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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預約＊ 免費泊車

＊七日營業＊ 10am - 8pm

＊歡迎預約＊ 免費泊車

＊七日營業＊ 10am - 8pm

web :  www.101pharmacy.ca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Address : 1107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R1 (近唐人街及巴士站)

web :  www.101pharmacy.ca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Address : 1107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R1 (近唐人街及巴士站)

Tel :  403-455-8648

Fax :  403-455-8619

Tel :  403-455-8648

Fax :  403-455-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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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政府週一頒布了旨在適應未來低油價環境的長
期經濟藍圖，這份名為“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的計劃內容包括未來15年的管理
、預算與政策改革內容，目的在於減少沙特對原油
的依賴。沙特在新聞稿中表示，計劃目標是為這個
王國實現“繁榮和可持續的經濟未來＂。

沙特國王薩勒曼在頒布計劃時表示，上述計劃是圍
繞三個主題製定而成的，即建設活躍社會、繁榮經
濟與進取國家。

計劃稱，沙特將把非石油出口收入在GDP中的占比
從16%提高到50%。

經濟多樣化計劃包括使可再生能源與工業設備行業

本地化，並創造高品質的旅遊吸引力。計劃還
包括降低申請簽證難度、為礦業行業創造9萬
個就業機會。

此外，計劃還公佈了私有化以及創造“全球最
大的主權財富基金＂的細節。

沙特政府聲明稱：“我們將使沙特私營企業以
及包括阿美公司（Aramco）在內的國有企業
上市的過程平穩進行。這需要提高我們的資本
市場流動性，強化債券市場的作用，為金融衍
生工具市場鋪平道路。＂

這份計劃還包括數字基礎建設、文化、教育以
及軍事等方面的內容。

沙特頒布15年經濟改革計劃 旨在降低石油依賴

美國3月新屋銷售減少1.5%
美國商務部報告稱，美國3月新屋銷售減少1.5%，
年化數字降至51.1萬幢。鑒於2月新屋銷售數字被
大幅上修，3月數據為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緩慢而穩
定的進展提供了更多證據。

3月新屋銷售數據低於經濟學家平均預期的51.8萬
幢，但2月數據被上修為51.9萬幢。對比去年同期
，今年3月份的新屋銷售量同比增加了5.4%，並且
標誌著該數字連續第4個月高於50萬，為2008年初
以來首次。

新屋銷售價格中值為28.8萬美元，較2月份下降了
3.1%。3月新屋銷售下降使庫存略有提高，3月份的
庫存/銷量比從2月份的5.6倍提高到5.8倍。

3月份的各地新屋銷售狀況參差不齊，中西部地區

躍升18.5%，西部地區銳減23.6%。東北部地
區持平，南部地區增加5.0%。

許多房地產建築商已在第一財報季的初期公
佈了財報。D.R． Horton（DHI）報告稱今
年頭三個月的訂單價值大漲13%，令其稅前收
入增加31%。PulteGroup（PHM）第一季度的
新訂單淨值增加24%，推動營收增長26%。

但很多房地產市場分析師希望房地產建設趨
勢更強，以緩解供應緊張狀況。新屋與二手
房庫存趨緊，提高了房屋售價，並使許多潛
在的購房者望而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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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心 大芥菜

媽媽牌即食麵馬士得牌魚露
壽星公煉奶

中原牌咖啡粉

中國
富士蘋果

泰國香蕉

奧天瑪牌粉

大甜橙
西洋菜 鴨梨羅馬蕃茄 大青椒 迷你青瓜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三魚牌輕鹽
野生黃花魚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幸福牌
巴沙魚扒

三魚牌
野生紅蝦仁

五花腩連骨
大排骨 新鮮牛柳

(原袋)特級牛蹄 新鮮牛腩

美味精選
特級帶骨
羊仔腩肉

大紅提子

多款選擇
多款口味

特級香甜
紅蘋果 88¢

/lb
Extra Fancy
Red Delicious Apple 

Ya Pear
88¢

/lb Red Hat Mini Cucumber 3lbs
198

04/29 - 05/02

04/29 - 05/05 58¢
/lb

Roma Tomatoes
98¢

/lb

Fresh Halibut Head

新鮮
哈利拔魚頭

3磅裝

229
/lb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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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央行行長德拉吉週四表示，歐央行已做好準備動用一
切可用的工具，包括進一步下調所有的主要利率，以確
保通脹重返目標水平。

在新聞發佈會上，德拉吉還回擊了來自德國的批評。他
說，德國質疑歐央行的獨立性只會延長經濟的低增長時
長，甚至使得歐央行有必要推出更多刺激性的貨幣政策
。

週四早些時候，歐央行結束了為期兩天的議息會議，決
策者決定維持歐央行關鍵利率以及其他刺激計劃均不變
。

歐央行上個月啟動了數項重大舉措，包括下調所有關鍵
利率、擴大購債計劃規模和範圍，並向商業銀行提供貸
款，鼓勵它們向企業和家庭放貸。歐央行目前的再融資
利率為0%，存款利率為-0.4%，意味著商業銀行需付費才
能將多餘資金存放在歐央行。

德拉吉說，歐央行管理委員會將繼續密切關注物價穩定
前景的變化，為實現物價目標，必要情況下央行將採取
行動，在職責範圍內動用一切工具。

在回答一名記者的提問時，德拉吉證實可
使用的工具包括歐央行的關鍵利率。不過
，他再次表示，已是負值的存款利率無法
繼續下降。他補充說，歐央行實施負利率
政策的影響大致是正面的，並未影響歐元
區銀行的盈利能力。

德拉吉表示，消費者價格可能會在未來數
月再次下滑，此後直到2017年底則會穩步
回升。他說，經濟展望仍面臨下行風險，
這些風險包括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增長放緩
及地緣政治事件，後者主要是指英國將在6
月23日就是否留在歐盟舉行全民公投。

一個在近期獲得密切關注的主意是：歐央
行直接向個人和公司提供資金，這種作法
被稱做空降資金（helicopter money，直譯是直升機撒錢
）。

在3月最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德拉吉曾表示，雖然
歐央行尚未討論過空降資金的作法，但這是一個有意思

的概念。然而，他在週四澄清了上述評論，指出即便要
使用這一作法，也會面臨許多實際操作和法律上的難題
。

日圓重回至110兌1美元水位，由於日圓升值令日本與
2%通脹目標漸行漸遠；加上安倍政府內要求加碼刺激
措施的呼聲日高，市場傳出日本央行本周議息將面臨
加碼放水的壓力。

日圓昨日從3周低位回升，高位見110.85兌1美元（每百
日圓兌6.99港元），較上周五升0.84%。市場盤算日央
行可能推出額外放水措施，遂為一周期的日圓淡倉先
做對沖。雖然日本央行加入負利率行列僅3個月，但日
圓至今反而累升近8.5%；由1月29日的121兌1美元，升
至昨日的110水平。

外電分析師調查顯示，約56%的分析師預期日央行本周
會有刺激經濟的舉措，但對使出的手段則意見分歧；
餘下44%分析師則預期央行將按兵不動。

《金融時報》分析師認為，日央行是否行動，很大程

度取決於行長黑田東彥的想法，他看重基本通脹
數字，惟4月份的年度通脹顯著從1.3%放緩至0.7%
，因此可以相信，他可能會先等周四美國聯儲局
公布議息結果，若儲局暗示6月加息，意味日圓其
後可能回軟的話，黑田可能暫緩行動。

若果黑田決定行動，估計會有3個大方向，包括深
化負利率；或以比目前每年80萬億日圓更快的步
伐購買日圓；又或是修訂現時購買資產的組合，
例如買入更多股票。

另一方面，日本可能提高股票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的購買量，外電調查指，日央行通過增持
ETF，已成為日經225指數約90%公司的首十大股東
，其藍籌股持股量已超過兩大基金貝萊德及先鋒
集團。

歐央行：不排除進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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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沖淡倉 日圓重上110關

仙女牌
泰國米碎

海燕牌
特幼米粉

妮娜牌
去頭白蝦

海燕牌
鯰魚扒

海燕牌
鹽煮花生

雞嘜甜辣醬
越玫瑰牌
金邊粿條 金山牌醬油 美極牌醬油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雞嘜
特選筍尖

雀巢原味
咖啡伴侶

Kool-Aid
Jammers果汁亞來地牌椰奶

泰泰牌
花生／青豆

沙維亞牌
蘆薈/椰子飲品

原條虱目魚
三魚牌
急凍銀絲魚

越金牌
有頭白蝦

幸福牌
竹莢魚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海洋媽媽牌
急凍帶子

海洋媽媽牌
魷魚圈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半)

海燕牌
原條秋葵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六吋)

海燕牌
秋葵切段

新華園
綠豆榴槤榚

香茅雞翼

多款口味

多款
口味

指定口味

原箱
$1.09/磅

兩

甜品用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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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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90.1111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www.chtoyota.com

20 Freeport Landing NE20 Freeport Landing NE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www.shawgmc.com
www.windows-west.ca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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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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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ndy 聯絡

現增設

特別呈獻

浪漫餐舞會浪漫餐舞會

每位母親可參加幸運抽獎
可贏取$250賭場現金代用券
每位母親可參加幸運抽獎

可贏取$250賭場現金代用券

為妳喜愛的酒杯為妳喜愛的酒杯

賭場內中央酒吧賭場內中央酒吧 呈獻呈獻

當晚當晚 半價頭盤、特價餐酒半價頭盤、特價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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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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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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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www.cowboyscasino.ca
www.clcabinets.ca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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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ok
Centre

Silverhill Acura

57 Ave SW

58 Av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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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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JASMINE RICE 
2016 NEW CROP NEW ARRIVAL

14916934929939¢

29929942932999¢

349549289389269

249299349129249

229329199349119

159159289129249

OISHI小食MM肉桂卷LS小蛋糕AB上等排米粉新鮮鴨蛋

CK罐裝紅毛丹BUENAS白豆PK牛肉粿條香料AA-1罐裝沙丁魚FOCO酸子汁

DM菲律賓意粉醬VH辣椒沙爹醬MB醬料SH清水蓮莖LIN LIN鹹酸菜

調味醬油LKK熊貓牌鮮味蠔油MP調味醬CK罐裝香蕉MP魚露

MDS豆漿晶HL雪白冰皮SAFOCO螺絲粉GB海帶GE沙河粉

HK椰子糖炸蝦粉竹筍VT粉粽粉米WK朱古力蛋糕粉

OISHI SPONGE CRUNCHMAGIC MELT LA CANNELE TWISTLEMON SQUARE CAKEAB RICE STICK BUN GAO DAC BIETFRESH DUCK EGG

CK RAMBUTAN W/ PINEAPPLEBUENAS WHITE BEANSPK INST BEEF FLA PASTE 425GAA-1 SARDINESE 425GFOCO TAMARIND JUICE

DM SPAGHETTI SAUCE FILIPINOVH CHILI SATAY SAUCEMB TOYOMANSI SOY SAUCESH PICKLED LOTUS ROOTLETLINLIN PICKLED SALTED MUSTARD

BUTTERFLY SEASONING SAUCELKK PANDA OYSTER SAUCEMARCA PINA BBQ SAUCE & ADOBO SAUCECOCK BANANA IN SYRUPMARCA PINA FISH SAUCE

MDS SOYBEAN DRINKHANH LOAN GUTINOUS FLOURSAFOCO TWISTED MACARONIGB KNOTTEE SEAWEEDGE RICE STICK

HK PURE PALM SUGARBOT BANH CONG-FRIED POWDERBAMBOO SHOOT 500GVT BOT BANH GIOWK DOUBLE CHOCO CHIP

/bag/ea/ea/bag/ea

/can/ea/ea/can/can

/bag/ea/ea/ea/ea

/ea/ea/ea/can/ea

/ea/bag/ea/ea/ea

/bag/bag/ea/ea/ea

Apr 29 - May 02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http://www.blueoceanvietnamese.com/
www.trendweekly.com


07

Oriental Weekly   April 28, 2016

當卡城運動及娛樂市政委員會Calgary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推出兩頁紙的CalgaryNEXT
計劃書已引起各方質疑。

現在卡城行政部門己出了有關報告，雖然有關計劃仍然
會跟進討論，但此項目計劃似乎已不被市政府關注。

區議員Gian Carlo Carra 認為計劃是不可行的，先要解
決的是清理West Village西村區域的污染。報告書則指要
等到2026年才可開展有關工程。他表示在該區發展是不妥
當的，尤其是輕鐵綠線Green Line會橫越12大道。

West Village區議員Evan Wolley 則指出原本歡迎這個
提議，但現在計劃卻惹來更多其他質疑。他對於行政部門
沒有採取擴大區域諮詢而感到失望。原因是CalgaryNEXT
計劃會為區內居民帶來影響，而行政部門只諮詢了Telus 
Convention Centre，The Saddledome Foundation和
Tourism Calgary。他對於當局低估了West Village環境
污染清理而感到驚訝。

區議員Ward Sutherland質疑，計劃有否知會大眾，因
為此計劃會注入稅收作為投資的事宜。以此角度來說，這

是一項龐大的注資，雖然對於某群組來說是理想的計劃，
但對於其他卡城居民來說又是否有意義？他認為最後市政
府會支付Field-house工地辦公室費用，至於其他設施所
需的資金將會繼續討論。

眾所周知，此地區曾經是木材處理廠，被化學成份雜酚
油(Creosote)所污染，在任何工程發展前是必須徹底清理
的。

原本除污染工作費用估計高達3億元，但此高成本被擱
置，現在能負擔的成本計劃大概得8千萬到1.4億元。由於
當中有主要的必需成本與清理時間，Evan Wolley認為曾
對該地段污染者來說，需自付清理費用較為合理的。他補
充，對於此區環保清理過程是必需的，這對West Village
區重建計劃亦會帶來的好處。

Calgary NEXTCalgary NEXT卡城市中心最新運動中心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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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5月02日止   店內大批貨品 大特價！

14919919959¢99¢

29¢88¢79¢79¢79¢

349649999189299

599399499549699

549349499249699

22999¢399249599

椰菜花油菜芥蘭青蔥生薑

青檸芋頭牛油果意大利瓜甜橙

海威海鮮雜錦海威急凍白蝦走地雞新鮮雞腿新鮮雞翼

GK素春卷海威巴沙魚扒AW南美白蝦SR急凍白蝦VS急凍白蝦

SB虱目魚海威泥鯭海威大墨魚SABA蒸香蕉

炸豆腐  豆腐卜海威急凍金鯧魚AA-1 羽鰓鮐魚SH皇帝魚扒

FRESH CAULIFLOWERFRESH YU CHOYFRESH GAILANFRESH GREEN ONIONFRESH GINGER

FRESH GREEN LIMEFRESH MEXICO TAROFRESH AVOCADOFRESH ZUCCHINIFRESH ORANGE

SR SEAFOOD MIXSR WHITE SHRIMP 40-50RUNNING CHICKENFRESH CHICKEN LEGFRESH CHICKEN WING

GK VEGETABLE SPRING ROLLSR BASA STEAKAW HO 70/80 SHRIMPSR TB 41-50 WHITE SHRIMPVS WHITE SHRIMP HLSO 21/25

SB MARINATED MILK FISHSR FROZEN RABBITFISH -CA GIOSR CUTTLFISH WHOLE CLEANEDSABA STEAM BANANAFS CHICKEN JUICY HOTDOG 450G

DEEP FRIED TOFU + TOFU POWSR GOLDEN POMPANO 400G-800GAA-1 HASA HASASH KING FISH STEAK

/ea/lb/lb/ea/lb

/ea/lb/ea/lb/lb

/bag/bag/ea/lb/lb

/ea/ea/ea/ea/bag

/bag/bag/lb/bag/bag

/ea/bag/lb/lb/lb

HK黑芝麻
HK BLACK SESAME 100G

www.hongkongfoodmarket.ca
www.fertilityconsultant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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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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9 - 05/05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699

ea Ginger  
生薑

129
特 價

lb 299
特 價

lbAsparagus
蘆筍

Tomatoes on the Vine
蕃茄 特 價

169
lb

Bean Sprout Jackfruit
芽菜仔 菠蘿蜜

109
特 價

lb.99
特 價

lb
特 價
399

lbBaby Bok Choi
白菜仔

Pork Shank
豬腱

249
特 價

lbPork Side Ribs Split
大排骨

439
特 價

lb

.99
特 價

eaCorn
鮮粟米

Chinese Sausage
傳統手切臘腸 特 價

349
ea Beef Rib Finger Meat

牛坑腩 特 價
649

lb

Frozen Whole Tilapia
急凍鯽魚 (原條)

.49
特 價

100gWF Small Scallops
急凍小帶子

999
特 價

eaWF Rose Bag Prawns
急凍去腸白蝦 特 價

999
ea

對於加拿大人的不幸是，多年來花費在等

待醫療服務所需的時間過長，標準的醫療服

務是，不但要等候很長的時間才得醫治，還

要接受等待拖延的醫治時間。

不要忘記的是，有些病患者還可以忍受長

時間的等候，但有些病者因為長時間等待的

原固，導致有精神病，而有些病人不但要忍

受身體帶來的苦痛，而且因為長時間等待，

病情惡化變得複雜，令病者要付上大量金錢

，才得醫治好。

當然我們很難用金錢來計算每個人的經歷

，但有一個基本方法可以簡略計算出等候診

治的時間，只要計算出病人的等候時間和服

務人員的服務效率（用平均工資計算）的成

本價，來估計病人在等待診治時間的損失。

跟據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估計

平均有894,449加拿大經醫療專家診斷後，

需要等侯9.8星期才得醫治。而每個人在醫

療服務上的損失總共$1,304，對加拿大的經

濟而言，總共損失大約$120億。

這個保守數字，還未包括加拿大人所花費

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等候診治， 除了八小

時的睡眠時間以外，晚上和週末的等候時間

， 成本估計增加至$350億，或每名患者需

付$3,951，還未計算等待看專科醫生所需要

的8.5週時間，還要付出金錢在照顧患病的

家庭成員，朋友，或病患者將有可能變成殘

疾所帶來的風險，如果有不良的醫療情況，

最壞的後果是病患者需要面對死亡。因為長

時間的等候，結果要支付全民醫療保健制度

計劃。

其他國家如澳洲，法國，德國，荷蘭，瑞

典，瑞士會確保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與加拿大

的國民付同樣的價錢（跟據經濟的百分比和

年齡的調整來衡量），但等候的時間會縮減

。

這些國家的醫療財政，和提供全民醫療保

健的方式有三個不同的地方，首先，它們通

常允許私人公司，無論是在保險，或在醫院

部門操作，刺激競爭力，增加診所，並且當

公共系統出現故障時，能提供其他選擇。

其次，這些國家也希望患者能在治療費用

上作出分擔的工作，從而鼓勵患者負責任地

使用保健資源。當然，為了確保他們沒有造

成不必要的經濟負擔，通常每年度有一個支

付限額設置，而對於弱勢群體（如老人，慢

性病患者和孕婦）通常免費提供醫療服務。

最後，這些國家醫院普遍的基金來源是通

過活動系統，而不是依靠全球性的預算案來

提供資金。這樣，醫院因治療更多的病人而

增強了本身的競爭力，而不是依賴政府的財

政預算來集資經費。

當然，我們可以用不同策略，去改善計劃

以確保患者在加拿大有更及時的治療，而不

會影響我們的衛生保健系統，以及不影響其

他國家的普遍醫療政策選擇，然而，這個國

家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認為漫長的診治等

待已成事實，患者將要繼續面對高的個人醫

療成本，和等候時間的損失來換取他們迫切

治療的需要。

加拿大醫療服務輪候期長       加拿大醫療服務輪候期長       

令國民費時失事損金錢令國民費時失事損金錢

https://shop.saveonfoods.com/store/335C1154/#/circular/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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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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2971 Main St. SW Airdrie

www.airdriehonda.cawww.airdriehonda.ca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www.gablecrafthomes.ca
www.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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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輻射木恐銷全歐

昨日是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災
三十周年，當局一直將核反應堆半
徑廿九公里的範圍列為禁區，嚴禁
進入。但民眾發現有不法商人潛入
禁區，非法砍伐樹木，再將這些含
輻射的木材偷運到國外以至歐洲銷
售，將這場世人引以為鑑的核災，
變為搵錢機會。專家指，受污染的
木材會危害人體健康。

美五州初選 兩巨頭求橫掃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已於香港時
間昨晚，在東北部五個州展開總統
提名戰投票。最新民調顯示，民主
黨參選人希拉妮及共和黨的特朗普
有機會全取五州。由於兩黨選情咬
緊，有分析指今次初選「每一票都
很重要」，即使細如羅得島州，每
一票亦不容忽視。

奧巴馬訪前英廷掛畫除名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妻子米歇爾早
前訪英，上周五到肯辛頓宮與威廉
王子一家會面。有眼利民眾發現，
當時客廳牆上掛着一幅黑奴畫作。
英媒披露，原來一名醒目皇室助手
在奧巴馬夫婦到達前，快手把畫作
的名牌取走，避免對方感到被冒
犯。

北韓導彈 疑隨時發射

南韓政府官員指，北韓於東海
岸部署一枚新型舞水端中程彈道導
彈，準備好隨時發射。北韓本月中
為慶祝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生日，
亦曾在同一地點試射同一款導彈，
但發射失敗。北韓又懷疑在上周六
試射潛艇彈道導彈，當時北韓外長
李洙墉身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
美國發出旅遊限制，只准李洙墉出
入酒店、聯合國大樓、北韓駐美代
表處及機場。

洩避稅機密 三人受審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於二
○一四年揭露數以千計機密文件，
指歐洲國家盧森堡政府協助大批企
業，將子公司登記在該國，從而避
稅。三人因向ICIJ洩露文件，周二
在盧森堡受審，當中包括一名法國
記者及兩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的前員工。由於盧森堡不承認避
稅是違法，而當地法律只保護揭發
不法行徑的告密者，三人因而被控

洩露公司機密。事件是近日巴拿
馬文件風波之前，最矚目的避稅醜
聞。

日潛艇售澳美夢落空

澳洲海軍為了取代日益老化的科
林斯級潛艇，展開了近年最大宗的
潛艇採購計劃。澳洲政府昨日宣布
投標結果，法國DCNS公司意外擊敗
日本三菱重工、德國蒂森克虜伯海
事系統公司，成功奪得總值達560億
澳元的潛艇合約，DCNS公司將於澳
洲阿德萊德港建造十二艘「短吻梭
魚級」（Shortfin Barracuda）柴
油潛艇。志在必得的三菱重工突然
落選，相信與潛艇設計未符澳洲要
求及澳洲考慮中國反應有關。

英機場擬無線電阻無人機滋擾

英國近日接二連三發生無人機
闖入機場範圍，甚至撞上客機的事
件，反映無人機對民航飛行安全的
威脅日益嚴重。英國警方擬引進軍
用級無線電干擾技術，阻止無人機
接近機場，確保民航機升降安全。

上海迪園小鎮開放 地鐵試運

上海迪士尼開幕在即，迪士尼站
地鐵昨首日試運，站外迪士尼小鎮
同時開放；雖然小鎮內商舖未正式
營業，但亦吸引不少市民冒雨前往
留影。另東方航空往返上海及北京
的迪士尼彩繪飛機亦於昨日首航，
空姐都打扮成米妮的模樣。

共青團大整肅處分五官

中央持續整治共青團，中紀委前
日通報今年二月對共青團中央專項
巡視反饋報告整改情況，嚴厲抨擊
共青團上下幹部，辦事不力兼人心
散渙，存在「機關化、行政化、貴
族化、娛樂化」等「四化」問題，
並處分五名共青團中央直屬單位領
導幹部。

美防長宣稱續巡南海

美國國防部於華盛頓時間周一發
表年度報告，指美軍去年針對中國
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執行了「航行
自由」行動，其中幾次行動挑戰了
中國南海和東海的聲索。中國國防
部及外交部均指摘美方以航行自由
為名推動南海軍事化；美國國防部
長卡特則指，縱遭中國譴責，行動
還會繼續。

希拉妮 特朗普選戰內外交困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將於當地時
間今天，在東北部五個州舉行提名
戰。在最重要的戰場賓夕凡尼亞州，
共和黨的特朗普獲得超過六萬名民主
黨選民轉換黨籍支持，聲勢大好。對
手克魯茲及卡西奇也急急於投票前
夕，罕有宣布合作「配票」，以阻
止特朗普繼續贏落去。相反，民主黨
的希拉妮獲得共和黨金主公開表態支
持，但她表明「唔領情」。

美歐TTIP談判料年底達協議

美國總統奧巴馬周日飛抵德國
漢諾威，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會
談，討論歐盟與美國加入大西洋貿
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提振
歐美經濟。奧巴馬稱與默克爾均同
意要繼續推動TTIP的談判，預期本
年底前可達成協議。而在奧巴馬訪
德前夕，漢諾威有數以萬計民眾上
街示威，反對該協定。

奧巴馬促華向北韓施壓

北韓日前試射了一枚潛射彈道導
彈（SLBM），聯合國安理會前日強烈
譴責。而北韓外長李洙墉開出北韓停
止核試的條件，威脅美國停止與南韓
舉行的軍事演習，但美國總統奧巴馬
回應時重申，堅持繼續演習，更敦促
中國再向北韓加強施壓。

日本補選朝野兩黨各贏一席

日本眾議院前日舉行兩場補選，
自民黨新丁和田義明贏得北海道議
席，在野黨民進黨前眾議員泉健太則
在京都補選勝出。今次補選被視為今
夏參議院選舉的前哨戰，分析認為今
次執政黨與在野黨各勝一席，意味參
院攻防戰必定非常激烈，而首相安倍
晉三將繼續維持強勢執政。

神州旗艦升級 捍衞南海

美軍戰機上周高調飛越南沙黃岩
島上空，內地官媒抨擊美方做法是軍
事挑釁行為，昨日再顯示南海艦隊主
力戰艦之一、有「神州第一艦」之稱
的「深圳號」導彈驅逐艦，正在趕工
升級應對南海局勢，包括艦艏換裝新
型隱形艦炮及安裝大型雷達等，以強
化訊息化作戰能力和電子對抗能力。
有分析指，該艦或繼續作為南海艦隊
旗艦，惟裝備依然落後，難以匹敵美
軍。另有消息指，中國擬建造海上流
動核電站解決南海島礁電力供應。

叫停核試 朝開條件

朝鮮半島核危機加劇之下，北韓
外長李洙墉近日赴美參加聯合國會
議時，罕有接受西方媒體採訪，聲
稱北韓隨時準備停止進行核試，但
條件是美國暫停與南韓舉行一年一
度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國務院回
應稱，不會終止美韓軍演。

奧巴馬到訪前 德九萬人示威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結束訪英行
程，前往德國漢諾威，展開為期兩
日的訪問。他到訪前有九萬德國民
眾走上漢諾威街頭示威，反對歐盟
與美國加入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
協定（TTIP）。

默克爾訪土敍邊境難民營

在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
執委會副主席蒂默曼斯及土耳其總理
達武特奧盧陪同下，德國總理默克爾
上周六視察土耳其和敍利亞邊界的一
個難民營。達武特奧盧表示，由土耳
其進入希臘的難民數量已下降，惟否
認強行將難民遣回敍利亞。

荷女記批土總統被捕

荷蘭一名駐土耳其女記者早前
在報章撰文，批評土國總統埃爾多
安。她今日在住所內被警方帶走，
相信與其文章內容有關。荷蘭外交
部表示，正與奧馬爾及當地政府緊
密聯繫，該國駐土耳其大使館亦正
積極處理事件。

鎖入凍櫃 IS殺45「叛兵」

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空襲行動
持續，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陷捱打狀態，伊拉克保安部隊
獲美軍支援，力圖從IS手上奪回伊北
大城摩蘇爾。近日有伊拉克傳媒聲
稱，四十五名IS戰士因在伊拉克戰場
臨陣退縮，被組織鎖入法醫專用冷凍
櫃「受刑」一整天活活凍死，屍體被
發現棄置路旁，大戰在即的IS或以此
警告叛徒將落得如此下場。 

山東趕海節 千人摸蜆毀生態

山東日照市首屆趕海節，前日在
該市山海天旅遊度假區萬寶濱海休
閒度假區海邊開幕，主辦單位組織
千人趕海拾貝活動，上千名日照市
的市民，不論男女老幼，均手持膠
桶在海灘拾海貝。然而輿論擔心，
活動將為當地造成生態災難。

4月27日 (星期三) 4月26日 (星期二) 4月2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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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人主腦億元電騙再搗破

肯尼亞電騙案台籍疑犯早前被遣送
大陸，觸發兩岸外交角力。貴州省公
安廳昨通報，破獲一宗近年單筆金額
最大的電訊詐騙案，涉案電騙集團將
「話務中心」設在東非國家烏干達境
內，並在大陸廿六個省市犯下逾一百
八十宗電騙案，涉案金額高達上億元
人民幣，主犯均為台灣人，警方目前
已抓獲六十二名涉案疑犯。台灣的法
務部昨晚表示，刑事警察局早已接到
陸方通報，並協助清查資金流向，且
台籍疑犯均在大陸被捕。

美六軍機黃岩島偵察向華示威

中美在南海角力不斷升溫，美國
軍方早前揚言繼續在南海執行「巡
航自由」任務，據外國傳媒報道，
美軍近日出動包括攻擊機在內的六
架軍機，飛往中國南海黃岩島附近
空域進行偵察，「示威」意味極
濃。

英報告批華限制言論自由

英國政府前日發表新一份有關民
主與自由的年度報告，在中國部分
方面，主要集中批評中國政府打壓
民權組織、維權人士、新聞媒體，
以及違背「一國兩制」原則的行
為。報告指，中國是去年被捕記者
人數最多的國家。

萌爆小王子迷倒奧巴馬

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訪問英國，
並與夫人米歇爾應威廉王子夫婦邀
請，到倫敦的肯辛頓宮作客。威廉
特准愛兒喬治小王子推遲十五分鐘
才上床睡覺，讓身穿睡袍睡拖的他
親迎奧巴馬夫婦，萌爆全場。這亦
是英國皇室首次有如此年輕的成員
接待外國元首。

強震九日後安倍始訪熊本災區

日本九州熊本縣本月十四日連環
強震，災區情況嚴重。由福岡至熊
本的新幹線昨日才恢復通行，重災
區南阿蘇村的諾如病毒疫情仍未受
控。首相安倍晉三昨到訪當地，慰
問並激勵災民。

朝潛射導彈傳飛行數分鐘

南韓傳媒引述軍方消息指，北韓
昨日下午約六時許，在咸鏡南道新
浦市對開海域，用潛艇發射一枚疑
似潛射彈道導彈（SLBM）。

賽道旁塌單車徑奪兩命 巴西奧運危危乎

巴西里約熱內盧距離舉行奧運剩
下三個半月，聖火才剛在發源地希
臘奧林匹克點燃起。惟數小時後，
當地一條為奧運而興建的沿海高架
單車徑，周四被大浪衝擊後倒塌，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有一人墮海失
蹤。單車徑被質疑是豆腐渣工程，
惹起外界憂慮奧運的準備工作。

愛爾蘭航空 降法險撞無人機

愛爾蘭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周
三由都柏林飛往巴黎戴高樂國際機
場，但在臨近降落時，卻與一架無
人機在空中近距離擦身而過，幾乎
相撞，幸最終無事，客機安全降
落。無人機飛近客機的驚險事件近
來經常發生，反映無人機愈來愈危
及民航客機安全。

脫歐派批奧巴馬插手英事務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夫人米歇爾，
昨日飛抵英國，展開為期三日的訪
問。今次奧巴馬訪英，重點落在與英
國首相卡梅倫的會面，奧巴馬更會協
助游說英人支持英國留在歐盟，被脫
歐派批評為干預英國事務。

曼谷增掛王儲像 料快繼位

泰王蒲眉蓬年屆八十八歲，外界
一直關注王位繼承問題。有英國傳
媒發現近日在曼谷街頭，王儲佛齊
拉隆功的「曝光率」增加，被視作
為王位交接的準備。

特朗普擬改形象挽黨內信心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予
人口出狂言的印象，令不少人都質疑
他成為候選人的資格。在勝出紐約州
初選後，特朗普打算改變「波路」，
其軍師周四向共和黨核心成員透露，
特朗普準備改變形象，希望能夠「洗
底」挽回黨內高層的信心。

德共揭16車廠測廢氣作弊

德國福士汽車在美國廢氣排放測
試作弊，引發歐洲各國對各大車廠展
開相關調查。德國交通部長周五表
示，共發現十六間車廠涉嫌違規，除
福士外，還包括奧迪、保時捷、法國
雷諾、南韓現代、日產等汽車品牌。
消息指德國各車廠即將回收合共六十
三萬輛涉事汽車。法國最大汽車製造
商、生產標致和雪鐵龍的PSA集團周
四強調產品排污合格。

南海軍事部署完成 識別區將出籠

中國或為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加
快推進南海島礁軍事建設，繼西沙
永興島部署地對空導彈、反艦導彈
等重型武器曝光後，南沙軍事設施
亦逐漸完善，部分島礁已部署有可
偵測反艦導彈、隱形戰機的雷達，
以及近防快炮和重機槍等武器裝
備，到訪越南的美國副國務卿布林
肯昨就批中國在南海軍事部署是「
別有用心」。另有消息指中國上周
在南海附近試射東風41洲際導彈，
中國國防部昨證實曾作試射。

日媒：岸田文雄將訪京商南海

中日關係低迷之際，傳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將於下周訪問北京，並與
中國外長王毅舉行會談，雙方或討
論南海議題，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昨就向靖國神社獻上春祭供品不參
拜，中國外交部促日方反省侵略歷
史。

京拒遣45電騙疑犯返台

肯尼亞早前遣送四十五名電騙案
台籍疑犯到大陸，掀起兩岸風波。
赴北京協商的台灣代表團昨早獲安
排前往海淀區看守所，透過閉路電
視畫面「隔空探望」被押台犯。據
指陸方拒絕遣返台籍疑犯，僅同意
合作偵辦案件。大陸公安部指，涉
案四十五人已認罪。

英女王90大壽 萬民夾道歡賀

昨日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九
十歲大壽，全英舉國歡騰，更有近
萬民眾親赴溫莎堡，夾道為女王賀
壽，令她喜上眉梢。首相卡梅倫亦
祝賀女王，形容她是英國的磐石。
但有支持英國改行共和制的組織就
乘機「贈興」，揚言要推動全國公
投，踢走皇室。

三菱60萬輛汽車 耗油量造假

日本汽車巨擘三菱日前承認，
數款輕型汽車之耗油量測試數據造
假，涉及逾六十萬輛汽車。日本交
通省官員周四到三菱於名古屋市的
研發中心及岡崎市辦公室搜查。內
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周四批評，造假
醜聞嚴重打擊消費者的信心，絕對
不容忍。三菱社長相川哲郎指今次
並非簡單事件，會造成很大影響，
需要時間處理。三菱可能因而被政
府罰款。

希拉妮 特朗普贏紐約州大拋離

美國總統提名戰的重要戰場紐約
州，賽果昨日出爐。共和黨參選人
特朗普和民主黨參選人希拉妮分別
以大比數勝出，對於早前節節敗退
的兩人而言，可謂「及時雨」。兩
人在主場贏出後，在黨內的領先優
勢已擴大。希拉妮大勝後更意氣風
發，有民主黨人更明言，希拉妮的
對手桑德斯已「玩完」。

奧巴馬抵沙特向國王示好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飛抵沙特阿
拉伯首都利雅得訪問兩天，抵埗後隨
即與沙特國王薩勒曼會晤。美國國會
討論令沙特如芒在背之「九一一法
案」，加上奧巴馬早前發表親伊朗言
論，令他是次出訪成敗增添變數。

美司令恐朝終擁洲際導彈

美國駐南韓部隊新任司令布魯克
斯（Vincent Brooks）周二警告，
北韓領袖金正恩遠較其父親金正日
「大膽、自大、衝動」，除非加以
制止，否則北韓終有一天獲得發射
洲際彈道導彈能力。

IS宰傷兵 販器官斂財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為
求斂財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消息指
IS將旗下受傷成員殺死，再取其器
官轉售；組織亦涉嫌與意大利黑手
黨合作販毒，將大麻由北非轉運到
歐洲多國，從而賺取豐厚的利潤。

89歲卡斯特羅發告別演說

古巴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周二結束，出席會議的八十九歲前
總統卡斯特羅發表「告別演說」，
稱雖然自己與其他屬於古巴革命一
代的人難逃一死，但古巴共產主義
思想將會長存。分析認為，古共七
大表明，就算古巴革命一代年老及
離世，他們仍然控制國家。

中美鬥晒「大殺器」

中美南海角力雙方各亮大殺傷力
武器，傳中國近日再次試射新型東風
41洲際彈道導彈，打擊範圍可覆蓋美
國全境，且攜帶有兩個分導式彈頭。
分析指，東風41或很快會在解放軍火
箭軍部署；而美軍則曝光專門針對中
國導彈威脅的新一代隱形遠程轟炸
機B21作戰，不但可全球執行打擊任
務，更有可能是無人機。

4月24日 (星期日) 4月23日 (星期六) 4月22日 (星期五) 4月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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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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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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卡城Metro報導，家在Cochrane市的母親Cheryle 

Renwick表示，她的生病兒子Harvey不能從家庭醫生處

得到適合的治療，因此需轉介到卡城接受兒童專科醫生

醫治。在4個月的等待期內，每天看到兒子受病痛煎熬，

只好另想辦法，最終轉到Canmore 市找兒童專科醫生，

結果只需用幾天時間便達成轉介。

Renwick認為不可思議的是Cochrane市沒有兒童專科

醫生，慶幸的是能應付自駕往返，送兒子到Canmore治

療。但對那些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只好等待。沒有人

願意每天都受問題困擾，自從Harvey接受治療後，他的

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病情已收到良性效果，在學校

學習上亦有改善，因此學校頒發一個self-regulation

操行獎給他以作鼓勵。

執業有30年經驗的醫生Dr. Peter Nieman表示，亞省

內外科醫生學會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Alberta) 沒有跟進需轉介到卡城接受醫治

病人的等待時間，很多時需等待數月。而Canmore市因

人口不多，所以較容易約見兒童專科醫生。至於卡城內

的兒童專科醫生轉介問題，由於長期的醫生短缺及排滿

的時間表，加上因積壓的個案，令醫生很難決定病人的

先後次序。

Dr. Nieman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實行中央管制，

然後分流處理，這樣會有幫助的。至於那些跟Harvey有

類同情況的家庭，在等待期內應尋求心理學專家輔導，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卡城兒童專科醫生不足卡城兒童專科醫生不足輪候時間過長輪候時間過長
輕鐵新綠線Green Line LRT若選在地底興建會是最昂貴的

，但同時會帶來更多好處，因為新線不會佔據路面、踐踏草
地或其他位置。

市政府未有正式定案，他們都優先考慮把綠線建在Bow 
River弓河地底，連接市中心核心地區與中央街北。雖然造
價會是較昂貴，約5 億元，但此舉會為市中心核心地區帶來
長遠發展。

綠線項目經理Jonathan Lea表示這有助融入卡城的經濟源
動力，連繫了地面、車輛、行人和騎單車人士。

驟眼看似很多優勢，若最終選擇了地底興建的昂貴一項，
其實會直接影響其他項目的注資和發展。市政府會先著重發
展綠線與市中心核心地區，然後發展東南區，最後是東北區
。Lea表示最新的成本估價，會在今夏於市議會公佈。

第12區區議員兼任交
通委員會主席Shane Keating表示，很多人問到為何當初輕
鐵不建在地底。透過政策公眾討論後，大家認為現時最好的
方案是建在地底，橫越市中心核心和弓河。Keating又表示
此項目建築成本極高，當項目進行到尾聲時費用會逐步減低
。他又形容，在項目發展前必須諮詢各部門，如市政府、省
政府、聯邦政府等，以便確定是否有足夠資金去建造，而非
建造進行時一邊在擔心成本，另一方面當發現資金不足時，
然後去縮減原本的全盤計劃。

市政府仍然在諮詢更多公眾意見，由4月18日至4月28日
，他們會在Olympic Plaza奧林匹克廣場設立了一個〝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互動的裝置〞，一連串的短期諮詢
活動將會在其後兩星期進行。

綠線輕鐵新進展綠線輕鐵新進展

www.ashtoncolleg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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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方

商
業
分
類

廣
告
熱
線
：

4
0

3
.6

1
7

.2
1

0
0

danny@
trendw

eekly.com

三
個
月
 (13

期
)  $155+G

ST / 每
個

六
個
月
 (26

期
)  $295+G

ST / 每
個

一
年

 
(52

期
)  $560+G

ST / 每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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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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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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tia
Bank

Castleridge Blvd

McKnight Blvd NE

50 Ave N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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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ee

t N
E

52
 S

tr
ee

t N
E

Saigon
Passion

Fa
lc

on
rid

ge
 B

lv
d


N

馳名 越南牛肉粉 特色濱海烤肉檬粉

正 宗 越 南 地 道 美 食
5075 Falconridge Blvd NE, Calgary Tel: 403-280-8000

Vietnamese RestaurantVietnamese Restaurant

營業時間
星期六至星期四

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星期五

上午11時至晚上10時

www.chhyundai.com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www.decoblindshades.com
https://www.zomato.com/calgary/saigon-passion-vietnamese-calgary


16

Oriental Weekly   April 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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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T
大統華

8 AVE. N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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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V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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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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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亞省檢獲超級毒性藥品 

毒性超「芬太奴」百倍      毒性超「芬太奴」百倍

亞省檢獲超級毒性藥品 

最近，亞省警方扣押了一批毒品，比較起
「芬太奴」（fentanyl）厲害100倍，令打
擊非法街頭毒品展開另一個新里程。

在前線打擊罪案的亞省警方機構，在星期
三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官員扣押了4公斤合
成鴉片W-18的毒物，毒性比嗎啡強1萬倍，
而比「芬太奴」強烈100倍多。

亞省執法應變部隊（Alberta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eams，ALERT）
尼布斯（Dave Knibbs）警長稱在愛蒙頓檢
獲的粉末狀物質，現用作調查「芬太奴」。
而這粉末狀物質是由中國輸入，尚未在街頭
進行銷售。

警長尼布斯對記者說：「我們應該感謝，
這批毒品並未在市場售賣，已被我們繳獲。
」他補充這批毒品有足夠份量，製成數以百
萬計藥片，而每一粒都可以致命。

環球日報（The Globe and Mail）取得的

資料顯示﹐愛民頓警方在去年12月展開緝毒
行動﹐繳獲4公斤的白色粉末狀物質﹐加拿
大衛生部化驗那種物質後﹐三個星期前得出
的結果， 證實它成份含有90% W-18。

這次繳獲W-18令衛生專員起了疑問，為
何衛生部需要用四個月的時間去化驗這些毒
物，而亞省的衛生署也沒有立刻發出警告，
讓市民得悉這些合成鴉片的街頭毒物，對健
康的危害。

衛生署藥物濫用與心理部門的省衛生主任
，卡爾霍恩（Laura Calhoun）曾在新聞發
布會上，被屢次詢問為何耽誤警告市民關注
W-18對健康的危害。

而卡爾霍恩表示亞省衛生部的員工在4月8
日才得知W-18的消息，而需要等待加拿大
衛生署的書面通知才可正式公開。

在亞省發生這件事，幾乎聞所未聞﹐這是
加拿大警方第二次檢獲W-18，而警方去年8
月在卡城的一戶民宅﹐檢獲的毒物中，抽取

20粒樣品作為檢驗。去年12月，加拿大衛
生部化驗室結果發現，其中3粒驗出有W-18
成分。

但最近所扣押的大量毒物，蒙蔽了去年夏
天的毒物發現，令人提出關於政策制定者，
在處理加拿大 鴉片類濫用問題。

加拿大已將「芬太奴」濫用成止痛藥處方
，而犯罪組織也利用「芬太奴」作非法用途
，而環球調查組織發現，渥太華與其它省份
，還未作進一步，去制止醫生任意開處方給
任何人士，醫治慢性疼痛。

安省滑鐵盧預防犯罪區政務處局 (Water-
loo Region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 的
社區參與協調員帕金森（Michael Parkin-
son）指出沒有實時監控和應急藥物操施，
將導致跨國意外地服用過量藥物，而產生一
種慢性缺乏藥物的症狀，已令本國對「芬太
奴」的流行產生警惕，而對於新和有致命性
的物質，我們要增添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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