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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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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遊 診 所 及 健 康 顧 問

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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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

$1499

$2499

$3299$3299

$2499$2499

$3899$3899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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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國際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荷蘭分部將一份遭泄漏
的長達240頁的美國與歐盟圍繞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
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的秘密文件全文公佈到網上。該文件
暴露出的美歐談判存在的巨大不透明性，以及該協議可能
對歐盟環境與消費者保護造成的顯著破壞，再次引發了德
國等歐洲國家對TTIP的強烈質疑。

綠色和平荷蘭分部在較早前獲得了這份文件，並交給了三
家有影響力的德國媒體充分驗證其真實性。德國之聲報導
稱，多名熟悉談判情況的人士證實了這些文件的真實性。

本月2日，該組織在網上公佈了文件全文。文件顯示，美
國在談判中對歐盟施加的壓力和雙方存在的分歧比人們知
道的大得多。與此前同樣由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類似，TTIP是關於增加歐盟與美國之間雙邊投
資、貿易的一系列安排。自2014年該項協議的談判被曝光
以來，TTIP在歐盟國家內部廣受質疑，多國都爆發過大規
模抗議遊行。以德國為例，2015年10月10日有約10萬人從
全國各地來到首都柏林，遊行反對TTIP；今年4月底，奧
巴馬訪問漢諾威前夕，當地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抗議
歐盟考慮與美國達成的這一協議。

在此之前，美歐雙方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具體談判細節曝
光。綠色和平組織指出，此次曝光的文件顯示，TTIP在氣
候變化、環境保護和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確實存在“巨大風
險＂。泄密文件顯示，華盛頓向布魯塞爾直接提出威脅：
如果歐方不對更多美國農產品敞開大門，美方將對來自歐
盟的汽車設置壁壘。

對此，德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聯邦消費者中心＂主席
克勞斯・米勒指出，此次曝光的TTIP文件尤其暴露出美歐
在食品貿易方面的談判存在許多問題。“耐人尋味的是，
當看到美國在談判文本中提出的要求，我們迄今為止關於
美國打歐盟食品市場主意的全部擔憂都被坐實了。＂克勞
斯・米勒還向媒體警告稱，現有形式的TTIP一經簽署並實
施，轉基因食品或將在歐洲很快成為常態。

德媒對此反應強烈。參與此次調查報導的《南德意誌報》
以“美國談判人員是怎樣侵害歐洲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為
題報導稱，此次曝光的TTIP談判文件顯示，從轉基因食品
到含有激素的肉類，為了在歐盟重要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準
則上打開一個口子，華盛頓有多麼予取予求。

德國之聲指出，談判進入關鍵階段之際，美方有關加大對

歐盟施壓的一些秘密文件曝光，這讓反對簽訂TTIP的人士
感到“迄今所持的立場到了證實＂。

儘管反對聲浪重重，在4月底會見奧巴馬時，德國總理默
克爾還是與其在TTIP問題上顯示出了一致：該協議有助於
歐洲和美國的經濟繁榮。

TTIP談判秘密文件被曝光 美歐“黑箱作業”再遭炮轟

埃里安：日本央行政策就沒對過
著名經濟學家埃里安（Mohamed El-Erian）表示，日本央
行現在已經進退維穀，失去了政策可信度。

這位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在CNBC評價道：“令人震驚之處在
於，不管做什麼，他們都會做錯。他們上一次做得太多了
，遭受了貨幣升值的折磨，而這次他們又什麼都不做，結
果只能是一樣。＂

日本央行週四決定貨幣政策按兵不動，讓市場大吃一驚。
原本，外間都預計他們會降息，並且增大ETF購買力度。
日本1月間推出了負利率政策，打算以此來遏製住貨幣的
升值，推動出口和鼓勵工資增長。可是，今年迄今為止，
美元對日元已經貶值了近10%。

埃里安指出，現在日本央行所採取的已經不是有效的貨幣
政策，而是破壞生產的措施。接下來，歐洲央行最可能會
步日本的後塵，然後是中國央行，最後將是美國聯儲。埃

里安說，聯儲週三的聲明去掉了那些關於海外風險的表述
，等於為6月加息打開了一條門縫。“如果市場繼續這樣
的表現，我想6月加息可能會成為現實。＂

埃里安說，這些年來，各家央行都已經成了製造金融效果
――如果不是經濟結果的話――的大師，但是他現在相信
，這些決策者很快就會發現，他們的手腕正在失靈，將來
想在金融面有所作為都會困難得多。最近一段時間的特色
是，經濟增長速度遲緩，但相對穩定，央行總是能夠壓製
金融波動性，但埃里安警告投資者，大家必須準備好面對
這樣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想，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所有這些特質都將受到挑戰
的節點。戰術性的交易或許會和戰略性的資產配置一樣重
要，現金將成為你投資組合當中唯一的風險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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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菜仔 雪裡紅

萬歲粟米油
惠豐牌
即食碗粉

昇牌香菇
顆粒調味料

朦古牌
果汁連椰果

特級
基拿蘋果 甜木瓜

仙女牌
泰國香米

大番茄
意大利瓜
/台灣椰菜 呂宋芒果無莖百加利 黃心蕃薯

永順牌
薄餅粉

幸福比內牌
特選米粉

都樂牌
雜果罐頭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匯豐牌
是拉差辣醬

新鮮特級
雞上腿 豬腿肉連皮

生猛
馬尼拉蜆

新鮮小背脊
牛排(原袋) 特級雞腳 大班點心

中國紅蔥頭網瓜

美味精選
特級牛/羊肩肉

雞肉味

牛肉味

多款口味

原味 辣味

多款口味

原箱
$1.99/磅

$1.99

特級
富士蘋果 98¢

/lb

燒烤首選

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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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日本官員連日出口術壓圓匯升勢，但面對美匯
六連跌；加上美國將日圓列入操縱貨幣觀察名單，
令日圓升勢有餘未盡。日經指數受強匯率拖累，昨

日一度跌逾4%，失守萬六點關口，收市仍跌518點報
16147點。

日圓昨日曾升見106.14兌1美元，較上周五再升
0.34%，是18個月新高，日圓今年來已累升13%。美
元近期在聯儲局的鴿派攻勢下持續走軟，美匯指數
昨日錄得六連跌，低位見92.737點，是去年1月以來
新低，並較上周五跌0.37%。

除日圓外，歐羅和澳元昨亦見造好，歐羅連升6個交
易日，昨日曾升0.44%，見1.15美元，是去年8月以
來首見攀上該水平；澳元亦升0.67%，見76.54美仙
。

日圓上周四和周五急升近5%，為金融危機以來最大
的兩日升幅，有見及此，日本財相麻生太郎上周六
曾出口術，稱極度關注日圓的單邊升勢，並會在有
需要時採取行動；又補充指美國財政部上周五的報
告不會限制日本對應匯市的行動。

美國上周五將日本、中國、德國、南韓和台灣等地
納入觀察名單，促請它們確守7國集團（G7）和20國
集團（G20）所訂下的不作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承諾。

曾任職日本央行的摩根大通日本市場研究部主管佐
佐木融則認為，日圓有機會升穿100兌1美元水平。
他指，在美國反對干預的背景下，即使日本當局有
所行動，仍不足以支持日圓兌美元顯著回軟。市場
分析師指，麻生的言論或多或少令投機者在昨日稍
為收斂，但估計效用不大，因為沒有央行的強力干
預，日圓的升勢難以改變。

受日圓持續升值打擊，加上Markit/日經新出爐的日
本4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經季節調整後
，按月跌0.9點至48.2點，仍然處於收縮狀態，雙重
負面因素拖累日經指數昨日一度跌逾4%，日內低位
見15975點，尾市跌幅則收窄至3.11%，收報16147點
。

股神巴菲特投資旗艦巴郡舉行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
，重頭戲是上周六巴菲特與副手芒格齊齊接受股東
及分析員提問，雖然今年破天荒由雅虎網站現場直
播，但巴菲特仍估計有近4萬人赴會。在長達五小時
的問答大會上，二人從巴郡業務、美國經濟和總統
大選、負利率、油價以至投資哲學，無所不談，但
對接班人問題繼續賣關子。

巴郡再保舵手賈殷向來被視為接班人大熱，當被問
及失去賈殷對巴郡會有甚麼影響時，巴菲特稱，再
也沒有第二個賈殷，但同時指其他人同樣為巴郡帶
來巨大價值，似有意為外界對賈殷是接班人不二次
選的假設降溫。

儘管巴郡上季純利增長8.2%，但巴菲特稱，鐵路王
BNSF首季收益顯著下跌，而且今年或繼續向下，因
天然氣價格下跌削弱煤炭用作發電的需求，加上天
氣和暖，打擊運載需求。

負利率席捲全球惹關注，有與會者就關心負利率對
巴郡保險業務可投資資產的影響。巴菲特稱，巴郡
資本充足，而且有很多生財方法，惟現金或同類資
產數以百億美元計，區區1%回報或區區1%損失都是
痛苦的事。

市場另一焦點是油價，巴菲特指，投資Phillips 66
等石油相關企業和行業並非押注油價上升，自言對
油價長遠走勢連最模糊的線索都沒有，但認為低油
價一般有利美國經濟，因該國是石油淨入口國。巴
菲特承認，衍生工具導致銀行估值更困難，惟不擔
心在美銀和富國銀行的投資，並重申衍生工具最大
問題是交易對手風險，警告數量龐大的衍生工具對
金融系統而言是計時炸彈。

巴菲特又披露與對沖基金Protege Partners就全球
股市訂立十年賭局的現況，顯示在截至去年底的八
年間，後者所挑選的投資回報21.9%，反觀標指同期

回報達65.7%。巴菲特狠批對沖基金及其他基金經理
一般收取2%管理費和20%盈利的薪酬制度令人難以置
信，又建議投資者採取被動型投資方法。

至於美國總統大選，巴菲特稱，不論誰上台，巴郡
都會繼續做好，又指美國正朝正確方向前進，沒有
一個總統候選人或總統可以把它打破。

無視官員出口術 日圓持續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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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衍生品屬計時炸彈

海燕牌米粉
嘉慶牌
廣東炒麵

幸福牌
龍脷魚柳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海燕牌
去頭白蝦

雀巢三合一
即溶咖啡雞嘜鵪鶉蛋

雞嘜
原條粟米仔 伊高牌啫喱

急凍大老鴨

牧童牌
辣椒醬

普蒂大督牌
白醋

帝王牌
罐裝芒果肉天鵝牌醬油

荷蘭寶貝牌
忌廉

麒麟
日式奶茶

海燕牌
急凍烏頭魚

海燕牌
去頭鯰魚

AAA牌
有頭
老虎蝦急凍黃花魚

海燕牌
有頭白蝦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急凍帶子
急凍
原隻墨魚

海燕牌
急凍嫩酸子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拉瑪牌
新鮮潮州粿條 MW牌毛豆仁

急凍盒裝
火雞小腿

5磅起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原味

特濃

甜品用

相等於
$0.9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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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結石KIDNEY STONES
腎結石是什麼？ (What are kidney stones?)
腎結石是由位於尿液中的鹽和礦物質組成的，它們粘附在一起形成小“鵝卵石”
狀的結石。結石可以像砂粒一樣小，或像高爾夫球一樣大。它們可能會留在腎
臟中，或通過泌尿道排出體外。泌尿道是生產尿液並將其排除體外的系統。它
由腎臟、連接腎臟和膀胱的管道（輸尿管）、膀胱和連接膀胱到體外的管道（
尿道）組成。當結石通過輸尿管時，通常會引起疼痛和其他症狀。

腎結石產生的原因？ (What causes kidney stones?)
當水、鹽、礦物質和其他尿液中含有的物質的正常平衡發生改變，腎結石便形
成了。最常見的產生腎結石的原因是沒有飲用足夠多的水。盡可能飲用足夠多
的水，直到使尿液變為淡黃色或顏色像水一樣淡（約一天 8 到 10 杯水）。因為
身體狀況（如痛風），一些人更容易患上腎結石。

腎結石也可能是一種遺傳性疾病。如果您的家庭成員中有人患有腎結石，那麼
您也可能患上該疾病。

症狀是什麼？ (What are the symptoms?)
腎結石在腎臟內時，通常沒有疼痛感。但當它們從腎臟向膀胱前進時，可引起
突然的劇烈疼痛。

如果您認為自己患上了腎結石，請立即聯繫醫生。留意發生於您的側腹部、腹
部或腹股溝區的劇痛，注意顏色變為粉紅或紅色的尿液。您也可能感到胃部不
適（噁心），且可能會嘔吐。

如何診斷腎結石？ (How are kidney stones diagnosed?)
您可能因腹部或側腹部疼痛去看醫生或前往急診室時，才第一次發現自己患有
腎結石。醫生將詢問您有關疼痛和生活方式的問題。醫生將對您進行體檢，且
可能為您做影像檢查（例如 CT 掃描或超聲波）以查看您的腎臟和泌尿道。

如果您有超過一粒結石或有結石家族史，那麼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檢查。為查明
您的腎結石成因，醫生可能要求您進行血液檢查和收集 24 小時的尿液。這可以
幫助醫生確定您在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結石。

腎結石可能不會引起疼痛。如果您是這種情況，那麼醫生可能是在檢查其他疾
病時才發現您患有腎結石。

如何治療腎結石？ (How are they treated?)
對於大多數的結石，醫生會建議您在家照顧自己。您可能需要服用止痛藥。您
需要飲用足夠多的水和其他液體，以防止脫水。醫生可能會給您開立排石的藥
物。如果結石太大而不能自行排出，或它卡在泌尿道中，那麼您可能需要進一
步的治療。 
最常見的治療是體外衝擊波碎石術 (ESWL)。 ESWL 使用衝擊波將腎結石打成小
碎塊。小碎塊可通過尿液排出體外。其他情況下，醫生需要將結石移除或在輸
尿管中放置一個小的、有彈性的塑料管（稱為支架），以保證在結石通過時，
輸尿管是通暢的。

如何預防腎結石？ (How can you prevent kidney stones?)
患過腎結石後，您很可能會再次患病。您可通過飲用足夠多的水來預防腎結石
，直到尿液變為淡黃色或顏色像水一樣淡（約一天 8 到 10 杯水）。您可能不得
不少吃某些特定的食物。醫生也可能為您開立防止結石形成的藥物。

腎結石：通過飲食預防腎結石

KIDNEY STONES: PREVENTING KIDNEY STONES THROUGH DIET
簡介 (Introduction)

如果您患有腎結石，醫生或營養師可能會同您談論飲食計劃，來預防復發。最
常見的腎結石類型為鈣和草酸鈣。每種類型的結石可能要求不同的飲食計劃。
有些特定的食物是您可以食用的，而有些則需要避免，以降低復發概率。 
．如果您曾患過腎結石，則很可能會再次患病。但通過遵從醫生或營養師建
議的飲食計劃，您可有效防止複發。

．飲用足夠多的水。最常見的形成腎結石的原因是沒有飲用足夠多的液體，
特別是水。

如何預防腎結石？ (How can you prevent kidney stones?)
以下建議可降低你患上腎結石的概率：

．您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盡量多喝液體，特別是水（如果醫生說這樣可
以的話）。盡量每天飲用 8 至 10 杯水。如果您還未喝這麼多水的話，慢慢
地增加飲水量。例如每天多喝一杯水，直至每天能夠飲用 8 至 10 杯水。緩
慢地增加飲水量可以讓您的身體逐步地適應多出的液體。當您的尿液為透
明或淡黃色時，表明飲水量已經足夠了。如果尿液為深黃色，則表明飲水
量不夠。 
．如果您的腎結石為鈣類的，以下的做法對您有益： 
。少吃鹽和鹹的食物。辦法是避免食用醃製食物及減少在餐廳吃飯的頻
率。

。與醫生或營養師談論有關您每日所需鈣量。盡量從食物中獲取鈣，而
不是從補充品獲取。牛奶、奶酪和酸奶都是獲取鈣的好途徑。

．如果您的腎結石為草酸鈣類的，醫生可能會要求您限制進食某些含有大量
草酸鈣的食物，例如深綠色的蔬菜、堅果和巧克力。並不是完全放棄這些
食物，而只是少吃或少喝。

如果您曾患過腎結石，以下的行為也將對您有益：

．平衡飲食，選含動物蛋白不是太高的食物。牛肉、雞肉、豬肉、魚肉和雞
蛋等食物含有很多蛋白，太多的蛋白會引起腎結石。並不是完全放棄這些
食物。請與醫生或營養師討論您所需的蛋白量和獲取蛋白質的最好途徑。

．提高纖維攝取量。纖維類食物包括燕麥麩、豆類、全麥麵包、小麥、穀物
、捲心菜和胡蘿蔔。

．不要喝柚子汁。

．飲用由鮮檸檬（而不是檸檬香料）製成的檸檬汁。檸檬中富含的檸檬酸可
以預防腎結石。

．如果您服用維生素或補品，請向醫生諮詢。醫生可能希望您限制魚肝油或
鈣劑補充品的攝取量。與此同時，不可攝取超出每日推薦劑量的維生素 C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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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中華文化中心                           最新資訊消息站                        

查 詢 活 動 詳 情，請 親 臨 文 化 中 心  

地址: 197 First Street SW  或  致電  (403) 262 – 5071        中心網站: www.culturalcentre.ca 

2016 SUMMER CAMP 夏令營 
 

文化中心 2016 夏令營現已接受報名。今年將從文化、藝術、體育各方面為青

少年提供愉快的暑期體驗。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A) 7 月 4 日 - 7 月 15 日  (10 堂）     B) 7 月 18 日 - 7 月 29 日  (10 堂） 

 C) 8 月 2 日 - 8 月 12 日  (9 堂）       D) 8 月 15 日 - 8 月 26 日  (10 堂）  
 

運動類：羽毛球班（10 至 17 歲） 

   乒乓球班（7 歲或以上） 

   功夫班 ( 7 歲或以上 ) 
 

靜態類： 1) 美術班：素描、水彩  ； 2) 少年卡通畫班 （8 歲或以上） 

   少年瑜伽班 ( 4 歲或以上 ) 

   兒童傳統 文化班 ( 5 歲或以上 ) 
 

應用班：電腦組件班  

   珠心算 ( 5 歲或以上 ) 

    趣味中文班 ( 6 歲-12 歲 ) 

成人泰拳（初級） #T3400 
 

     泰拳 - 是泰國國技， 以破壞力驚人著稱，  以拳腳肘膝為四大武

器。  本課程將全面教授泰拳技巧和知識， 讓學員掌握泰拳核心技術。    
 

時間: 逢星期五  晚上 6:30 - 8:00 

導師: Eric Leung 
 

 梁曉暉教練擁有 8年泰拳經驗。  2014年於香港取得泰拳高級教練資格。  

加拿大紅十字會標準急救證書課程 
       本課程為標準急救證書課程，包括使用 AED 心臟除顛機訓練。內容

包含 CPR(心肺復甦法)，出血及傷口處理。燒傷、扯傷、急救、突發疾病例如：

糖尿病、低溫症、痙攣等處理方法及三角巾包紮等等。 
 

時間： 星期六 9時 30分 至 5時 30分  （粵語）            
導師： Amy Poon 

 

青少年書法班   #T2203 

            

 課程目的是能學習毛筆字的基本寫法,開始時學習中楷模拟,培育孩子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 為學習書法進一步打下良好基礎.  
 

時間：逢星期日 下午 1:00—2:30 

導師：王志強先生 
 

 王老師在國內中學當過老師, 對毛筆書法和硬筆書法有深厚的功底,擅

長書寫對聯,經文. 對教育小孩有豐富經驗. 

成人瑜伽班 #T3301 
     

     本課程將古典瑜伽和舞蹈結合，瑜伽體位對身體的溢出，除提升身體

柔韌性， 在繁忙和緊張的生活裡得到身心放鬆。  
 

時間: 逢星期一  晚上 7:00 - 8:30 

導師: Hui Ju 
 

 居慧老師自幼接受舞蹈啟蒙和薰陶，拜師無數，2013 年創辦舞韻瑜

伽學校，將舞蹈和古典瑜伽和音樂完美結合，把瑜伽搬上舞臺，三年來教

授瑜伽，並參加義演超過 70 場。 

兒童青少年繪畫班  #T2105 
 

      教學內容：包括素描、水彩、水粉畫、裝飾畫、卡通畫、簡筆劃等多種

形式，選取人物、動植物、風景、靜物等為表現對象，風格多樣、創意獨特，

啟發同學們對生活的觀察和感受，讓他們的情感傾注在畫筆之中。 
 

時間: 星期六     上午 10:30 – 中午 12:00  

導師: 王曉紅老師 
 

      王曉紅老師畢業於中國安徽教育學院美術系，從

事中小學美術教學長達十七年。她非常熱愛學生，她的

教學積極啟發學生想像力和創造性。教學生動活潑，深

受學生喜愛。 

水彩畫課程 #T2102  
     

     水彩畫所使用的顔料，是善于表現明快又清新的視覺效果。如果懂得掌

握水彩畫變化的技術，無論在于學其他別種的繪畫，都有很大的幫助。    
 

時間: 逢星期五  上午 10:00 - 11:30 

導師: 鄭國權老師 
 

( 國/粵語授課。請自備顔料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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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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Ox Head

Jasmine Rice

牛頭香米 妮娜白蝦

$39.99/bag $27.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7.99/box

紅雙喜百加利  $26.00/box

青蔥 (Onion King)  $21.00/box

大洋蔥   $22.00/bag

薑    $28.00/box

May 06 - May 12

小藍鳥甜橙百利芥蘭水晶梨百利油菜苗玫瑰蘋果

青椒加州大甜橙青蔥上海白菜 夏威夷木瓜

惠金橋甜梅菜王家樂雞粉飛鷹豆豉鯪魚壽星公煉奶

第一江西米粉/瀨粉天湖山茗茶亞美杏仁餅黃冰糖

泰高蝦仁 雞腿球大信傳統滑豆腐健康芋絲香菊元支竹

永達走地雞海威黃花魚ARD急凍椰子水海威龍鱈魚三去鰂魚

Blue Jay OrangesGai LanAsian Golden PearYue Choy MueRose Apples

Green PepperCalifornia OrangesGreen OnionShanghai Bok Choy Hawaii Papaya

HJQ Preserved VegetableKnorr Chicken Broth MixFY Fried Dace Salted Black BeanLongevity Condensed Milk

DY JX Rice VermicelliTHS TeaAlmond CookiesRock Sugar

TG Shrimp no Shell 41/50Chicken Leg Drumsti ckDSI Smooth TofuYam NoodlesXiangju Dried Beancurd Sti ck

Wingtat ChickenSearay Yellow Croaker FishARD Frz Coconut JuiceSearay Greenland TurbotFrozen Cleaned Tilapia Fish

$0.79/lb
$1.89/lb

$1.19/lb
$1.59/lb

$0.85/lb

$2.79/lb
$1.09/lb

$0.49/ea
$0.69/lb

$0.99/lb

$2.49/ea
$4.39/ea

$8.49/ea
$1.59/ea

$6.39/ea

$0.99/ea
$4.29/ea

$1.99/ea
$0.85/ea

$2.09/ea
$1.95/lb

$1.49/ea
$4.59/lb

大信豆腐卜
DSI Tofu 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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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ea

ARD糖水龍眼
ARD Longan in Syrup

$1.99/ea
$0.49/ea

$9.99/box

$1.89/lb
$5.79/lb

$8.49/ea

黃蓋美極醬油
Maggi Soy Seasoning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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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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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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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 PLAN E
3 睡房
1,088 平方呎
NOW $465,900

201- PLAN D1
2 睡房 + DEN
789 SF
      $399,900

314- PLAN B1
1 睡房 + Den
633 SF
      $309,900

101 - PLAN A4
1 睡房
655 平方呎
NOW $295,900

325- PLAN C7
2 睡房
923 平方呎
NOW $409,900

2 - PLAN A3
1 睡房
633 SF
      $292,900

今 個 夏 季
即 可 入 伙

3 - PLAN D2
2  睡房 + 書房
810 平方呎
現售 $359,900

LIVING

MASTER
BEDROOM

KITCHEN

ENTRY

BALCONY

DEN

BEDROOM

WD

ENSUITE

BATH

PORCELAIN
TILE FLOORING

PEACEFUL MASTER
BEDROOM WITHSPACE TO DREAM

HIGH-QUALITYGERMAN
MADE HARO

LAMINATE FLOORS

HIGH GLOSS AND TEAK
FINISH CABINETS WITH

UNDER CABINET LIGHTING

STAINLESS STEEL APPLIANCES
AND GAS RANGE

LUXURIOUS QUARTZ
COUNTERTOPS

ULTRA QUIET WASHER
AND DRYER WITH
CONVENIENT
LINEN STORAGE

 

$ 5 , 0 0 0 *  首 期 便 可 擁 有 !

1 睡房單位由 $249,900 起 ·  2 睡房 + 2 浴室單位由 $349,900 起*

上 周 末 再 售 出 兩 個 住 宅 單 位

BRIDGELAND

HILL

GABLECRAFTHOMES.CA   403 456 2329
*詳情請向銷售人員查詢。發展商保留修改此廣告內資料之權利，無須另行通告。售價及供應數目或會隨時更改，無須另行通告。圖片純屬參考性質，未必作準。E.&O.E.

展銷中心位於  736 1ST AVE, NE · 星期一至四  – 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開放  · 星期五 – 只限預約參觀  · 星期六及星期日  – 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開放  

已售已售已售

主人睡房
瓷磚地板

寧謐主人睡房
提供寬敞睡眠空間

高質德國製造
HARO 強化複合地板

高光澤及柚木廚櫃
附設櫃底照明系統

不鏽鋼家電及
天然氣煮食爐

豪華石英廚房桌面

超級寧靜洗衣機
及乾衣機，並設有
方便毛巾儲存架

客廳

廚房

露台
睡房

洗衣
乾衣機

套廁
浴室

書房

入口

BHill_OrientalWeekly_QP_05.02.16.HR copy.pdf   1   16-05-02   9: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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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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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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 - 05/12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699

ea Ginger  
生薑

.99
特 價

lb .99
特 價

lbZucchini
意大利瓜

Red Delicious
地喱蛇果 特 價

109
lb

Cilantro Fuji Apples
莞荽 富士蘋果

299
特 價

ea.69
特 價

ea
特 價
149

lbPineapple
菠蘿

Pork Belly Boneless
五花腩

345
特 價

lbLean Ground Lamb
特瘦碎羊肉

899
特 價

ea

159
特 價

eaEggplant
茄子

Lamb Leg Short Cut
羊腿 特 價

549
lb Oxtail

牛尾 特 價
599

lb

Frozen Whole Tilapia
急凍鯽魚 (原條)

.49
特 價

100gFrozen Basa Fillets
急凍龍脷魚柳

129
特 價

100gWF Rose Bag Prawns
急凍去腸白蝦 特 價

899
ea

卡城佛學居士林
第十四屆
理事會就職大典
卡城佛學居士林於4月30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正，假座佛學居士林大殿

舉行新一屆（第十四屆）理事會就職

典禮。當日到場嘉賓極眾。新一屆理

事會全體理事經過隆重就職典禮後，

所有嘉賓皆獲邀共享美味素饌，場面

熱鬧歡欣。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卡城一對夫婦剛搬到Inglewood的新居後不久，
本來放在車房的單車就被偷走了，留下的只有幾道
零碎的痕跡和腳印。

女戶主形容這是具侵略性和恐怖的行為，因為偷
竊者從屋旁小路，直接進入屋後花園內的獨立車房
偷單車，令他們自此不敢再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在
車房。

卡城警方最近數據顯示，從2014到2015的單車
失竊率案有增無減，升幅高達44%，有近三分一的
單車偷竊個案中是屬於家居爆竊。

Bike Calgary主席 Agustin Louro稱這是值得關
注的，因為他們不希望見到單車偷竊案逐次遞增。

現時可實行的方法是跟從溫哥華市的做法，Bike 
Calgary及CPS會與警方攜手成立自願性單車登記，
對此他們仍然會參考其他城市的方法繼而獲取更多
靈感。

至於卡城警方爬山單車部門(CPS mountain bike 
unit) Katrina O’Reilly 表示，大部分單車偷竊都
發生在獨立的車房、柏文住宅的儲物室、及地下停
車場等。由於市中心核心地區吸引大量的騎單車人
士，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社區。

卡地警方已開始著手研究對付方法去打擊單車偷
竊，Katrina O”Reilly稱己開始與柏文管理公司合
作，希望教育大眾做好單車防盜的方法和鼓勵申報
盜竊案。

卡城單車失竊升幅高達卡城單車失竊升幅高達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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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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r
ee

t N
E

5 AVE. NE

33
 S

tr
ee

t N
E

加拿大亞省卡城潮州同鄉會
The Chao Chow Community Benevolent Society

BAY 357 / 361, 3RD LEVEL,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4X6      TEL / FAX: (403) 266-4939

通　告
今年敝會32歲了，為配合慶祝活動，敝會謹訂於公元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半，

假座本市富麗宮大酒樓隆重舉行第卅二週年會慶，敬老暨頒發二零一五年度獎學金三慶聯歡晚宴，
席間設有文娛節目及幸運抽獎助慶。

敬請各位鄉親會友及各界人士踴躍攜眷熱烈參加，餐券每位四十元（大小同價），將於五月七
日辦公時間在本會開始發售。

耆英們（六十五歲以上）每位20元，敬請在五月七日起於辦工時間前來本會登記席券及領取耆
英禮物。（餐券不得轉讓，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卡城潮州同鄉會第十七屆理事會　謹啟

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2014-2015年內，警方使用電擊槍增長達33%。
警監會成員兼卡城政務委員會委員(Calgary Police Commission) Ward 

Sutherland解釋，電擊槍多用於在毒品影響下的疑犯，這類疑犯會傾向做出
無法估計的行為，因此在特殊情況下，使用電擊槍較容易控制他們。如果濫
藥情況惡化，警方被迫使用電擊槍制服疑犯。他補充這問題已在警監會廣泛
討論，在沒有其他選擇的危險情形下，警員使用電槍是一項較正面的做法。
當一名受藥物影響的疑犯，警方有兩種對付的選擇：用自身武力解決、或者
用能量武器，即電擊槍，它可即時用電力麻醉疑犯的神經，使其短暫喪失反
抗力。

警方會先訓練學員使用電擊槍，在最危險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電擊槍，萬
一不能成功制止疑犯，便再加上傳統方式的自身武力作輔助。

去年的統計數字顯示，警方使用電擊槍達75次，當中有48次為電流擊，
10次是用電擊槍觸及疑犯身體，17次是雙管齊下。這些統計在有120萬人的
卡城來說似乎是很多，然而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只有90萬人的城鎮，當地警

方用電擊槍次數每年高達450次。慶幸的是卡城還是一個比較平和的城市，
不像其他國內城市犯罪率一樣，希望警方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對抗疑犯，而不
需要去傷害疑犯性命便好了。如果電槍可行的話，意味著疑犯將面對法庭裁
判，這一點意味著警方有效地逮捕疑犯
。

電槍非100%不致命的，有多宗死亡個
案皆涉及使用電擊槍的，包括2008 年卑
詩省疑犯被卡城警方電擊後的致命案，
後來法醫證實疑犯非死於直接電擊而是
本身的精神錯亂。

卡城警察協會主席Howard Burns則
認為能量武器非最好的選擇，對於孤軍
作戰的警員來說，電擊槍才是完美的制
服疑犯工具。

卡城濫藥者人數大增  警方用電擊槍次數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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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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數年前A&W漢堡包集團後，以溫哥華作據點的著名跨國餐廳連鎖店Earls，
將轉用美國經人道認證供應商的牛肉，因他們所飼養的牛是用改良飼料飼養，成
為首間在北美地區使用此政策的大型餐廳，同時為加拿大畜牛業帶來危機。

在星期三發出的一份官方聲明中，該餐廳連鎖店稱，經人道認證的牧場所飼養
的動物，由出生到放牧皆經過特別的護理，受尊重和有尊嚴的。獲得認證的人道
屠宰場由動物行為專家Temple Grandin設計，他專門研究寧靜、低壓力環境，
自誇能撫育出無激素及抗生素的動物。該著名餐廳聲稱，亞省同類的牛肉產品供
應量並沒有穩定性，未能滿足需求。因此，唯有找尋其他供應來源商，以其達到
滿足店內長期高踞銷量榜的產品。

對於牧場業內人士無疑是影響收入，以及對整個業界帶來衝擊。該餐廳的決定
也帶出其他存在問題，例如亞省畜牛業在近年成分裂狀態，而且對市場反應緩慢
。美國市場的不同之處是有無限潛力，現今加國本土市場未有達到這樣的程度，
而銷量未必能保證市場潛力。然而本土市場對業界的日新月異變動感吃力應付，
但並沒有置之不理。

亞省牛肉生產供應商 (Alberta Beef Producers) 主席Bob Lowe不支持這論點
。他認為這類所謂認證只是一個蓋章，一種市場策略，志在宣傳大部分畜牧業者
已經在遵守標準系統。雖然這種認證在加國是可行的，亦不是昂貴的步驟，但還
有另外的考慮空間。他補充，在市場供應的食用牛肉已經是無抗生素成份，批評
此聲明只是一種市場策略，相關業界已經在用最標準的營運模式，無需要再加其
他認證。他指出，如果該餐廳真的要增添費用給生產商去做認證，會是一種難題
。

本土畜牧業已經在計劃進行國家級「牛肉產品 Canadian Roundtable for 
Sustainable Beef」認證，所以不單止包含人道的標準，還加了對生產環境的嚴

厲規定。業界已全面關注對社會的影響，與此同時仍然需要改善某些地方，更強
調主動性及透明度。還有一步更重要的是需要證明給大眾，他們的產品是人道認
證的。

該公司的聲明引起各方社會媒體反對，包括野玫瑰黨領袖Brian Jean 及聯邦保
守派MP Jason Kenney，他們在社交網絡媒體的介入爭鬥更顯激烈。有網絡用家
更威脅要杯葛這家著名餐廳連鎖店。

長久以來，縱使牧場業內人士想盡力提升動物權益水平，問題是對業界並沒有
高的回報。商品價格太高只會嚇跑消費者，從而放棄關注食物來源或帶來的福利
。現在趨勢有變，社交媒體喚起消費者關注動物權益問題，畜牧業為環境所帶來
的壓力令部分消費者感到不安。比起畜牛，養雞和豬用較少資源。孕育一磅可食
用的牛肉，需要的資源為超過10磅飼料和8加倫食水，這事實證明牛肉在消費者
眼內是一項貴價商品。隨著消費者日漸對動物養殖權益的關注，在未來日子業界
不可忽略實踐這種人道計劃。

 
它就像一個商標，認證是由美國維珍尼亞洲，非牟利人道動物護理團體Humane Farm 
Animal Care(HFAC)發出的。該團體的網站列出38位已被認證的農夫，包括了生產芝
士、雞蛋或牛肉農夫。

農夫需要付上75元去申請認證服務，600元的檢查員費，還有認證費由13 仙到1.05元
不等，皆以每次及每頭生畜來計算。以上費用亦以每月來算。至於在動物上的蓋章方
面，農夫必須遵照共有46頁長的規則，跟從所列明的指引去做，才可獲取人道組織發
出的批准封章。

關於人道認證:

加拿大畜牛業面對危機加拿大畜牛業面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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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敍疑勾結IS 炮製大龍鳳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肆虐中東，表面與敍利亞政
府兵戎相見，惟英國傳媒聲稱近日
取得逾兩萬份IS機密文件，並訪問
了該組織變節成員，揭發兩者可
能互相勾結。雙方的秘密交易包
括，IS早前將巴爾米拉古城交還政
府軍，作為交換，敍國政府容許IS
保留重型武器。文件亦披露，IS早
於巴黎恐襲前一年，便已派出恐怖
分子潛赴歐洲，令外界擔憂IS可能
再對歐洲發動恐襲。

擬返孟加拉恐襲 八人星洲落網

東南亞多國反恐形勢嚴峻，回教
極端組織勢力不斷擴張。新加坡上
月拘捕八名在當地工作的孟加拉裔
男子，指他們計劃返孟加拉後發動
恐襲，推翻當地政府，成立「孟加
拉伊斯蘭國」（ISB）。印尼國家反
恐局亦警告，當地極端組織積極利
用社交媒體招攬年輕追隨者，至今
已創建逾一萬五千個網站。

半年第二度 巴西再禁WhatsApp

巴西東北部城鎮拉加托法官蒙
塔爾旺，周一頒令全國禁用熱門手
機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七十二小
時，是半年來第二次同類事件。擁
有WhatsApp的facebook始創人兼行
政總裁朱克伯格形容，這是「巴西
悲哀的一天」。

美軍無人艦測試避撞能力

上月下水的美國海軍無人艦「海
獵號」（Sea Hunter），周一起在加
州聖迭戈接受一連串測試，以驗證它
避免與其他船隻相撞的能力。若測試
成功，「海獵號」將改變軍方海上作
戰，以及現今商業船運的形態。

日本海域輻射翻升

五年前的東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引
發海嘯，令福島第一核電站遭受嚴重
破壞，更導致大量含有放射性銫的核
污水流入太平洋。近日有日本學者發
表調查報告指出，部分放射性銫在北
太平洋循環後，近月已回流到日本海
域。由於銫的半衰期長達三十年，海
中的銫很可能長期維持這水平。

華客拒付買路錢越關員電槍威嚇

中國旅客外遊人數持續上升，不
但是東南亞國家的主力客源，甚至成

為當地海關索賄目標。一批中國遊客
前晚在越南芽莊機場過關時，因拒絕
付「小費」遭關員留難，其後更有中
國遊客的手機疑被安檢人員偷走，引
爆在場華客群起聲討，越南關員竟動
用電槍「控制」場面。據報有中國遊
客被帶走，中國駐胡志明市總領事館
事後與越方交涉。

華遊客屢遇劫公安赴意巡邏

中國及意大利警方破天荒合作，
首次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及米蘭展開
為期兩周的聯合巡邏，打擊日益猖
獗針對華人的盜竊犯罪，保障中國
遊客的安全；未來中意聯合巡邏或
拓展到其他意大利城市。

母女鬧川航拘10天

山西太原一對母女周日乘搭四川
航空航班，從太原飛往海南海口，途
中與機組人員起衝突，期間李姓女兒
自稱是「市政協委員」，張姓母親則
藉口身體不適倒地。最終兩人因影響
飛行安全和擾亂機場秩序，被處拘留
十天及罰款五百元人民幣。

整治共青團 官方證實經費削五成

繼網傳共青團中央縮減人員編
制以及直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停
辦本科課程後，官方證實共青團中
央經費已被大幅削減五成。有分析
指，共青團經費大減，或與中央整
治有關，中紀委近日曾點名批評共
青團中央存在「機關化、行政化、
娛樂化、貴族化」現象。

華企撤回收購澳洲牧場股權

中國企業在澳洲的大型併購再觸
礁，澳洲財長莫里森上周五以不符合
國家利益為由，否決上海鵬欣集團
旗下大康牧業牽頭財團、大康澳洲
（Dakang Australia）收購澳洲企業
潔曼公司（S. Kidman & Co）八成股
權後，據外電昨日報道，大康澳洲已
主動撤銷早前向澳洲外資審查委員會
（FIRB）提交的有關收購申請。

美印協商跟蹤華潛艇

中美南海角力擴至印度洋，英國
媒體披露，針對中國近年不斷加強
在印度洋的活動，印度和美國正協
商合作跟蹤中國潛艇事宜，兩國海
軍還將就反潛作戰舉行會談。另解
放軍西部戰區空軍近日首次在青藏
高原投擲新型炸彈。

Bitcoin之父自揭面紗

虛擬電子貨幣「比特幣」（Bit-
coin）曾在市場掀起一片風潮，有
人憑炒賣一夜致富，亦有人跟風而
投資失利。在熱潮之中，比特幣發
明者身份成謎，引起傳媒猜測。
澳洲訊息安全專家及企業家萊特
（Craig Wright），日前承認自己
就是比特幣之父，解開了全球關注
的謎團。

日櫻島火山爆發 灰噴4100米高空

日本九州上月中發生熊本地震
後，南部的櫻島火山周日下午又發
生大規模噴發，火山灰噴至四千一
百米高。日本氣象廳昨證實，這是
今年該火山噴發的最高紀錄，雖然
暫未造成傷亡及損失，當局已發出
第三級警戒級別，禁止遊客登山。

土國助盟軍 擊殺63名IS

土耳其軍方周一表示，以美國為
首的盟軍利用土耳其軍事基地，向
敍利亞境內的極端回教組織「伊斯
蘭國」（IS），發動無人機空襲及
炮火攻擊，殺死六十三名IS分子。

特朗普：不容華繼續強姦美國

美國共和黨將於當地時間周二在
印第安納州舉行初選，總統提名戰參
選人特朗普，周日在該州韋恩堡的競
選集會上，談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以「強姦」一詞來形容，指「不
能容許中國繼續強姦美國」。

菲總統大熱 冀與華拓南海

菲律賓將於本月九日舉行總統選
舉，南海主權爭議是今次選舉的重
點議題。大熱候選人迪泰特周日晚
表示，如果現時的多邊會談未能於
一、兩年內解決爭議，他便會與中
國舉行雙邊會談解決紛爭，且會在
能源開發、鐵路建設等項目上謀求
與中國合作。

日店串通導遊 誘華客爆買

不少內地人會趁五一假期外遊，
其中日本更是連續多年的首選，惟內
地官媒近日揭發日本存在針對中國旅
行團遊客的消費陷阱。報道指，東京
新宿有免稅店與當地導遊「唱雙簧」
，通過洗腦宣傳、製造爆買假象、吹
噓成藥物等手段，高價出售保健食
品；當受害人察覺中招時，卻指不能
退貨，讓華客蒙受損失。

肯國百噸象牙付一炬

象牙製品精緻，需求不絕，促成
無數的非法象牙交易。為打擊非法
交易，肯尼亞政府前日在內羅畢國
家公園，展開全球史上最大規模的
象牙燒毀行動，焚毀來自七千隻象
共一百零五噸的象牙，估價總值七
億七千萬港元。價值連城的象牙隨
熊熊烈火，付之一炬。

澳擬斥8860萬殺歐洲鯉

歐洲鯉魚（European Carp Fish）入
侵澳洲南部墨累河，並繁殖了數百萬
條，導致河中的本土魚類瀕臨滅絕。澳
洲政府計劃耗資一千五百萬澳元，在河
中投放錦鯉疱疹病毒，希望於二○四五
年前消滅河中的歐洲鯉魚。

F35A隱形戰機演習 五架未能起飛

被視為美軍下一代主力的F35隱
形戰機，自研發及生產至今問題多
多。美國國防部日前向國會證實，
早前六架F35A參與警戒起飛（alert 
launch）演習時，其中五架因機上
系統及軟件問題，未能成功起飛。

台武裝船沖之鳥護漁

台灣漁船在沖之鳥礁公海海域被日
本扣押並強索贖金後，台灣官方堅稱沖
之鳥是礁而非島，亦拒認是日經濟海
域，更派遣兩艘配有武器的千噸級巡邏
船，昨早從高雄港啟航前往事發海域高
調護漁，惟有民眾卻踢爆台官方批准的
中學教科書課本，竟稱沖之鳥是「島」
，且標示周邊二百海里是日本經濟海
域，質疑官方或為做騷，台教育部昨急
認有誤，並要求出版商修改。

中國艦隊南海演練 軍媒高調報道

南海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繼中國拒
絕闖南海的美軍「斯滕尼斯號」航母
訪問香港後，內地軍媒昨再高調曝光
南海艦隊兩艘潛艇近日在南海海域對
抗演練，官媒播出南海艦隊登陸艦在
南海舉行登陸演練畫面，場面震撼。
另有消息指，中國正大舉組建漁民民
兵，打造武裝漁船維護南海主權。

台法務部應邀赴陸查電騙

馬來西亞遣送三十二名台灣籍電
訊詐騙案疑犯到大陸，再度引發台當
局抗議，大陸公安部證實，台籍疑犯
已關押於廣東省珠海市的看守所，並
邀請台方派人共同偵辦，台法務部表
示將盡速組團赴大陸協商。

5月4日 (星期三) 5月3日 (星期二) 5月2日 (星期一)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２
８ 

日 

至 

５ 

月 

４ 

日



11

Oriental Weekly   May 05, 2016

一
周
國
際
新
聞
２ 

０ 

１ 

６ 

年 

４ 

月 

２
８ 

日 

至 

５ 

月 

４ 

日

7.6米擦身 蘇27桶滾截美機

美國軍艦及戰機近期以保護北約盟
國為由，頻頻在俄羅斯周邊出沒，引
發俄羅斯強烈反應。一架美軍RC135偵
察機上周五在波羅的海空域飛行時，
俄軍派出一架蘇27戰機，以「桶滾」
（barrel roll）式高難度飛行越過美
機機頂，兩機擦身而過時距離最近僅
七點六米。美方斥責此舉極不安全，
俄羅斯質疑美國為何派出關閉了通訊
系統的偵察機飛近其領空。

加州造勢會特朗普「偷渡」避示威者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參選人特朗
普，在加州為初選拉票，但他上周四中
午在三藩市出席共和黨大會時，反對其
移民政策的示威者蜂擁堵塞酒店會場大
門。特朗普惟有走到高速公路上，穿越
圍欄跳下，進入酒店後門，十分狼狽，
連他也自嘲似「偷渡」入場。

親IS黑客洩密 美3600人恐受襲

一個與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
國」（IS）有關的黑客組織，上周在
互聯網上披露美國紐約三千六百名市
民的資料，呼籲恐怖分子殺死他們。

東京奧運漏整聖火台

日本東京二○二○年奧運再度「甩
轆」。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早前被指外
形像女性生殖器官而推倒重來後，建造
計劃又起波瀾，聖火台設在何處竟然至
今未有定案。日本傳媒報道，由於難以
改動主場館的設計方案，當局急急提出
「補鑊」方案，建議在場館中央運動場
上或場外設置聖火台。

王毅面斥日在南海無角色

中日時隔四年半重啟外長級會晤，
中方毫不客氣向日方施以「顏色」，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昨早與到訪北京的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會談時，直斥日本
在南海並無角色，日方應清楚兩國關
係陷谷底原因，又表示「若你是真心
誠意而來，我們歡迎。」

馬國32台電騙犯遣大陸

兩岸電騙犯遣送風波再生波瀾，
台法務部昨傍晚證實，大陸以台方
早前縱放二十名遣台電騙犯等為
由，向馬來西亞施壓將卅二名台籍
疑犯遣送大陸。據報台方事前曾提
出協調，惟陸方堅稱是「辦案需
要」。台陸委會已提出嚴正抗議，
將盡速組團赴陸再次協商。

貝理雅晤李克強為油企搭路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過往多次被
揭發，卸任後任職中東和平特使期
間以權謀私。有英國媒體近日再爆
料，指他曾為一間沙特阿拉伯油公
司穿針引線，令中國政府首肯讓其
打入中國市場，促成價值百萬英鎊
的合約，藉以賺取共四萬一千鎊及
百分之二的合約佣金。

反猶太風波英工黨黨魁捱轟

英國工黨黨員、前倫敦市長利文
斯通近日指，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也
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其反猶太言論引
起軒然大波，他被暫停黨籍處分。工
黨黨魁科爾賓也遭受猛烈抨擊，輿論
指他領導無方，滋長了黨內反猶太思
想的蔓延，勢令工黨倫敦市長選舉及
地方選舉遭遇滑鐵盧。

誤炸無國界醫院16美軍受處分

美國國防部周五就美軍去年誤
炸阿富汗「無國界醫生」（MSF）醫
院，發表完整調查報告，稱十六名涉
事美軍，包括一名兩星將軍，將受到
行政處分，但毋須受刑事檢控。

偷朝核機密美籍韓男判勞改

下月六日為北韓勞動黨第七次全
國代表大會，平壤當局顯得甚為關
注。在大會前夕，北韓最高法院於
昨日裁定，去年十月被北韓拘捕的
美籍韓裔男子金東哲（Kim Dong-
Chul）顛覆及間諜罪名成立，判處
十年勞改。

俄戰機再攔美機僅相距15米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周四表示，海
軍一架P-8海上巡邏偵察機於上周
四，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堪察加半島
附近的國際空域飛行時，被俄軍一
架米格-31戰機攔截，消息指距離
只有十五米，幸未擦槍走火。分析
指，俄方的攔截舉動或暗示該軍最
新「北風之神」級戰略核潛艇，已
調派至俄軍太平洋艦隊。

京促美尊重立法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日表決通過境
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
理法後，美國白宮隨即發表聲明，
擔憂新法例進一步收窄公民社會空
間，敦促中方保障外國NGO在中國境
內運作。中國外交部則促美方尊重
中國立法主權。

特朗普空談「美國優先」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日前
在初選中全取東北五州，自詡穩奪黨
內提名。翌日他即以總統候選人的口
脗，詳細闡述其「美國優先」（Ameri-
ca First）外交方針，更主張緩和中俄
關係，擅長即興「爆肚」的他更十分重
視這次演說，罕有使用提詞機。但外界
批評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欠缺實質建議，
「美國優先」旗號顯得空洞。

不甘被寸希拉妮反擊特朗普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
周二初選大勝，他當日劍指民主黨
大熱門希拉妮，形容對方除「打女
性牌」外無甚板斧。希拉妮不以為
然，強調以替女性爭取權益為榮。

朝疑射舞水端再度失敗

南韓軍方消息指，北韓於當地時
間昨晨六時四十分左右，在元山區域
疑似試射舞水端中程彈道導彈。但導
彈發射僅數秒就消失，相信是再度試
射失敗。美韓兩國正分析資料。

美F22進駐英空軍基地

美國為展示軍力震懾俄羅斯，
派十二架王牌F22戰機進駐英國萊肯
希思空軍基地。周二，一架F22戰
機首度前往威爾斯著名山谷「Mach 
Loop」作低空飛行訓練，多次在山谷
中穿插，展示優越及靈活飛行性能。

巴拿馬文件數據庫下月曝光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早前
公布的「巴拿馬文件」，引起軒然大
波。ICIJ周三宣布，將於下月九日公
布「巴拿馬文件」的數據庫，內有逾
二十萬間秘密公司、信託基金及投資
基金的資料，這些公司及機構分別來
自香港及美國內華達州等廿一個避稅
天堂。ICIJ表示，今次是長期調查的
後續，會陸續公布更多詳情。

北京南海立場12國撐

中美南海角力愈演愈烈，甚至升
級至外交戰。海牙國際海事法庭就南
海仲裁作裁決前夕，中國強勢出擊，
在過去半個月成功爭取十二國表態支
持中國南海立場。內地官媒昨發評論
文章，直指中國的南海「朋友圈」不
比美國小。美國副國務卿批評中國在
南海的行動令當前局勢不穩，若中國
繼續在南海造島，只會引起周邊國家
不滿而向美國靠攏。

特朗普全取東北五州自詡篤定做候選人

美國總統提名戰周二在東北五州
舉行，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勢如
破竹，在馬里蘭州、特拉華州、康涅
狄格州、賓夕凡尼亞州和羅得島州勝
出。特朗普風騷自詡是「斷定的候選
人」，直指對手克魯茲及卡西奇應該
退選，更嘲諷民主黨總統提名參選人
希拉妮只懂打女人牌。

希拉妮 特朗普 揭涉用同一地址避稅

希拉妮及特朗普被揭在美國特
拉華州註冊了同一處地址。該個地
址被稱為「特拉華州稅制漏洞」，
逾二十八萬間公司在該處登記以避
稅，估計已令美國其他州份損失至
少九十億美元稅收。

西班牙國王解散國會 六月大選

西班牙經歷四個月的政治癱瘓
後，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
周二宣布由於聯合政府談判失敗，
需要解散國會，於六月舉行大選。

巴黎恐襲主犯押返法國

法國巴黎去年十一月的連環恐
襲，主犯阿布德薩拉姆於上月在比利
時布魯塞爾被捕。比利時警方於當地
時間周三早上將他轉交予法國檢察當
局，他同日在巴黎出庭。當局指，阿
布德薩拉姆將會被單獨囚禁在巴黎的
監獄內。代表律師表示，阿布德薩拉
姆精神崩潰，但願意協助調查。比利
時當局較早前，已盤問他與上月在布
魯塞爾機場及地鐵站恐襲中死亡的炸
彈客是否有關。

南海升溫 美擬派第三艦隊巡航

中美南海角力升級之際，美國
宣布六月將在北京舉行第八輪中美
戰略與經濟對話，惟美軍就宣稱擬
增派第三艦隊進入亞太地區執行任
務，目標直指南海，不過有美軍將
領就指跟蹤美艦的中國海軍「專
業」。

漁船被扣 台民日交流協會擲蛋

台灣漁船「東聖吉16號」周一在
沖之鳥礁公海遭日本公務船扣押，
引起台灣漁民強烈不滿。全台漁會
和四十個縣市區漁會幹部昨日上午
到日本交流協會抗議，要求日本政
府就事件道歉。有漁民不滿協會事
務官單手接抗議書，認為其行為不
禮貌，遂向協會大門擲雞蛋洩憤。

5月1日 (星期日) 4月30日 (星期六) 4月29日 (星期五) 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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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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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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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高公超常老先生 仙逝

Denise & Paul Kong
Mr. & Mrs. Hay Wing Cheng

Danny Chan

仝敬輓

德望常昭德望常昭

悼 高公超常老先生 千古

仝人敬輓全美點心

高風安仰高風安仰

血液供應緊繃及血液存量不足的壓力
下，加拿大血液服務正希望儲存足夠的
血液，以備不時之需，希望獲得的血液
能度過夏天。

加拿大血液服務希望全國各地在未來
10周，有20萬人願意慷慨捐血，以至如果真有人需要輸血，血庫能提供需求量。

該組織在卡城，亞省，沙省和西北地區的捐助者關係總監松本（Susan Matsu-
moto）謂﹕「希望有9000人會挺身而出」。

她鼓勵所有捐血者參與計劃，並且需要更多O型獻血者加入。
加拿大血液服務指出，最近因為其他因素影響血液供應–––––為要保障因寨卡病毒

（Zika）的安全而設定的新規則，因旅遊
計劃改期，流感或其他季節  性的衛生條件
和臨時未能如期捐血等。

卡城的捐血診所在737 - 13Ave S.W. 開
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9點至下午
1點和下午3點至7點，星期五和公眾假期
的開放時間為上午9點至下午1點，星期六
上午8點至下午2點。

關於捐血的更多信息可在網上blood.ca
查詢。

加拿大血液服務中心加拿大血液服務中心
呼籲卡城市民踴躍捐血呼籲卡城市民踴躍捐血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雅韻軒音樂社第廿五周年社慶演藝會訂於6月11
及12日（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12時30分假座

卡城文化中心大禮堂舉行，幸邀名掌板曾鉅源、

阮國璇、名伶楊海城三位師傅領導雅韻軒同學會

全體藝員戮力演出。計有星期六（11日）長劇狸

貓換太子、曲藝，星期日（12日）曲藝、折子戲

娛賓。好戲當前，請勿錯過。

查詢電話：(403) 266-2793

免費門票於5月28日中午12時開始送出

地址︰中央街210號雅韻軒

雅韻軒廿五周年慶
免費曲藝欣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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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高公超常老先生 千古

仝敬輓

Candida & Will Sing
Josephine & Jack Chow
Mr. & Mrs. Raymond Lau
Mr. Thomas Law
鄧達希夫婦
蘇夢麟夫婦
劉偉民先生

典型猶在典型猶在
德望長流德望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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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卡城Metro報導，亞省診所職員也要面臨凍薪及裁員。
省立主要護理網絡(Primary Care Networks，以下簡稱PCN) 最近完

成了2016-2017財務預算案報告，報告顯示出沒有往年般有盈餘。
資料透露Calgary West、Bow Valley及 Chinook PCN 診療所已裁減員工，原因是缺乏盈餘

及政府資助。Jason Shenher，Mosaic PCN Calgary的決策主管 (executive director) 透露，
Calgary West PCN將會裁去26名員工。

Calgary West PCN 管理委員會諮詢人Jonathan Macpherson則不置可否，他認為顧用員工
不在他管轄範圍內，而且亦不方便向傳媒發放消息。其他PCN包括Calgary West及Bow Valley
的行政董事，皆未有就有關裁員的消息發表任何意見。在Lethbridge 基地Chinook PCN 行政董
事Andrea Desjardins亦不置可否，更不願意去討論PCN的財政問題。

卡城南部Calgary South PCN發言人Chrissie Worth回答稱PCN會實施凍薪及停止招聘新員

工。他們通過了凍薪及停止招聘計劃來取代裁員，以免影響對病人的護理服務。
有可能是由於PCN計劃用另一模式去提供資金給醫療人員，有些設施選擇用盈餘去聘請合約

制員工，這種員工會發現工作被削減，因為財務盈餘仍然不足以去支付2016-2017的財務預算
案。另一方面PCN會削減各設施及被迫整頓財務，要製造一個較為平均的預算。對於怎樣去使用
盈餘，他認為仍未有清楚確定。

政府表示正在獨立考慮PCN的各設施特殊情況，必要時需要運用用去年積聚的盈餘，而非單
靠政府資助。這組織與設施所獲得的按年津貼為每位病人62元。

Jason Shenher稱Mosaic PCN Calgary經常保持預算平衡，故此不需動用盈餘款項，意味著
不會面臨裁員。他又支持政府的新方向，去鼓勵PCN各設施堅持平衡預算，盡可能不動用盈餘。

2016-2017亞省總醫療預算為204億元，從政府資料顯示衛生部門的總營運開支比往年增加了
3 %。

凍薪及裁員
亞省診所(Alberta’s Primary Care Clinic) 職員面臨亞省診所(Alberta’s Primary Care Clinic) 職員面臨

凍薪及裁員

BRIDGELAND 最 佳 熱 賣 住 宅 社 區

上周末再售出一個住宅單位

「Bridgeland Crossings 為我們的生活方式   
提供一個完美地點；我們可以步行到喜愛
的公園及食店，同時可享有寬敞的家居空
間。」

~ Eddie 及 Helen  - B Plan 型單位

GABLECRAFT 可助閣下出售目前居所，
歡迎向我們查詢詳情。

第 一 期 全 部 售 罄
第 二 期 僅 由  $279,900* 起
展 銷 中 心 位 於  824 1ST AVE, NE, Calgary 
星期一至四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開放 • 星期五只限預約參觀
星期六及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開放
403 269 2805 • BRIDGELANDCROSSINGS.COM

*發展商保留修改此廣告內資料之權利，無須另行通告。售價及供應數目或會隨時更改，無須另行通告。圖片純屬參考性質，
未必作準。E.&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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