外國債券需求出現增長，所以現在
下結論可能為時過早。

巴克萊(Barclays)的數據顯示，截至週三
，美國國債今年整體回報率為3.4%；但按
日圓衡量的回報率為-5.4%。整體回報包
括債券價格的上漲和利息收入。

過去兩年日本投資者從投資美國債券中獲
利豐厚。巴克萊稱，2013年末至2015年末
期間，按日圓計價的美國國債投資整體回
報率為21%，按美元計算回報率為6%。

印度塔塔鋼鐵公司近日宣佈將從英國撤
資，由於其在英國鋼鐵行業佔據絕對份
額，一旦撤資將導致英國整個行業陷入
動盪甚至衰落。自1850年代，英國發明
家貝塞麥發明轉爐煉鋼法得以用低成本
大規模煉鋼之後，英國逐漸發展成為世
界鋼鐵中心，一個半世紀之後面對全面
遭受打擊的現實，雖有必然性，但也令
曾因工業革命崛起的英國頗受震動。
英國鋼鐵行業共計約1.8萬名從業者，
塔塔鋼鐵就貢獻1.5萬個工作崗位。自
去年7月以來，塔塔鋼鐵公司三次宣佈
裁員，總計劃裁撤近3000個工作崗位。
去年10月，英國第二大鋼鐵生產商泰國
SSI公司宣佈其雷德卡工廠將進行破產
清算，將造成2200個工作崗位喪失。另
一家主要的鋼鐵生產商卡帕羅工業的鋼
鐵部門也進入破產監管程序，將導致
1700個崗位損失。據報導，目前英國鋼
鐵行業有六分之一的人正在失業或存在

失業風險。
雖鋼鐵行業在英國就業中所占比重並不
算大，但鋼鐵是製造業的基礎，而製造
業占英國經濟產出的10%。鋼鐵生產部
門不斷關停勢必影響製造業生產，同時
也會對鋼鐵分銷、鋼鐵貿易、廢舊金屬
回收、金屬製品生產等相關行業工作崗
位產生影響。
英國鋼鐵行業的收縮並不是孤立現象，
這從多家鋼鐵企業宣佈裁員可見，同時
也並非短期現象。英國國內對於鋼鐵業
面臨的困境主要歸結於幾個方面，認為
既有週期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
從行業週期看，全球鋼鐵需求量已無法
回到2007年金融危機前水平。近年來，
全球鋼鐵需求量低迷不振，據相關統計
數據，2015年全球鋼鐵需求下滑1.7%，
2016年將下滑0.7%。因此，全球鋼鐵產
能過剩，均面臨供給側改革壓力。
從結構性原因來看，能源成本高企是高

耗能的鋼鐵業難以支
撐的一大原因。英國
鋼鐵生產商也譴責過
高的能源成本（包括
電價過高）及環保稅
增加其經營困境。同
時，政府為英國鋼鐵
行業應對氣候變化成
本提供的補貼落實太
慢。而歐盟對於政府
能給予特殊行業的支
持具有嚴格規定。
從行業發展趨勢來看
，英國鋼鐵業萎縮是
長期趨勢。鋼鐵業曾是英國經濟和出口
的主要貢獻部門。如今英國經濟已全面
轉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占
GDP逾70%的服務業。在1971年英國鋼鐵
產量的頂峰時期，該國鋼鐵行業就業人
數達32萬，而2014年降至1.8萬。其鋼

產量曾幾乎占到全球產量的半壁江山，
一度居於國際市場絕對主導地位，而
2015年英國鋼產量在全球占比不到1%。
英國一些鋼鐵企業為求生存發展，正被
迫向高端轉型。

英國鋼鐵業從輝煌走向衰落：六分之一的人正在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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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圓升值考驗日本投資者對美債的興趣

w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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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埠橋牌
東莞米粉

雞嘜去衣
開邊綠豆

海燕牌去頭
南美白對蝦

幸福比內牌
竹莢魚 海燕牌春卷

QP牌
日本沙律醬

珀寬牌
潮州沙茶醬

萬字牌
壽司/刺身
醬油

卡夫牌
原味芝士醬

豬頸骨

沙哥牌椰漿
亞來地牌
菠蘿蜜/ 荔枝糖水

秋菊牌椰子水
連肉/椰果嘉慶牌椰果

都樂牌
菠蘿汁

嘉慶牌
月桂葉

急凍去腸肚
多寶魚

幸福比內牌
籃子魚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海燕牌急凍
黃月鼠魚

海燕牌
有頭白蝦

三魚牌
魷魚筒

Anchor`s 
Bay牌青口肉

三魚牌
田雞腿

永美珍
牌酥皮蛋餅

幸福比內牌
木薯蓉

幸福牌
香茅碎

MW牌
毛豆莢／毛豆仁

2/500美味精選五花豬腩
肉片/特選梅花肉片

奶皇

紫薯

多款口味

Ocean Mama Headless
Greenland Turbot Fish

日圓上周曾創下一四年十月以來新高
，兌每美元高見107.67，市場一直認
為是避險情緒升溫令日圓走強。然而
，摩根士丹利指日圓強勢真正原因，
是經通脹調整後的十年期日債相對同
年期美債孳息更有吸引力，令資金流
入圓匯。投行界則預期，如果日央行
不作出干預，日圓有可能上望105水平
。
日圓年初至今已升值10.33%，由兌美
元報120.52大升至上周五的108.07。
雖然現時部分日本國債呈現負利率，
但大摩指，在調整通脹後，十年期日
本國債與美國國債的息差收窄，或吸
引資金流入日債令日圓走強。
然而，恒生投資服務有限公司首席分

析員溫灼培卻不同意，認為日本債息
回報難及美債，日圓強勢主因是避險
情緒主導。他指英國將於六月進行脫
歐公投，現時調查數據顯示，贊成及
反對的人數相若。
若果英國最終決定脫歐，倫敦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將受拖累，資產價格及
匯價下跌等憂慮，而且有可能被其他
歐洲國家效法，令市場避險情緒高漲
。
他估計，在英國舉行公投前，日圓將
維持強勢，除非日央行以貨幣寛鬆等
措施干預，否則日圓兌每美元可上望
105元。
另外，雖然日本政府發言人昨日強調
，G20會議未有說「不可以干預匯價」

，意味着日央行隨時出手壓日圓升勢
。
不過，有分析估計，在日圓兌每美元
在105水平以上時，日央行不會貿然出

手，美林美銀及野村預料央行會在日
圓升至105水平時才出手，大和及麥格
理則料日央行在匯價觸及100水平才會
干預。

俄羅斯衛星網報導稱，美國港口管理協
Amherst Pierpont Securities首席經濟
學家、3月最佳預測獎得主史蒂芬-斯坦
利(Stephen Stanley)表示，美聯儲主席
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對待加息過
於謹慎，等明年勞動力市場與通貨膨脹
出現過熱狀況時，她會後悔加息步伐太
慢。

斯坦利已經10次贏得MarketWatch的每月
預測大賽冠軍。他看好美國經濟，支持
鷹派貨幣政策。他認為，美國經濟狀況
比耶倫及其鴿派同僚預期的更加強勁。

斯坦利稱，美聯儲原本應該將現在的聯
邦基金基準利率提高到1%以上(目前為
0.25%至0.5%)。但他也認為，2016年美
聯儲加息不會超過兩次。他認為，到美

國經濟實現充分就業、通脹率突破2%目
標後，如此緩慢的加息步伐將使美聯儲
嚴重落後於美國經濟狀況。

斯坦利預測道，美聯儲將會被迫加快加
息步伐。他預計2017年美聯儲將加息5次
，2018年再加息5次，以使美國經濟不至
於極度過熱。他認為2017年底美國的通
脹率將達到3%。

斯坦利稱：“隨著庫存調整逐漸結束、
淨出口減少的趨勢減緩、以及原油與汽
油生產下滑帶來的拖累作用弱化，我認
為今年美國GDP增長將達到超過平均趨勢
的水平。勞動力市場只會變得越來越緊
張，工資增長速度將顯著提高。＂

耶倫曾表示，全球經濟與金融狀況脆弱
，對美國經濟構成了嚴重威脅，這就是

美聯儲採取緩慢加息立場的原因。但斯
坦利稱認為，耶倫的擔憂完全是過慮了
。

斯坦利稱，去年夏天到今年年初美國市
場與海外經濟體出現動盪，對美國實體
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他表示，美聯儲應

該“不要太糾結此事，繼續前行。＂

斯坦利稱：“從美聯儲12月加息行動中
得到的經驗是：只要溝通清晰、讓市場
做好準備，美聯儲就能進行平穩的加息
行動。＂

摩根士丹利：日債吸引熱錢撐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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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測專家：耶倫會為加息過慢後悔

w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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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啟　事

加拿大卡城中華協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桃李催春，金猴獻瑞。本會成立四十六周年暨新理事就職敬老聯歡宴會，經於三月十八日晚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酒家

舉行。當晚出席嘉賓包括有加拿大聯邦政府國會議員Kent Hehr的代表Chris Cohoe，省政府的代表Robert Scobel，中華

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高振廷副總領事及商海昕領事，卡城華埠各社團首長，本會創會元老、顧問及耆英長者共四百

多人，共同見證這個充滿喜悅，內容豐富多彩的盛典。

周仕柏會長和李相群副會長在致歡迎辭和致謝辭中，共同代表本會理事會熱烈歡欣各位嘉賓、社團首長、社會賢達，

在百忙中撥冗出席宴會。並感謝創會元老、顧問和各屆理事們的大力支持，群策群力和奉獻精神。特別是前會長呂四英，

為振興會務，日以繼夜，廢寢忘餐，凡事親力親為，工作效率高，各項活動在編排上十分出色，在華人社區裡得到了崇高

的讚譽，大家有目共睹，全場以最熱烈的掌聲表示衷心的感謝！

宴會取得圓滿成功，全賴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司儀譚迺堅的撐控自如，出色報幕，黃港富的音響特別靚麗，卡城太

極武術學院震撼全場的醒獅、精湛的中國武術及太極拳表演；趙莉舞蹈學校的師生們，傾力成功演出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

五彩繽紛的舞蹈；天才兒童 Adam Yee 自彈自唱多首中西經典名曲，獲得如雷掌聲。席間還有檯面禮物和現金抽獎，得

獎的幸運兒個個喜氣洋洋。東方、星島、88社區等報社和芳姐踴躍拍照並作圖文並茂的報導。宴會在一片歡樂和笑聲中圓

滿結束。承蒙各社團和善長熱心贊助經費，特此登報鳴謝！如有錯漏，敬請原諒，並致歉意！

卡城中華協會敬謝

2016年4月9日

佛學居士林　　　　　$500
華埠發展基金會　　　$400
加拿大世界華商全國總會　   $200
至孝篤親公所　　　　$200
余風采堂　　　　　　$200
五邑同鄉會　　　　　$150
卡城中樂推廣曲藝社　$150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150
卡城馬氏宗親會　　　$150
愛群基金會　　　　　$130
周仕柏　　　　　　　$100
呂四英　　　　　　　$100
余策源　　　　　　　$100
錢有金　　　　　　　$100
鄺日雄　　　　　　　$100
卡城李氏公所　　　　$100

卡城龍岡公所　　　　$100
卡城台山會館　　　　$100
惠安公會　　　　　　$100
卡城福建同鄉會　　　$100
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100
江浙上海聯誼會　　　$100
亞省越棉寮華人協會　$90
客屬崇正會　　　　　$90
亞省文娛協會　　　　$90
卡城太極武術院　　　$90
趙莉舞蹈學校　　　　$90
黃氏宗親會　　　　　$90
漢聲音樂社　　　　　$90
亞省華人社團聯會　　$90
卡城洪門民治黨　　　$90
卡城洪門達權社　　　$90

卡城文化社　　　　　$90
文化社中文學校　　　$90
海南同鄉會　　　　　$90
卡城華商會　　　　　$90
梁忠孝堂　　　　　　$90
潮州同鄉會　　　　　$90
永恆保險公司　　　　$90
加拿大中華醫藥聯合總會　     $90
慈樂堂中藥行　　　　$90
順德聯誼會　　　　　$90
鐵城崇義會　　　　　$90
華藝印刷公司　　　　$90
榮基中心護老院　　　$90
李新民夫人　　　　　$50
劉恭存　　　　　　　$50
江伯尚　　　　　　　$40

盧廣同　　　　　　　$40
李民新　　　　　　　$40
黃國樑　　　　　　　$30
鄭清蘭　　　　　　　$30
李相群　　　　　　　$20
李文傑　　　　　　　$20
司徒明　　　　　　　$20
關秋𤓖𤓖𤓖𤓖𤓖𤓖𤓖𤓖$20
葉秉三　　　　　　　$20
李陳舜儀　　　　　　$20
余治華　　　　　　　$20
富麗宮酒家餐券8張，每張$25
凌景彬餐券4張，每張$25
千奇店檯面獎40份

熱心社團和善長芳名如下：

排名不分先後，
如有錯漏，敬希見諒。

A+ MADE IN
CALGARY

免費估價電話 403-774-7202

節能門窗大特價節能門窗大特價可獲六五折優惠可獲六五折優惠
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

0% 貸款利率0% 貸款利率
免供款十二個月免供款十二個月
耆 英 折 扣 優 惠耆 英 折 扣 優 惠

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

www.windows-west.ca
歡迎光臨我們的陳列室參觀

#340 - 2880, 45 AVE SE CALGARY

價錢公道

品質上乘

服務完善

Unit E-G, 7210 5th St. SE Calgary T2H 2L9    www.clcabinets.ca
P: 403-717-0800 F: 403-717-0880 E: info@clcabinets.ca
六天營業：星期一至星期五 8am-6pm / 星期六 9am-4pm / 星期日及假期可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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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more Trail SE

N 

71 Ave SE

專營各款各類櫥櫃及櫃門
加拿大木料，獨立噴漆房

全 新 展 示 廳 ， 歡 迎 參 觀
查詢請電：Eliza手提 403-830-8049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祗要你肯造 就由你主導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James Tull
杜振邦

403-291-2626
3131 32 AVE NE, CALGARY, AB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www.windows-west.ca
www.clcabinets.ca
mailto: jamestull888@gmail.com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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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市 特 價 餐 單 周 末 深 宵 美 食 餐 單

星 期 一 晚

壽司卷
生　啤
米　酒

$5
（袛限堂食）

每款

星 期 二 晚

餃子 50¢
（袛限堂食）

每件

全新
推出
全新
推出
全新
推出
每
晚
不
同

每
晚
不
同

每
晚
不
同

特
價
美
食

特
價
美
食

特
價
美
食

女士
之夜 $16.95

（袛限堂食）晚餐
鐵板燒或壽司

$100
（袛限堂食）

每件

星 期 三 晚

星 期 四 晚

壽司
之夜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春 節 聯 歡 晚 宴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於4月9日（星期六）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酒家舉行本

年度春節聯歡晚宴，到場嘉賓300多人，特別嘉賓包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

高振廷副總領事，商海昕領事，市議員朱文祥先生，Ward Sutherland，Joe 
Magliocca 及各大社團首長等。

當晚大會由張雅麗及譚瑞林任司儀，晚會程序精彩緊湊，先由卡城白眉合勁

道武術醒獅會劉泉師傅率領醒獅揭開序幕，繼由龍岡親義公所主席劉惠燊致

歡迎辭，中國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高振廷先生，市議員朱文祥先生及法律顧問

寶文先生亦先後致賀辭，最後由公所英文秘書張達昌先生致謝辭，大會特別

安排精彩娛樂節目，包括魔術表演，卡拉ＯＫ歌唱表演及幸運大抽獎等，各

來賓皆樂而忘返。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www.zen8gr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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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省民責怪亞省新民主黨（Alberta NDP）

沒有為本省的經濟進展做計劃
現階段省政府日趨嚴重的問題是：應如何將經濟踏

上正軌！調查數據顯示出5份1投選亞省新民主黨的選
民亦沒有信心政黨能改善經濟狀況。

ThinkHQ/Metro 的獨家調查結果，63%被訪者認
為對亞省新民主黨沒有信心能改善經濟狀況；30%被
訪者則抱樂觀態度，認為政黨能改變亞省的經濟困境
。

這63%沒信心的被訪者包括：32%是亞省新民主黨
支持者，95%是亞省野玫瑰黨（Wildrose）支持者，
87%是亞省進步保守黨（Alberta PC）支持者。評委
小組從網上收到共1,331個省民意見，他們關注各種
政治的問題。

ThinkHQ 主席亨利（Marc Henry）認為數字詳細
說明，將會在4月14日提出的預算案是那麼的重要。

亨利說〝這個預算案對亞省新民主黨很重要，他們
需要保留2015年的黨員，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多亞省省民責怪政府沒有為亞省的經濟進展做計
劃。根據投票顯示51%人認為政府要為改善經濟狀況
負責任，另外45%人認為亞省NDP無需負此責任，4%
人不確定。

卡 城 大 學 政 治 學 助 理 教 授 湯 瑪 士 （ M e l a n e e 
Thomas）說〝economically ignorant對經濟的不
了解〞而把問題歸咎於省政府。

湯瑪士解釋說『任何人如果真正明白經濟狀況，若
能誠實的作答，答案會是〝我對政府沒有信心因為某
些事情〞或者〝我對政府沒有信心因為：我有我的支
持者〞又或者〝我對政府沒有信心因為：我明白全球
性經濟狀況〞』

亨利說〝不管怎樣，群眾都會把經濟問題歸咎於省
政府的〞。

這個網上調查，是用一個代表性而非抽樣調查，所
以誤差幅度是不可作準的。然而可能性的誤差幅度大
約是+/-2.7%，爭論點是19/20。根據加拿大統計數據
指出，結果會顯示出不同的性別、年齡及亞省各區的
居民。

Adverti 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 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 on. Off 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 ti 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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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 on ONLY

只限 save on foods 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04/15 - 04/21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699

ea Ginger  
生薑

129
特 價

lb 249
特 價

lbWhite Mushrooms
白蘑菇

Navel Oranges
大甜橙 特 價

.99 lb

Watermelon Organic Bananas
西瓜 有機香蕉

149
特 價

lb699
特 價

ea
特 價

.99 lbLarge Fuji Apples
富士蘋果

Chicken Wingett es Pork Belly Boneless
新鮮雞中翼 五花腩

387
特 價

lb
特 價
399

lb

Frozen Basa Fillets
急凍龍脷魚柳

129
特 價

100g
Selva Black Tiger
Shrimp 13/15
急凍去頭老虎蝦 特 價

ea1699

Oxtail
牛尾

799
特 價

lb

149
特 價

lbAsian Pear
豐水梨

www.bridgelandcrossings.com
http://www.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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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對任何人士都是一個大挑戰，無工作的人要找工作，有

工作的人又怕無工作，而某些公司因為要維持有足夠利潤，減

薪水兼縮減人手令有些在職人士做到叫苦連天，甚至有想轉行

的念頭。如果你想尋找一個更適合而穩定的職業，以下是你需

要留意的事項。

 工作機會將包括更多的津貼和福利  如果你被認為是公司的

主要「支柱」，經常全心全力工作，與雇主保持良好關係

，能提供卓越的客戶服務，有專業技能，加上有良好品格

。你又希望保留現時在公司的職務，但又想獲得公司認同

與獲取褔利，你大可與上司進行談判要求加薪或增多額外

的褔利，但今年的增幅不會太大。或是嘗試要求有彈性的

工作時間或額外休息時間，因為越來越多雇主願意提供靈

活性的工作時間，但如果你只是屬於平庸的一群，便要嘗

試了解你自己的行業與技能，盡力加倍用功成為公司的支

柱。

 社交媒體將被越來越多雇主使用 以往雇主只能依靠簡歷和

求職信了解求職者。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使僱主更容易地找

到有潛質與有實力的候選人，僱主或招聘公司除了依賴求

職者提交的簡歷和求職信，同時會查詢並研究申請者在綱

上已登記的求職簡介。所以無論你是否正在尋找工作，最

佳的辦法就是令自己在綱絡、人才社區或移動應用程序上

突圍而出，盡量讓自己曝光，令更多的僱主和招聘公司有

機會接觸你，更重要的是當他們用電子郵件或其他方法聯

絡你的時候，即使你不感興趣，也要有禮貌回覆。

 更多的工作將會被代替 其實任何工作不都是有價值的，尤

其是那份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做，工作變得有價值是某人能

夠將那份工作有效益和有效率地將它完成，歸根究底都是

要提高自己的增值能力，令別人更難代替自己的工作。所

以你可以參加一些綱上課程，不但便宜更可省卻時間。令

自己變得更有知識，更精通技術和更加純熟。

 更新員工推薦計畫 很多雇主會鼓勵員工參加「員工推薦計

畫」，以及開始向外延伸推薦獎金，如提供$100至$500給
員工尋找朋友和前僱員作公司僱員。隨著人才爭奪戰不斷

升溫，是時候跟你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聯絡一下。

 千禧一代將接管整個行業的就業機會 現在有些公司的管理

高層都是屬於千禧一代，就是Y世代的人，出生於21世紀

80年代初之間。

上面提到是未來前景的趨勢，而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

世界，所以要自己開始學習新技能，緊貼潮流，盡能力了解目

前各行業的走勢，現在就開始改革，祝各位求職者好運！

Beef Ball - 牛肉丸
Pork Ball - 豬肉丸
Chicken Ball - 雞肉丸
Deep Fried Ham - 煎豬肉粽
Vietnamese Ham - 越南豬肉粽
Shredded Pork Ham - 豬肉絲粽
Marinated Pork Patty - 越式肉餅
Boneless Pork Leg - 去骨豬腿
Head Cheese - 越式肴肉
Veg. Spring Rolls - 蔬菜春卷
Spring Rolls - 春卷

Pate - 肝醬
Sate Sauce - 沙爹醬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uffed Meat Lemongrass - 釀肉香茅
Cold Cut Meat - 冷切肉
Vietnamese Style Ham - 越式火腿肉
Uncooked Ham - 生火腿肉
Deep Fried Fish Paste - 炸魚餅
Steamed Crab Meat Pie - 蒸蟹肉餅
Squid Paste - 魷魚膏
Deep Fried Spring Rolls – 炸春卷

Beef　牛肉     $5.00

Chicken　雞肉    $5.00

Pork　豬肉     $5.00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越式肉餅 $5.00

Shredded Pork　豬肉絲   $4.50

Cold Cut　冷切肉    $5.00

Veggie　蔬菜    $4.50

越式
三文治

食物類

KIM CHAU CALGARY
3109-5 Ave. N.E.,
Calgary AB T2A 6C9
Tel: 403.452.8881

KIM CHAU VANCOUVER
1327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V 3E3
Tel: 604.255.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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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早/午餐   

星期一/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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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
/位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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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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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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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卡城市議會動議修訂華埠革新計劃以

來，引起華人社區部份華人不滿，因為市

議會未有作出詳細民意諮詢，很多卡城市

民都對此革新計劃不甚瞭解，令華人社區

甚為不滿，為求表達卡城市民應有的知情

權，多個社區團體發起「保衛華埠最終大

行動」，呼籲各界人士支持，先在4月10
日在卡城中華文化中心主辨了一個「One 

Love One Chinatown」行動，展現了中國

傳統文化，包括舞獅，街頭文娛表演及免

費參觀文化中心歷史博物館，讓卡城居民

可以體驗中國文化。

而在4月11日（星期一）早上，約近百人

齊集華埠， 大部份穿起紅色外衣整齊地步

往卡城市府大樓，以示支持是次行動，而

另有近百人包括來自愛城的華人亦自行抵

達市府大樓，齊齊聲援。今次保衛華埠的

行動在市政廳進行動議時，在絕大部份市

議員及各有關單位同意下，該發展計劃的

申請決定延期至本年12月才再審議以便有

足夠時間得到各方面的詳細評估及民意再

作審議。

卡城華埠重建發展計劃為諮詢更多民意 市府押後至年底再審議卡城華埠重建發展計劃為諮詢更多民意 市府押後至年底再審議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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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警強攻拘留所助大陸押走15台人

肯尼亞遣送兩岸電騙犯風波鬧大，
針對日前八名台籍疑犯據報在北京施
壓下被強行押送大陸，引發台灣輿論
哄動，大陸使館人員昨再行動，於
肯國警察威嚇開槍及施放催淚彈「幫
助」下，帶走十五名在拘留所抵抗的
台灣人。台外交部昨指陸方曾扮成「
台灣政府」人員騙人上機，直斥陸方
舉動不文明，已表示嚴正抗議。

巴西政局大亂

巴西國會彈劾委員會周一以三十
八票贊成、二十七票反對，通過彈
劾總統羅塞夫之建議，交由國會眾
議院全體決定是否彈劾。若眾院和
參院相繼表決通過彈劾羅塞夫，政
治亂局勢延至今夏，這意味着里約
熱內盧奧運會期間，羅塞夫或因停
職接受聆訊無法主持官方活動。

CIA特工線人 捲藏資風波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
的巴拿馬文件，愈揭愈多不為人知
的內情。德國《南德意志報》周二
再引述巴拿馬文件指，多個國家的
特工和線人，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的中間人，為掩飾情報活動
而使用被曝光文件的莫薩克•馮賽
卡律師行的服務。

白思豪站台失言 恐拖累希拉妮

美國總統提名戰開始進入關鍵決
勝階段，民主黨選情仍未明朗。參
選人桑德斯已在近日九場初選中連
贏八場，盡挫對手希拉妮的銳氣，
亦令本月十九日的紐約州一戰更形
重要。希拉妮日前在該州的籌款晚
宴上，獲紐約市長白思豪站台支
持，但對方講出帶種族歧視意味的
笑話，拖累希拉妮捱批。

「白衣炸彈男」供認擬恐襲歐國盃

比利時布魯塞爾恐襲中的「白衣
男」炸彈客阿布里尼，逃亡多時後
終在上周被捕。他向當局供稱原本
計劃在法國發動另一場恐襲，然而
最新消息指，他們的真正目標是在
今年六月舉行的歐洲國家盃足球賽
事期間施襲，發動另一次大屠殺。

德4.5萬人抗議華傾銷鋼材

德國城市杜伊斯堡周一有逾四萬五
千名工人罷工及示威，抗議中國向德
國傾銷鋼材，又反對歐盟修改環保法

例及企業整合。示威者表示，擔憂會
步英國鋼鐵工人後塵，飯碗不保。

敍料可重奪接壤土國邊境

俄羅斯軍方總參謀部中將魯德斯
基昨日表示，有近萬名努斯拉陣線的
恐怖分子，包圍敍利亞北部重鎮阿勒
頗。在俄軍的支援下，政府軍多次擊
退恐怖分子，料可重奪接壤土耳其邊
境地區的控制權。另外，俄羅斯空軍
一架Mi-28N武裝直升機於周二凌晨在
敍利亞城市霍姆斯附近墜毀，兩名機
師死亡，失事原因仍在調查。

拒提出申請 台料不入亞投行

台灣是否加入由大陸主導的亞投
行再現變數，針對亞投行行長金立群
宣稱台灣需通過大陸財政部，才能申
請加入，台灣的財政部長張盛和昨回
應，不需要接受「這種矮化申請入會
的做法」，沒必要哀求非加入不可。

華女生遭辱罵圍毆 法民眾袖手

法國巴黎一名中國留學生近日報稱
乘地鐵期間，遭五名陌生非裔及白人
男女辱罵並群毆，其他乘客卻袖手旁
觀，無人上前阻止。有學者認為，法
國近來成恐襲目標，加上經濟低迷，
當地有排外情緒發洩到華人身上。

霍金發中文微博 粉絲激增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上月在新浪開設認證微博
後，昨早發出第一條附有中文翻譯的
貼文，向內地網民問好，「粉絲」人
數在短短數分鐘內激增，至昨晚七時
為止，「粉絲」已逾一百三十萬人。

越菲擬南海建合作機制抗華

南海緊張局勢持續，越南與菲律賓
擬建海上合作機制對抗中國，越南海軍
蘇30戰機近日則高調飛越南海南威島宣
示主權，而日本亦介入攪局，日海上自
衞隊兩艘護衞艦，昨首次停靠接近南海
的越南金蘭灣。中國外交部昨回應指，
反對日越針對第三方合作。

G7聲明提南海 華召七公使抗議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會
議前日發聲明關注東海及南海爭議
後，中國外交部昨再批聲明是炒作
及挑起地區矛盾，官媒更斥聲明是
自娛自樂「外交秀」。據報中國外
交部昨傳召日本、德國等G7成員國
的駐華公使，轉達正式抗議書。

米蘭中行涉洗錢398億 意央行審查

中國銀行駐意大利米蘭分行早前
涉嫌洗黑錢，在二○○六至二○一○
年間將超過四十五億歐元非法匯到中
國。據報意大利央行日前已派員到中
行多間辦事處進行審查。中行事後證
實此事，但強調審查是例行程序。

肯國受壓 涉電騙八台人遣送大陸

廿三名台灣人早前在非洲肯尼亞涉
嫌電訊詐騙被判無罪釋放，卻遭肯尼亞
無理扣留，其中八人更被強行遣送大
陸。台灣的外交部表示嚴正抗議，指陸
方嚴重侵害基本人權，要求大陸立刻將
八人送返台灣。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施惠
芬亦稱，上周五已向陸方提出抗議，正
在了解八人身在大陸何處。

台移民美軍機師涉諜受查

一名來自台灣的林姓美國海軍機
師（Edward C. Lin），據報涉嫌將
美軍的機密情報文件交給外國政府，
但未知是台灣還是大陸，被控從事間
諜活動、偽造文書、傳遞國防機密等
罪，同時被控通姦、召妓等罪名，該
案件上周五展開聽證調查。

朝特工巨頭變節投韓

南韓國防部昨日證實，負責對韓特
務工作、北韓偵察總局一名大校，去年
已投奔南韓。該名大校的職務級別相當
於北韓人民軍的二星中將，是軍銜最高
的脫北者。分析指，北韓精英階層紛紛
脫北，顯示統治根基有動搖迹象。另有
分析指，南韓罕有公布消息，是執政黨
欲在明日國會選舉前爭取支持。

克里廣島獻花 G7閉幕暗批中國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會議，
周日在日本廣島市揭幕。美國國務卿克
里成為歷來到訪當地的最高級別美國官
員，他強調此行是強化美日關係，但未
就二戰美國在廣島投下原子彈道歉。會
議昨日閉幕，除發表《廣島宣言》，呼
籲全球無核化，還發表一份《海洋安全
聲明》，反對以填海造地方式改變南海
現狀，矛頭暗指中國。

FBI局長被批雙重標準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高
銘，上周三自爆會以膠紙遮蓋手提
電腦的鏡頭，以保護私隱。網民隨
即批評他雙重標準，一方面下令FBI
要求蘋果公司為iPhone解鎖，另一
方面就緊張自己的私隱。

印賀節煙花炸廟110死500傷

印度南部喀拉拉特邦數千民眾為慶祝
宗教節日，於當地時間周日凌晨湧往一座
印度教廟宇觀賞煙火，豈料突然發生爆炸
起火，造成至少一百一十人死亡，超過五
百人受傷，殘肢滿地。爆炸威力強大，不
但摧毀整座廟宇，方圓一百米的房屋窗戶
亦被震碎。慘劇緣於有人在廟內非法放煙
花，警方已循刑事方向調查。

恐襲陰霾下 威廉夫婦訪孟買 保安未加強

英國威廉王子與夫人凱瑟琳昨日飛
抵印度孟買，展開為期一周的訪問。他
們今次行程緊密，將停留孟買、德里及
鄰國不丹，探訪印度貧民窟兒童，及與
印度影星及商界會面。雖然印度警方早
前發出恐襲警告，指有恐怖分子謀襲孟
買，但保安未見有明顯加強。

卡梅倫愈描愈黑 再添避稅疑竇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巴
拿馬文件」外洩風暴，令英國首相卡
梅倫捲入避稅風波。首相府前日罕有
公開卡梅倫過去七年的稅務紀錄，欲
釐清自己沒避稅，卻引來更多疑竇。
英媒指出，紀錄顯示卡梅倫曾獲母親
轉帳共二十萬英鎊，被指因而免卻在
其父死後要繳付的八萬鎊遺產稅。

桑德斯八勝希拉妮

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參選人桑德斯及
希拉妮，近日全力在紐約州拉票，備戰本
月十九日在該州舉行的提名戰。前日懷俄
明州民主黨黨團會議亦有結果，桑德斯壓
倒希拉妮勝出，這已是他在最近九場選戰
中連續第八次勝選，聲勢大振。

美軍B-52部署卡塔爾準備空襲IS

美國加強空襲在伊拉克及敍利亞
的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
，前日派出至少兩架B-52戰略轟炸
機，部署卡塔爾準備空襲IS。這是美
軍首次出動B-52對付IS，更是它自一
九九○年波斯灣戰爭後，廿六年來首
次再在中東部署。

華南惡劣天氣 癱陸空

內地南部省市自前晚起持續受強
降雨影響，部分地區更出現雷雨、冰
雹等惡劣氣象，導致多個機場出現大
規模航班延誤。深圳寶安機場昨日至
少八十航班受影響，成都雙流機場亦
有逾萬名旅客一度滯留。廣西柳州出
現狂風雷暴，市內兩縣天降冰雹，最
大的冰雹比雞蛋還要大。

4月13日 (星期三) 4月12日 (星期二) 4月1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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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取消訪華 南海火上加油

南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升溫，美方突
然叫停中美雙邊軍事交流。美媒引述消
息披露，原定本月到訪北京的美國國防
部長卡特已取消訪華計劃，但會繼續其
前往菲律賓和印度，被指是針對中國的
訪問行程。有分析指，在美國軍艦近日
將硬闖南海中國人造島礁十二海里水域
巡航之際，卡特此舉顯示，中美南海角
力升級，衝突或「一觸即發」。

華新雷達投用 可識破隱形機

中美就防空識別區爭議不斷，內
地軍媒近日罕有披露，國防科大花費
廿二年時間研製出可識破「戰場偽
裝」的新型偵察雷達。有分析指，這
款高分辨率毫米波成像雷達所用的技
術，甚至具備探測隱形戰機的能力。

韓設薩德導彈 卡特：與華無關

中國多次表示反對美方在南韓部
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THAAD），指
其雷達波覆蓋中國大片領土，危害中
國國家安全。惟美國國防部長卡特上
周五直言，美將無視中國反對，按計
劃如期部署。

巴黎恐襲 白衣男被捕片段曝光

比利時警方日前公布，已在布魯
塞爾拘捕巴黎連環恐襲摩洛哥裔疑犯
阿布里尼，控以恐怖襲擊殺人罪，亦
懷疑他是曾在布魯塞爾機場出現的恐
襲疑犯「白衣男」。今次行動揭露，
部分恐襲疑犯在巴黎恐襲後，再在布
魯塞爾下手，比利時政府卻未能阻
止，備受批評。 

捲巴拿馬風波 卡梅倫再認錯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披
露的「巴拿馬文件」，日前揭出英
國首相卡梅倫的亡父生前開設離岸
公司。卡梅倫昨日再認錯，承認今
次風波可以處理得更好，並向黨員
說：「怪我吧！」（Blame me！）

IS釋敍水泥廠170人質

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東北部杜邁爾
鎮一間水泥廠，逾三百名員工周三被極
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挾持。
有媒體曾引述未經證實的消息指，當中
一百七十五名人質已被屠殺，但後來撤
回報道，表示報道是「錯判」及「未經
證實」。有敍利亞人權監察組織前日
稱，鎮政府人員成功與IS達成協議，釋
放一百七十名人質。

卡梅倫拜相前急沽股陷誠信危機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周
日披露「巴拿馬文件」，揭出英國
首相卡梅倫的亡父生前開設離岸公
司，有避稅之嫌。卡梅倫四度發聲
明否認擁有股份或從中獲利。然而
在事件發酵四日後，卡梅倫改口承
認就任首相前擁有股份，將之出售
後獲利約廿萬港元。卡梅倫「唧牙
膏」式交代事件，勢陷入誠信危
機，並影響六月的留歐公投。有議
員要求卡梅倫考慮辭職。

昂山將釋所有政治犯

剛成為緬甸政府國家顧問的昂
山淑姬，周四宣布政府將會在兩周
內，釋放所有在囚政治犯。昂山淑
姬稱，釋放政治犯是政府的工作重
點。昂山宣布後，緬甸法院昨立即
宣布釋放六十九名在囚學生。

IS屠殺敍175人質

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東北部杜
邁爾鎮（Dumeir）一間水泥工廠，
周一遭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攻擊，逾三百名員工被挾
持。俄羅斯媒體昨引述消息指，當
中一百七十五名人質已被屠殺。分
析指，IS佔領水泥廠，是要報復古
城巴爾米拉（Palmyra）被政府軍奪
回。

圖殺金正恩 華刺客傳被捕

北韓勞動黨將於下月初舉行第
七次黨大會，有日本傳媒周四報道
指，兩名刺客打算在北韓境內刺殺
領袖金正恩，但最終被守衞拘捕。
此外，周四有十三名在國外餐館工
作的北韓人，因對國家制度失望而
投奔南韓。

藥企排污入河貴陽食水災難

在貴州貴陽清鎮市紅楓湖鎮蘆荻
哨村，河水及村內池塘被污染，大量
魚蝦死亡。經當局檢測，污染與鄰市
的安順市夏雲工業園區內企業排污有
關。工業園其中一間製藥廠，污水超
標三百四十三倍。該廠涉無視環保法
規，在污水處理廠未投產情況下，違
法排污。該村接近供應貴陽市食水的
紅楓湖水庫，該村水源受污，貴陽市
飲水安全恐受到威脅。污染事件擾攘
近兩個月，當局在事件被傳媒曝光
後，於昨日宣布涉事企業停業整改。

阿根廷總統涉事 反對派促徹查

冰島總理根拿格臣因涉及巴拿馬
文件醜聞而被迫下台，由農業部長
約翰松正式接任總理一職。另外，
阿根廷總統馬克里亦捲入今次風
波，反對派議員要求法院展開正式
調查。

避稅天堂藏資風波席捲毛澤東胡耀邦家族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昨日
凌晨，發表有關中國現任、前任或已
故的最高層領導人親屬涉及「避稅天
堂」的最新報道，當中涉及離岸公司
活動的領導人親屬名單，與已故中共
領導人毛澤東、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胡
耀邦、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現任政
治局常委張高麗、劉雲山有關。

海軍主力 徐州號險爆炸

解放軍新一代054A型導彈護衞艦
「徐州號」險生爆炸事故。隸屬東
海艦隊的「徐州號」上月在東海完
成軍演返航中，主機房突生意外，
油管破裂冒煙且不斷噴出大量霧狀
柴油，一旦油霧滲入上方的排煙
管，隨時會引發爆炸，幸值班士官
兵及時發覺緊急關停主機，才令艦
上百多人員得以脫險。

美菲軍演 新火箭射程覆蓋南海

中美於南海角力之際，美軍在美
菲聯合軍演中試射「高機動火箭系
統」（HIMARS）。菲方發言人稱，軍
演首日美軍以該系統發射六枚火箭。
據了解，該系統若配合戰術彈道導
彈（ATACMS），射程可達南海部分島
礁，包括中國聲稱具主權的島礁。

永暑礁設施曝光 完善如城市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中國繼續
在南海島礁建設。有內地軍事論壇
披露永暑礁最近的衞星照片，顯示
永暑礁上的設施日漸完備，島礁已
建成住宅區、運動設施、港口和機
場，儼如一個小城市。

特朗普反華 女賣「中國製造」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參選人
特朗普，多次批評美國品牌在中國
製造產品，是剝奪美國人就業的機
會。但當局近日揭發其愛女伊萬卡
旗下品牌的廉價圍巾，不但是中國
製造，而且過於易燃，必須回收。
父女倆齊齊被揭靠中國製造賺錢，
勢對選情失利的特朗普再造成打擊。

假大學誘捕呃簽證

美國不時爆出有假大學助外國學
生騙取簽證的醜聞，為引出犯罪分
子，國土安全部與海關攜手合作，
精心花兩年半時間建立一間虛構大
學。學校設有官方地址及facebook專
頁等，但實際上沒有校舍及講師。
當局其後於周二收網，拘捕並起訴
了廿一人，當中十一人是華人。

威州提名戰 希拉妮特朗普同敗北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周二在威斯康
辛州，分別舉行總統提名戰。兩黨領
先的參選人特朗普及希拉妮均失利，
敗給對手克魯茲及桑德斯。特朗普近
日多番失言，形勢告急，克魯茲更形
容今次是共和黨提名戰的轉捩點。希
拉妮則連答謝會都沒出席，搶先到本
月十九日才舉行初選的紐約州拉票。

國際足協新會長捲避稅醜聞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揭
露「巴拿馬文件」，冰島總理根拿
格臣成為第一個中箭下台的領袖，
撼動當地政局。事件牽涉的政要名
人愈揭愈多，最新一位是國際足協
（FIFA）新任會長恩法天奴。

威廉訪印前響恐襲警告

英國劍橋公爵威廉王子及夫人凱
瑟琳，將於本月十日（下周日）到
訪印度。但印度警方周三發出恐襲
警告，稱收到消息指有三名恐怖分
子由巴基斯坦進入印度，並帶有槍
械及自殺式炸彈腰帶，密謀恐襲孟
買、新德里及果亞等旅遊熱點，而
孟買更是威廉夫婦到訪的首站。

IS短片謀襲擊倫敦羅馬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最近在伊拉克及敍利亞接連
失利，但IS周一發放最新片段，威
脅要襲擊英國倫敦、德國柏林及意
大利羅馬等歐洲主要大城市，更模
擬巴黎艾菲爾鐵塔倒下的畫面。

日本戰機鹿兒島上空失蹤

日本防衞省透露，空中自衞隊一
架U-125飛機，於當地時間昨午約二
時半，在鹿兒島縣上空飛行期間從
雷達上消失，機上六人情況未明。
飛機由鹿兒島縣一個基地起飛，但
在飛行途中，於距離基地以北約十
一公里的地方失去聯絡，空中自衞
隊等正派遣直升機展開搜索。

4月10日 (星期日) 4月9日 (星期六) 4月8日 (星期五) 4月7日 (星期四)

www.tntsuper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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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 LIVING WITH
LOW BACK PAIN

幾乎人人都會出現腰痛的時候。好在通過一些基本的自我護理，大部分腰痛
在幾天或幾週後會消失。自我護理方法包括急救、自我按摩、熱敷或者冰敷。

•腰痛急救　　•自我按摩　　•通過熱敷或冰敷減輕腰痛

基本的自我護理還可以有助預防再次發生腰部問題。

一位男士的故事：

“一些人很快會好轉，另一些人過很久才好轉。這是我的經驗。如果您腰
痛，做您能做的護理工作，但不要太著急。情況總會好轉的。”—Jack

輕鬆回到日常活動中 (Ease back into your daily activities)
一些人擔心行動過多會導致疼痛加重。過去，人們躺在床上，認為這樣會對

腰部好轉有幫助。如今專家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回到日常活動中對腰部很有
好處，只要避免會加重疼痛的活動即可。 

•在疼痛出現的頭一天或頭兩天，放輕鬆。但要盡快回到您正常的日常生活
和活動中。 

•運動可幫助您的肌肉保持強壯。長時間躺下可能讓問題更嚴重。 

•如果您是運動員，重返活動時要小心。選擇一種影響較小的運動，直到疼
痛得以控制。 

避免或改變引起疼痛的活動 (Avoid or change activities that cause pain)
•盡量避免彎腰、抬起或舉高。這些動作會對您的腰背部產生額外的壓力。 

•當您平坐時，在背部彎曲的地方放一個小枕頭、捲起的毛巾或弧形腰部靠
墊來提供額外的支撐。 

•當您刷牙時，將一隻腳放在凳子上。 

•不要穿高跟鞋。穿低跟鞋。

•嘗試不同的睡眠姿勢。 

。如果您側躺睡眠，嘗試在兩膝之間放一個小枕頭。

。如果您平躺睡眠，在兩膝下方放一個小枕頭。

。您也可以嘗試將小毛巾捲起並用它來支撐腰部。

注意您的人體力學和姿勢 (Pay attention to your body mechanics and posture)
人體力學是您運用身體的方式。姿勢是您平坐或站立的方式。 

•為防止再次發生腰痛，您需要在提重物時格外小心。當您不得不提物體時
，彎曲膝蓋並從臀部彎曲。不要讓脊柱猛烈彎曲。 

•無論在平坐還是在站立時，都需要考慮到自己的姿勢。僅僅是猛烈彎曲或
彎腰駝背可能不會引起腰痛。但在腰背部受力或受傷後，不良的姿勢可能
會加重疼痛。 “良好的姿勢”總體上是指您的耳朵、肩膀和臀部在一條
直線上。如果這種姿勢引起疼痛，您可能有其他情況，例如椎間盤或背部
其他骨骼有問題。 

伸展和強化您的背部 (Stretch and strengthen your back)
當您不再感到劇烈疼痛時，您可以針對腹部、背部和腿部進行一些舒緩的強

化運動，也可以進行一些伸展運動。運動不僅有助於減輕腰痛，還可以幫助您更
加快速地恢復健康，防止背部再次受傷，並降低背部疼痛致殘風險。

走路是最簡單的運動方式，也是對腰部最有益的運動方式。為了幫助您的背
部肌肉變得更強壯，您的醫生或理療師可能會推荐一些更加具體的運動。其中可
能包括一系列的簡單運動，我們將其稱為核心穩定運動。您的軀幹（或核心）的
肌肉支撐著您的脊柱。強化這些肌肉可以改善您的姿勢，讓身體更好地保持平衡

，並可減少受傷機率。  

一位男士的故事： 

“我發現您需要做的事情是:盡你所能。”—Robert
正視壓力 (Take care of stress)

壓力和腰痛可能引起惡性循環。您在腰痛後開始擔心您的病情。這會產生壓
力，之後您的腰部肌肉開始緊張。肌肉緊張讓您的腰痛更加嚴重，於是您更加擔
心，這樣又導致腰痛更加嚴重……周而復始。

有許多方式可以讓您放鬆。 

一位女士的故事：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我的時間太少。這就意味著壓力。當我開始
有壓力，我的腰部開始疼痛。在我意識到這一點之前，我的腰部已經
痛得讓我尖叫。”—Cathy

控制您的體重 (Manage your weight)
多餘的體重，尤其是腰部周圍的重量，可能會給您的腰部帶來壓力。如果您

要達到健康的體重並持續保持這一體重，改變生活方式比節食更有效。

以下三個步驟可達到健康體重： 

•健康飲食: 

。您可能被誘惑對飲食進行徹底調整併改變您所有的飲食習慣。但是，
如果您一次只選擇 一種飲食習慣並持之以恆，您成功維持這些改變
的概率會更高。

。補充足夠的鈣和維生素D 可以幫助預防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可能引
起壓縮骨折和腰痛。 

•運動:嘗試讓體育活動成為您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同刷牙一樣。從小事做
起，日積月累。適當運動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是安全的，但最好在開始一項
運動計劃之前告訴您的醫生。

•改變您的想法︰我們的想法與我們的感受和做法有很大關係。如果您能夠
阻止大腦告訴您令人沮喪的事情，而讓它開始鼓勵您，您可能會驚奇地發
現，您會變得如此健康- 身心健康。 

戒菸 (Quit smoking)
吸煙的人在受傷（不僅僅是腰痛）後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痊癒。如果您停止

吸煙，您可能很快就覺得有所好轉。與不吸煙的人相比，吸煙的人還更可能感到
腰痛。這是因為，尼古丁和煙裡的其他毒素會阻止椎間盤從血液裡吸收其需要的
所有營養成份，這樣會使椎間盤更容易受傷。這些椎間盤用於支撐您脊柱裡的骨
骼。椎間盤受傷可能引起腰痛。吸煙也會增加骨質疏鬆（骨質疏鬆症）的風險。

有關全天候護士建議和一般健康信息，請致電8-1-1 諮詢健康熱線。

資料來源：www. myhealth.alberta.ca
內容由Healthwise, Inc. © 授權，不可替代健康服務提供者或其他健康專業人士

的醫護建議。請務必向您的健康專業人士諮詢醫療診斷和護理事宜。 
亞省醫療服務局推出了亞省健康生活計劃(Alberta Healthy Living Program)，其

中涉及患者教育、具體疾病和健康生活教育、指導鍛煉計劃和自我管理工作坊，
支持英語、中文粵語和中文普通話、北印度語和旁遮普語。有關更多信息，請上
網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cdmcalgaryzone.asp，或致電403-943-2584（英語
）、403-955-6857（中文粵語和中文普通話）或 403-955-6856（北印度語和旁遮
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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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方

商
業
分
類

廣
告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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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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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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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
月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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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六
個
月
 (26

期
)  $29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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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一
年

 
(52

期
)  $560+G

ST / 每
個

營業時間：每日10am -8pm
大量拖鞋、涼鞋、童鞋、

男女高級運動鞋，清倉大

減價 $1.99 -  $9.99
招聘：包菜女工

報稅：梁先生  403.617.3238

餐館特價批發
Nila White Shrimp 31/40Ox Head

Jasmine Rice

牛頭牌香米 妮娜白蝦

$39.99/bag $24.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7.99/box

紅雙喜百加利  $26.00/box

青蔥    $23.00/box

紅蘿蔔   $16.00/box

馬蹄片   $29.00/box

Apr 15 - Apr 21

大藍鳥甜橙百利芥蘭豐水梨上海白菜中國富士蘋果

大芋頭白油桃南瓜加州大甜橙青蔥

梅林午餐肉Wake-up盒裝咖啡泰國美極醬油莊家方塊酥金燕東莞米粉

Komal煉奶火鍋爐氣ARD糖水菠蘿蜜李錦記錦珍蠔油

海太郎蜆肉海威鯪魚大信傳統豆腐蓮香紅薯粉絲六福草菇粒

妮娜白蝦海威大墨魚紐西蘭青口海威熟基圍蝦全美各種水餃

Blue Jay OrangesGai LanBrown PearShanghai Bok ChoyChinese Fuji Apples

Large Taro RootNectarineKabocha SquashCalifornia OrangeGreen Onion

Maling Luncheon MeatWake-up 3-in-1 Coff ee BoxMaggi Soy SeasoningChuang’s Square CookiesGolden Swallow Rice Vermicelli

Komal Condensed SweetenerButane GasARD Jackfruit in SyrupLKK Oyster Flavored Sauce

Black Tie Frozen Clam MeatSearay Dacefi sh (Cleaned)DSI Fresh TofuLX Sweet Potato VermicelliSF Straw Mushroom Whole

41 / 50 Nila White ShrimpSearay Cutt lefi sh SeicheGreenshell MusselsSearay Frozen Cooked ShrimpO’tasty Dumplings

$1.19/lb
$0.99/lb

$1.09/lb
$1.49/lb

$0.89/lb

$0.49/ea
$0.69/lb

$0.79/lb
$1.29/lb

$0.89/lb

$0.89/ea
$3.69/ea

$2.69/ea
$3.19/box

$3.39/ea

$1.39/ea
$1.79/ea

$0.79/ea
$4.99/pack

$1.39/ea
$0.99/ea

$2.09/ea
$3.49/lb

3/$12.49 $6.99/box
$5.19/ea

$4.49/lb
$22.99/box

大信迷你油泡
DSI Small Bean Ball

$2.19/ea

招租：本超市店面即

將擴建，現有600呎空

間，可作BBQ(燒烤店)

，有意者請親臨面洽。

$1.69/ea

$3.49/ea

三象生粉
粘米粉
糯米粉
Erawan Tapioca Starch / Rice Flour / Gluti nous Rice Flour

$0.89/ea
$0.99/ea

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cdmcalgaryzo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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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省政府認證專員

陳 桂 芳 Joyce Chan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翻譯及公證：

◆ 一切法律訴訟文件（民事、刑事、移民及司法事項）；◆ 駕駛執照、出生証、結婚証、離婚証或協議書，醫療診斷書；

◆ 學歷文件； ◆ 單身證明公證； ◆ 產權証；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www.decoblindshades.com    403-6148297 (英語) / 403-8697572 (國語) 

1064 Panamount Blvd NW, Calgary  (樣品屋地址，敬請預約參觀) 

物美價廉的韓國百葉窗簾

免費估價及安裝

＊質料上乘＊款式新穎

華人文化社猴年新春敬老文藝晚宴
卡城華人文化社於4月8日（星期五）晚上假座華
埠富麗宮海鮮酒家舉行猴年新春敬老文藝晚宴，約
有300人出席，特別嘉賓包括亞省省議員 Mr. Irfan 
Sabir、Mr. Graham Sucha及 Mr. Prasad Panda，
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先生、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高振廷
副總領事及社團首長等。

當晚先由精武體育會醒獅表演揭開序幕，隨即奏出
加拿大及中國國歌。大會先由文化社會長謝其正先
生致歡迎辭，繼而由各特別嘉賓致賀辭及副會長潘
建宜先生致謝辭。

晚宴期間，有多項精彩文娛節目助慶，包括國樂演
奏，歌唱，舞蹈及互動遊戲等，同時更有幸運大抽
獎，各來賓皆盡興而返。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營業時間：每日10am -8pm
大量拖鞋、涼鞋、童鞋、

男女高級運動鞋，清倉大

減價 $1.99 -  $9.99
招聘：包菜女工

報稅：梁先生  403.617.3238

餐館特價批發
Nila White Shrimp 31/40Ox Head

Jasmine Rice

牛頭牌香米 妮娜白蝦

$39.99/bag $24.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7.99/box

紅雙喜百加利  $26.00/box

青蔥    $23.00/box

紅蘿蔔   $16.00/box

馬蹄片   $29.00/box

Apr 15 - Apr 21

大藍鳥甜橙百利芥蘭豐水梨上海白菜中國富士蘋果

大芋頭白油桃南瓜加州大甜橙青蔥

梅林午餐肉Wake-up盒裝咖啡泰國美極醬油莊家方塊酥金燕東莞米粉

Komal煉奶火鍋爐氣ARD糖水菠蘿蜜李錦記錦珍蠔油

海太郎蜆肉海威鯪魚大信傳統豆腐蓮香紅薯粉絲六福草菇粒

妮娜白蝦海威大墨魚紐西蘭青口海威熟基圍蝦全美各種水餃

Blue Jay OrangesGai LanBrown PearShanghai Bok ChoyChinese Fuji Apples

Large Taro RootNectarineKabocha SquashCalifornia OrangeGreen Onion

Maling Luncheon MeatWake-up 3-in-1 Coff ee BoxMaggi Soy SeasoningChuang’s Square CookiesGolden Swallow Rice Vermicelli

Komal Condensed SweetenerButane GasARD Jackfruit in SyrupLKK Oyster Flavored Sauce

Black Tie Frozen Clam MeatSearay Dacefi sh (Cleaned)DSI Fresh TofuLX Sweet Potato VermicelliSF Straw Mushroom Whole

41 / 50 Nila White ShrimpSearay Cutt lefi sh SeicheGreenshell MusselsSearay Frozen Cooked ShrimpO’tasty Dumplings

$1.19/lb
$0.99/lb

$1.09/lb
$1.49/lb

$0.89/lb

$0.49/ea
$0.69/lb

$0.79/lb
$1.29/lb

$0.89/lb

$0.89/ea
$3.69/ea

$2.69/ea
$3.19/box

$3.39/ea

$1.39/ea
$1.79/ea

$0.79/ea
$4.99/pack

$1.39/ea
$0.99/ea

$2.09/ea
$3.49/lb

3/$12.49 $6.99/box
$5.19/ea

$4.49/lb
$22.99/box

大信迷你油泡
DSI Small Bean Ball

$2.19/ea

招租：本超市店面即

將擴建，現有600呎空

間，可作BBQ(燒烤店)

，有意者請親臨面洽。

$1.69/ea

$3.49/ea

三象生粉
粘米粉
糯米粉
Erawan Tapioca Starch / Rice Flour / Gluti nous Rice Flour

$0.89/ea
$0.99/ea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www.decoblindshades.com
https://www.facebook.com/MingWei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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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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T 新 校 徽 迎 接 百 年 紀 念
有近百年歷史的南亞省理工學院(SAIT)由本月

初二起開始使用新校徽去迎接學院進入第二個

世紀。　

新校為5個連在一起的Ｓ型，象徵人與人關係

的連繫，就像學院本身的精神，也代表創造無

限可能。中間的「星」形代表一個「結」，代

表該學院充滿熱誠務求做到最好。

紅藍色則代表各方校友們，象徵多元化，適應

力及勇於創新的精神。除了慶祝百週年外，改

校徽的目的為刪去「理工」的名字。

SAIT學院主席及執行長Dr. David Ross說〝當我們踏入新紀元，新的校

徽代表了學院在社區及至全球性的過去與未來的關係〞。

學院的市場總監Carol Rogalski 表示

超過四千人為新校徽作出貢獻。『絕大

部份人都已知道這是一家理工學院，因

此接納各方意見把「理工學院」的字眼

刪除』。

新校徽會逐漸取代舊徽。當現存舊校徽

的物品用完後就完成了它的使命，過程

需時約2至3年。

ANGEL JASMINE RICE 
2016 NEW CROP NEW ARRIVAL

329199329189349

199279139299199

299159449449119

299249549139199

399239119249199

119279119299299

GM 調味汁LA 素上湯REGENT蛋糕OK KING小食SC小蛋糕

UFC 椰果KHS 甜醬油王梨標白醋AA-1沙丁魚王梨標醬油

SF 豆瓣醬雞嘜竹筍鹹蝦醬PANTAI 竹筍TC 椰子汁

龍宏鹹菜筍枝竹NORI 海苔雞嘜罐頭芒果MT 多用途醬

HN蕎麥麵MDS 豆漿晶大象牌沙河粉WK 蒸餅粉ZJ 彩色蝦片

VT粉粽粉米WFY珍珠粉圓SUPER 福壽麵ASSI 韓國烙餅粉HL雪白冰皮

GM SEASONING SAUCE LA VEGETABLE BROTHREGENT CHOCOLATE & MOCHA CAKE OK KING SNACKS SC PANDAN CUPPKEYK

UFC PINEAPPLE NATA COCOKHS SWEET SOY SAUCE MARCA PINA SUKANG PUTI AA-1 SARDINES MARCA PINA SOY SAUCE 

SF SOY BEAN PASTE COCK BAMBOO SHOOT HALFSHRIMP SAUCE MAM TOM BACKPANTAI BAMBOO 3 TASTETHAI COCO COCONUT JUICE 

LONG HOME GREEN MUSTARD DRIED BEAN CURD STICK NORI GREEN ROASTED SEAWEED CK MANGO SLICE IN SYRUPMT ALL PURPOSE SAUCE 

HN MEIN DONG VERMICELLI MDS SOYBEAN DRINK GE RICE STICK WK HOT CAKE CREAMY CLASSICZJ DRY COLOR SHRIMP CHIP 

VT BOT BANH GIO WFY BLACK TAPIOCA SUPER PANCIT CANTON ASSI VEGETABLE PANCAKE MIX HANH LOAN GLUTINOUS FLOUR 

/ea/ea/bag/bag/bag

/ea/bag/ea/can/ea

/ea/can/ea/ea/ea

/bag/ea/bag/can/ea

/bag/ea/ea/ea/ea

/bag/bag/ea/bag/bag

Apr 15 - Apr 18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www.ashtoncolleg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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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甸 墓 園
Eden Brook Memorial Gardens

17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Calgary

預售永久風水福地，特大家族墓園，雲石陵，骨灰靈位，
協助先人骨灰移民，中西式全套殯儀服務，並提供分期付款計劃。

查詢及預約請電

Eva Pang  彭小姐
403-890-8318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serving all faiths, cultures and budgets.

伊甸殯儀館
Eden Brook Funeral Homes

17th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禮頓殯儀館
Leyden’s Funeral Homes

304 - 18th SW （市中心內）

山 景 墓 園
Mountain View Memorial Gardens

1515 - 100 St. SE

山景墓園全新

室內室外骨灰位已落成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 預售永久福地，家族墓地
★ 室內室外骨灰位，雲石陵
★ 土葬火葬安排

★ 中式石碑，西式銅牌
★ 協助先人骨灰移民
★ 豐儉由人，服務全面

山 景 殯 儀 館
M ountain View Funeral  Home /  1515 -  100 St.  SE

Joana Ng 伍太
403-818-9975

春季街道清潔 市府新法例 增加違例泊車罰款

為確保市政府有效地執行「春季街道
清潔計劃」，將街頭巷尾徹底清潔，當
市政府擺放「洗街」路牌時，切勿停泊
車輛在街上–這是市府今年強調的一個
重要信息。除了這個重要信息以外，預
期市府將委派工作人員一個星期七日進
行掃街行動。掃街日子，不準停泊車輛
的標誌會立即生效，如車輛違例停泊，
市府會立即發出罰單，同時會拖走或扣
押車輛。

路政部發言人布列塔尼基蒂(Bri t tany 
Kustra)提議最佳的辦法就是，當市政府
擺放「洗街」路牌時，將你們的車輛移

開、不要亂扔垃圾、將所有廢物回收箱
從路面移開。今年「春季街道清潔計劃
」措施的重點是要嚴厲執行違例泊車條
款，因此政府亦對其違例泊車罰款提高
。由於過去幾年市府對實施「清潔街道
」違例泊車條款時，都是希望市民會自
發地移走街上停泊的車輛，不會太過嚴
厲地執行，使某些地區由於街上停泊著
車輛因而不能徹底清潔街道。

今年的罰款會從$50提升至$120。市
議員夏博(Andre Chabot)表示，這條法
例是在去年六月通過，由於市府未能達
到一致的共識，因此拖車的費用未有包

括在內，提高罰款有助歸本而未能為市
政府帶來額外的收入。

夏博所屬的選區Albert Park正好就
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鄰里經常在春季
街道清潔時違例停泊車輛因而被弄了一
個負面的綽號。去年全市「春季街道清
潔計劃」，沖刷了共14600公里路面的
碎石和灰塵，其中只有1300公里內設
有「禁止停車」路牌。今年會有所更改
，加大設置「禁止停車」路牌的範圍，
使街道清潔更能有效地進行。市府會擺
放「清潔街道日期、時間」告示標誌及
「禁止停車」標誌來提醒大眾。

提高罰款、收緊禁令，為確保更有效執行法紀，減低成本提高罰款、收緊禁令，為確保更有效執行法紀，減低成本

營業時間： Monday to Sunday 8 am to 9 pm everyday 仙女牌特選香米
2016年新貨經已到達

4月15日至4月18日止   店內大批貨品 大特價！

11911979¢79¢149

89¢79¢99¢14959¢

699159249999229

1299349899599599

299499299499599

229189199249299

上海白菜雪裡紅椰菜甜橙夏威夷香蕉

芋頭意大利瓜有機蕃薯豆角青蔥

SR 白蝦HK 瀨粉急凍虱目魚走地雞OM 急凍蜆

AAA 急凍白蝦SR 海鮮雜錦VS 白蝦CHM急凍白蝦SR 急凍基圍蝦

SB 急凍𩶘魚SB 虱目魚SR 急凍鯰魚TL 急凍青口GK 素食春卷

傳統炸豆腐 + 豆腐卜BU 急凍嫩椰絲AA-1急凍馬駮魚SR 急凍鰹魚

FRESH SHANGHAI BOK CHOY FRESH SHLIHON FRESH GREEN LEAF CABBAGEFRESH ORANGE FRESH HAIWAII BANANA

FRESH MEXICO TARO FRESH ZUCCHINI FRESH ORGANIC YAM FRESH GREEN BEAN FRESH GREEN ONION 

SR 31-40 WHITE SHRIMP HK TAPIOCA NOODLE FROZEN TAIWAN MILK FISH RUNNING CHICKEN OM FRZ PRE-COOK WHOLE CLAMS

AAA SHRIMP 41-50 1.8LBSR SEAFOOD MIX VS BT SHRIMP 21-25CHM WHITE SHRIMP 50/60SR TB WHITE SHRIMP 30/40

SR BAKOKO CA BANH DUONG SB MARINATED MILK FISH SR CATFISH TL GREENSHELL MUSSEL GK VEGETABLE SPRING ROLLS

FRESH FRIED TOFU + TOFU POWBU SHREDDED YOUNG COCONUT AA-1 HASA HASA SR SKIJACK TUNA 

/lb/lb/lb/lb/lb

/lb/lb/lb/lb/ea

/ea/ea/lb/ea/bag

/bag/bag/ea/ea/ea

/bag/bag/lb/ea/bag

/bag/bag/bag/lb/lb

幼米粉
VERMICELLI- BANH HOI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http://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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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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期食物也可食用
既省錢更可減少食物浪費
據最近一則新聞報導，一對加拿大製片夫婦波德
因（Grant Baldwin）和拉絲特梅爾（Jen Rust-
emeyer）挑戰半年只吃被丟掉的食物。他們在
進行挑戰的6個月裡，每天都在超市或街坊鄰居
的垃圾桶裡尋寶，結果，他們總共救回價值2萬
美元的食物，這段期間兩個人只花了200美元在
採購食物上。根據聯合國研究，全球有約50%的
糧食都被丟到垃圾桶裡，而在美國和加拿大，每
秒鐘就有價值6000美元的食物遭到浪費。再者
每六分之一的美國人曾經歷飢餓，因此我們更應
該注意避免食物浪費。我們未必需要好像這對夫
婦吃被丟掉的食物，但我們可以減少浪費。例如
有些家庭不是經常出外買菜，弄到滿冰箱都是食
物，後來才發現食品已過了期，之後又一手將食
品放置到垃圾箱，其實有些過期食品並未變壞，
而且還可以食用，再加上食物的價錢上漲，節省
食物最終都是為各人節省荷包。而且只有少數項
目，如嬰兒食品及嬰兒奶粉有美國農業部門嚴格
要求食品的安全日期。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指出，食品日期跟產品品質有關，跟安全不安
全之間不直接畫等號。因此下次如果發現以下食
品過了期，嘗試享受食用，如果有疑問，可以使
用你的感官，如果某樣東西變了味道或者看起來
有不同顏色，就要立即扔進垃圾箱！

罐頭食品 罐頭食品的到期日通常從當它被擱
置三年顯示出來，但你可以四年內食用， 保質
期總共七年，要保持你的罐頭放在陰涼乾燥地方
。如果有任何凹痕，生鏽或漏水，就要扔掉它。

穀類  這些食品可以囤積，也可以長時間食用
，按標籤日期「之前食用」可食用長達半年，只
要你能忍受那陳舊的味道。

雞蛋 很多人未必能在「有效日期」標籤內食
用完畢，但可以檢查雞蛋是否有裂開，或將其放

入一碗水來檢查它的浮力。如果它向下沉，它仍
然可以食用，如果它是能漂浮，快把它扔到肥堆
去。

冷凍食品 冰冷溫度防止食物變質，所以任何
包裝的冷凍食品，如果過了有效期，一般是可以
安全食用，如果食物變得凍壞，因氧化造成脫水
，也只會變得不可口而已。

餅乾，薄脆餅乾和薯條 當餅乾、薯片變舊，
過時的味道是比較明顯的。但只要它不臭，而且
它不會在你的手中分開崩瀾，那麼它可以當零食
用。

牛油 如果你的牛油即將到期，移到冰箱保存
。但是，一旦你已經解凍了，最好使用它，或用
它作為你下一個烘焙食譜。

麵包  保持你的麵包新鮮，最好是放在櫃檯，
按著日期食用，但是如果你看到麵包上面發霉，
還是將它扔掉。如果你想延長麵包的保質期，將
其存儲在冰箱裡 ，這樣 它可以保存長達兩個星
期 。

什錦沙拉  菠菜和芝麻什錦沙拉是可以吃過期
的。如果葉子枯萎，就切斷後使用。當你發現裡
面開始腐爛，有糊狀和粘糊糊的葉子，是時候扔
掉。

乾麵食 一般來說，乾麵食有兩年的保質期，
但可以將其推到三年。因為它是一個乾燥的食品
不容易會變質。過了有效期也可以食用，只要沒
有怪的氣味 — 注意蛋麵可以產生腐臭氣味。

硬奶酪  如「切達」乾酪和「巴馬」即使發霉
開始形成也可以吃。只要確保食用前將發霉的部
分切斷。一般來說，硬奶酪過了期一個月都可以
吃。

www.ch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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