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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COROLLA LE BURLEC A, 2016 RAV4 LE ZFREVT A, 2016 TACOMA RX5GNT A, 2016 
VENZA AWD BA3BBT A, 2016 4RUNNER BU5JRA B, PAYMENTS INCLUDE GST AND ARE 
BASED ON 96 MONTH AMMORTIZATION WITH O DOWN @4.24% INTEREST O.A.C. CASH 
PRICES BEFORE GST. **0% FINANCING ON SELECT VEHICLES AND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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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聯社在上周末報導，國際反仿冒聯盟Interna-
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 (IACC) 宣佈
暫停阿里巴巴集團會員資格。報導指出IACC主席巴察
爾斯(Robert Barchiesi)與(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BABA阿里巴巴集團) 的公司有利益衝突

美聯社報導稱巴察爾斯持有阿里巴巴集團股票，與
阿里巴巴集團一位高層關係緊密，讓家庭成員參與
IACC的日常工作，把IACC當家族企業經營，並幫助阿
里巴巴集團打入IACC。

國際反仿冒聯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
ing Coalition (IACC) ，創立於1977年，是全球最大
的反假貨組織之一，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屬於非謀
利組織，致力打擊全球的仿冒品，全球有超過250個會
員，其中包括精品業、藥商、車商、軟體業等。

IACC在4月份接納阿里巴巴集團成為會員後，有多
間國際品牌相繼決定退出IACC這個有聲望的反假貨組
織，退出的公司其中包括Gucci America、Michael 
Kors 及Tiffany & Co. 三間。

Tiffany給IACC的一封信中稱，該公司不再是其會
員，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亦有刊登
這封信，但Tiffany並沒有指出退會原因。

Michael Kors表示，阿里巴巴集團加入IACC成為
會員是「給我們最危險和具破壞性的對手提供掩護」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淘寶購物網站，經常傳出有商
家賣假貨。Michael Kors強調，阿里巴巴集團一向都
在做表面工夫，說要力挺品牌打擊仿冒品，實際上卻
任假貨在網購平臺橫行。

IACC前董事主席高爾遜(Barbara Kolsun)表示，

IACC暫停阿里巴巴集團的會員資格，是一個明智的決
定，但遺憾的是，在多個會員提出抗議之後才作出這
一決定。

國際反仿冒聯盟 (IACC) 國際反仿冒聯盟 (IACC) 
暫停Alibaba阿里巴巴集團會員資格暫停Alibaba阿里巴巴集團會員資格

www.stampedetoyota.com
www.101pharmac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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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香蕉 哈密瓜

地球牌椰奶廟牌越南米紙 幸福牌菜籽油 JEFI牌純果汁

豐水梨 無核紅提子

海燕牌
越南香米

白通菜甜木瓜

青豆仔 白菜苗 羅馬番茄 黃心蕃薯 特大呂宋芒中國茄子

卡夫牌
燒烤醬

美味精選傳
統手切臘腸

新興牌金華
火腿午餐肉

女士精選牌
三文治醬

新鮮
哈利拔魚頭

碧瑤牌
菲律賓腸仔

叉燒肉 免治豬肉 新鮮牛腩
去骨牛仔骨 
（原袋） 特級大老雞牛肚/牛柏葉

指定口味

328

國際油價陷入低谷20個月後，原油供給在近期突發事件
影響下顯著下滑，引發了油價在過去幾週的持續上漲，
並接近50美元關鍵點。在週一油價再創2016年新高後，5
月17日紐約早盤開盤前，市場情緒依舊高漲，盤前原油
期貨上漲0.38%至47.9美元，上漲至去年十月的高點。而
在前日，油價最高時已超過49美元。高盛、摩根斯坦利
、巴克萊三大投行發佈報告，稱油價存在上漲動力。而
高盛集團報告斷言，全球原油供應過剩局面已轉變為供
應短缺。全球原油供應過剩已將近兩年，因包括美國、
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在內的產油國一直在全負荷生產。
全球原油庫存接近曆史最高水平。但近幾週來由於加拿
大、尼日利亞和其它地區的生產中斷以及需求持續強勁
，供應過剩已經縮窄。國際諮詢公司IHS副總裁Daniel 
Yergin表示，近期出現了一系列的預期外事件，“突襲
＂了全球的石油供給。

據路透數據，因供給端受到影響，全球原油供給減少375
萬桶/日。其中利比亞減少140萬桶/日，加拿大減少100
萬桶/日，尼日利亞減少70萬桶/日，科威特和沙特各減
少25萬桶/日，伊拉克減少15萬桶/日。除去加拿大大火
的偶發性因素，尼日利亞產量銳減最為出乎意料。近日

，由於武裝分子對石油設施發動了一系列襲擊，且一起
事故損害了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 旗下誇伊博原油
等級BFO-QUA的輸油管線，尼日利亞每日損失約80萬桶原
油。高盛表示，受尼日利亞輸油管道爆炸影響，原油市
場的再平衡已經開始。市場很可能在5月陷入供不應求
的局面，加拿大火災和尼日利亞輸油管爆炸帶來的產量
下降影響將貫穿至整個下半年。

國際能源署（IEA）5月12日發佈月報表示，加拿大、尼
日利亞和利比亞因意外中止生產有助於緩和全球石油產
能過剩的情況。本年度非OPEC產油國的原油產量預計將
下降80萬桶/日，大於此前預估的71萬桶/日。但對於未
來展望，IEA的基本判斷是OPEC方面，伊朗、伊拉克及阿
聯酋均表示會增產，預計4月產出將增加33萬桶/日至七
年高點3276萬桶/日。

在上述因素之外，美國自身產油因素也在波動中。美國
石油鑽井數量和美國原油產量，從去年開始便已雙雙出
現了下降。美國油服公司貝克休斯（Baker Hughes）公佈
數據顯示，截至5月13日，美國鑽井總數連續第8周錄得
下降，降至406口。2016年迄今的21周里，美國的石油鑽
井平台數量已經是第20周出現下降。但由於頁岩氣產量

仍然向好等因素影響，IEA公佈的數據顯示，預計今年美
國原油產量下降86萬桶/天後，明年的產量則預計上調15
萬桶/天。

從長期來看，高盛依然看空油市。高盛指出，由於加拿
大、尼日利亞的逐漸複產、伊朗、伊拉克產量增加、美
國頁岩油產量超預期等因素，該行將國際原油市場每天
的需求缺口從此前預計的90萬桶下調至40萬桶，並預期
2017年初將重新回到供大於求的局面。高盛現在預計今
年下半年油價將升至每桶50美元，4月22日曾預期下半年
油價在每桶40美元到45美元之間。

日減375萬桶 油價飆升接近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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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蘭大聯儲主席洛克哈特（Dennis Lockhart）週
二表示，金融市場對於美國經濟前景過於悲觀，並
且可能低估了美聯儲最快於6月加息的可能性。

洛克哈特表示，近期通脹數據一直“令人鼓舞＂，
初步跡象顯示經濟增長正從一季度的疲軟局面中反
彈，意味著6月加息仍有可能。

洛克哈特今年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無表決權的成
員，他同時也強調，自己並未對聯儲下月是否會加
息做出判斷，因為還有評估即將公佈的數據，以及
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的影響。

儘管如此，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仍表
示，市場可能低估了聯儲在近期加息這一選項上的
思想開放程度。“如果數據繼續令人鼓舞，我肯定
會支持在6月份採取一些政策行動。我不認為應該
排除6月加息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Eric Rosen-
gren）也表示，投資者對於聯儲6月加息的預期可
能過於保守。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的美聯儲
觀察工具目前顯示，聯儲下月加息的機會不到10%
。

聯儲高官稱市場低估了6月加息可能性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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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象牌粘米粉 好比牌米粉

海燕牌
去頭白蝦

新鮮
牛肉眼扒連骨

急凍
去腸肚鯽魚

幸福比內牌
木薯蓉

東原牌
紅薯粉條

長青牌
江西瀨粉

新鮮
特級雞全翼

味之素味精
順帆牌
東莞米粉

潘太牌蠔油
純食品牌
鹹牛肉

珀寬牌
潮州沙茶醬

禧福牌
維也納香腸

WL食品
粟米粒嘉慶牌椰果

幸福牌
狗母魚

海燕牌
黃月鼠魚

為食牌
泥鰍魚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海洋媽媽牌
急凍蜆肉

海洋媽媽牌
急凍墨魚仔

金沙巴牌
急凍原條
蒸香蕉

幸福牌
香茅碎 海燕牌菠蘿蜜

MW牌
毛豆莢／
毛豆仁

紅 白

多款口味

原箱
$2.29/磅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May 24 - 26
袛售75¢

05/24 - 05/26

05/24 - 05/26

黃金是稀有貴金屬之一，曆史上一直被賦予特殊價值
。在上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時期，紙幣失去價值，黃
金成為各國央行和普通市民用來儲值的寵兒。現在我
們正要走入相似時期，在這個時期，積累的美元債務
額超過了美元紙幣代表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各國
央行儘可能地購入黃金具有很大意義。

據西班牙《起義報》網站5月15日報導，美元早在1971
年就已經與黃金脫鉤，此後美元開始無限製地流通發
行，這是造成過去45年世界大通脹的原因，因為流通
美元數量從1970年以來擴大了25倍。美國依靠多種手
段和欺騙來維持仍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的儲
值信用。

自1973年10月石油危機之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開始
談論“石油美元＂，美元價值不是由黃金而是由石油
支持。油價由美國操縱，數月內增長4倍，迫使世界大
部分國家購入美元。從2014年9月開始，以美元計價的
世界石油價格開始暴跌，從103美元每桶跌至今天的30
美元每桶，而對石油美元的需求也減少了70%。

報導稱，在這種政治和金融背景之下，俄羅斯和中國
央行開始大量購入黃金作為儲備。不僅如此，中國央
行最近還宣佈人民幣放棄以美元為錨，並將建設以歐
元為首的多樣化的外彙股市。但是中國和俄羅斯大量
購入黃金的舉動具有更多的戰略意義。

2016年1月，俄羅斯央行又新購22噸黃金，這是在美國
和歐盟對俄羅斯實施金融製裁和油價下跌的背景下進
行的。還要強調，俄羅斯央行是賣了美元債券去購買
黃金的，這實際上是去美元化。在美元與盧布的貨幣
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刻，這是一個敏感的動作。

俄羅斯央行正在購入國內生產的黃金，央行行長埃莉
維拉・納比烏林娜最近表示，“面對外部不確定因素
，我們認為國家需要一個金融緩衝墊＂。俄羅斯央行
的黃金儲備位居世界第六，這對於本國的黃金產業和
盧布是重要的支持。

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也在大量購入黃金。哈
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都是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哈薩克
斯坦、俄羅斯和中國還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這些歐

亞國家還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者。去年中
國宣佈正在設計絲綢之路鐵路線，這將讓缺乏基礎設
施來開發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黃金礦產在經濟上變
得更加有吸引力。

報導稱，俄羅斯、中國和歐亞國家正在努力讓本國貨
幣變得“像黃金一樣好＂，這正是美元從60年前開始
追求的目標。此外俄羅斯的負債/國內生產總值指數超
級低，只有18%，而美國的這一指數是103%、歐元區國
家是94%，這是西方評級機構在俄羅斯與美國金融戰爭
中經常忽視的一點。俄羅斯的經濟比西方大部分國家
都健康得多。

中俄大量購入黃金作為儲備 西媒：去美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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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如果讓全球所有人都聯上互聯
網，就可以使全球7%的人口擺脫赤貧狀況。

這份為Facebook而作的、名為“連接全世界：全球
聯入的10個機製＂的報告認為，如果讓全球所有人
都能聯上互聯網的話，就能讓5億人擺脫赤貧。報告
同時還表示，讓全球大部分人都聯上互聯網，將使
全球經濟獲得約6.7萬億美元的收益，並為全球電訊
運營商提供價值4000億美元的增長機會。

目前全球仍有41億美人與現代經濟絕緣。研究機構
PwC旗下諮詢部門的研究揭示：目前全球互聯網業增
長正在放緩，並且全球大多數互聯網都是通過速度
極慢、且不可靠的2-G網絡連接的。

Facebook公司及其CEO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

erberg）一直都在致力於實現全球接入互聯網運動
。朱克伯格在今年2月份的全球移動大會（World 
Mobile Congress）上公佈了Internet.org運動的進
展，他希望通過這一運動使原本無法連接互聯網的
數十億人可以上網。Internet.org是Facebook內部
的一個業務開發事業部，目的是增加Facebook的用
戶和營收。

在那次會議上，朱克伯格對與會代表稱，一個名為
“自由基本（Free Basics）＂的重要基本方案能使
用戶接入包括Facebook在內的某些服務，目前該方
案已在38個國家運行，已經使1900萬人聯上了網絡
。

但印度的監管機構在本月決定禁止Facebook，這使

Facebook受到了打擊。

據英國《衛報》報導，對於全球66%的人來說，流量
為500MB的數據計劃的花費將超過他們月收入的5%。

研究稱全球聯網將使世界經濟獲益6.7萬億美元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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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LOCATION:
1. CROSS IRON MILL   | 403-274-7132  2. SUNRIDGE MALL NE   | 403-293-8981 3. 5029 - 17 AVE SE    | 403-207-5073
4. MARKET MALL NW  | 403-288-5767  5. DOWNTOWN EATON CENTRE  | 403-237-5317  6. CHINOOK CENTRE SW  | 403-252-1521
7. 2791 -32 AVE NE  | 403-291-2229  8. 380 CANYON MEADOW DR. SE | 403-271-1808

4 Juniors 
with Cheddar

2 Bacon
 Cheddar
 Deluxe

Classic 
Roast Beef
 Sandwich

Loaded 
Curly Fries

medium size

2 Can 
Dine For

 Chicken 
Bacon & Swiss

with medium soft drink

$600 $750 $275

$600$999$329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2 Regular Roast Beef Meals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May 30, 2016. Plus Tax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Limited time o�er at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NOW HIRING 誠聘 Please apply at Chinook Centre Food Court Arby’s.
有意請親臨Chinook商場Arby’s店內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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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elandcrossings.com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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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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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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www.windows-west.ca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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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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Goldne Phoenix

Jasmine Rice

金鳳新香米 妮娜白蝦

$30.99/bag $25.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5.99/box

百加利   $22.00/box

青蔥 (Onion King)  $21.00/box

薑    $26.00/box 

大洋蔥   $22.00/bag

May 20 - May 26

玫瑰蘋果百利芥蘭加州大甜橙青/白通菜水晶梨

青椒小藍鳥甜橙上海白菜芥蘭苗 夏威夷木瓜

火鍋爐氣李錦記幼滑蝦醬金鳳糯米金燕米粉

李錦記錦珍蠔油ARD糖水荔枝

香菊鮮腐皮海威魷魚鬚加多寶

妮娜白蝦Vivasea泥鰍海威熟基圍蝦6〞公仔春卷皮海威金鯧魚

Rose ApplesGai LanCalifornia OrangesGreen/White Ong ChoyAsian Golden Pear

Green PepperBlue Jay OrangesShanghai Bok ChoyGai Lan Mue Hawaii Papaya

Butane GasLKK Fine Shrimp PasteGP Gluti nous Rice 5LBGolden Swallow Rice Vermicelli

LKK Oyster Flavoured SauceARD Lychee in Syrup

Xiangju Frz Spring Roll WrapperSearay Squid TentacleJDB Herbal Tea

Nila White Shrimp 41/50Vivasea Keo FishSearay Frz Cooked Shrimp6” Doll Spring Roll PastrySearay Golden Pompano Fish

$1.19/lb
$3.29/ea

$0.69/lb
$1.59/lb

$0.79/lb

$2.69/lb
$1.79/lb

$1.09/lb
$0.85/lb

$0.99/lb

$0.89/ea
$4.89/ea

$5.99/ea
$4.99/ea

$1.85/ea

$0.89/ea
$1.89/ea

$5.39/box
$4.99/pack

$2.99/ea

$5.99/ea
$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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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ea

佛山生抽王
ZM Superior Soy Sauce

$1.29/ea

$5.39/ea

$1.49/ea
$22.99/box

Savoy椰奶
Savoy Coconut Cream

家樂雞湯
Knorr Clear Chicken Broth

2016年
新造

中原咖啡
Trung Nygen Coff ee Box

$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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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炸豆腐
DSI Deep Fried Tofu

$2.29/ea

大信五香豆乾
DSI Spiced Firm Tofu

$2.29/ea

$3.49/lb

如果你曾被卡城警方要求填寫身份查核表，無論你
是否曾經有刑事記錄或是被認為是涉嫌人，屬於你的個
人記錄可能仍舊被警方保留。跟據（Calgary Police 
Service  — CPS）稱，洛基山公民自由協會（Rocky 
Mountai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 RMCLA）

獲得這些資料後，會用作法律上收集證據的用途，說明
資料正處於永久保存狀態下。然而，亞省資訊及私隱專
員辦公室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 OIPC）發言人施博德（
Scott Sibbald）表示長期保存資料惹來公衆關注，他
們已跟進這個問題有一年多的時間，要決定這些資料是
否用作合法用途，仍然抱有懷疑態度。況且每 一件個案
都有不同，再加上數量煩多，明顯地不可能評審每一件
個案。還有，令人關注的是那些得來的資料，將會如何
使用，如誰人取用這些資料﹖有沒有其他科技資料收集
或操縱這些信息﹖而且，這些資料是否會與其他機構攝
像頭所收集的信息 配合，究竟現在正在使用甚麼分析工

具來識別個人行為模式﹖施博德說這些都是加拿大各地
對資訊及私隱遭遇到的問題。CPS 發言人博惠（Kevin 
Brookwell）稱他們正審查決定何時保留資料與決定保
存資料的期限，他補充到現階段為止，他們還未清楚審
查的時間需要多長。而且他也知道，保留數據本身已是
一個問題，所以全國省政府正審查這項個人權利問題。
施博德表示警察機構確實有廣泛的權力去收集和使用這
些資料，並擁有執法權利去公開個人資料，雖然到目前
為止，他們並未被徵詢參與審查這個項目，但他表示，
OIPC對參與審查的過程深感興趣。他更聲明，任何人如
果對這件事有投訴或對自己的隱私有擔憂，應與OIPC聯
絡。

警方永久保存個人資料惹爭議警方永久保存個人資料惹爭議

https://www.facebook.com/MingWeiSupermarket/
www.gablecraftho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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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0 - 05/26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699

ea Ginger  
生薑

129
特 價

lb .49
特 價

eaGreen Onion
青蔥

Bunch Spinach
菠菜 特 價

.99ea

Lo Bok / Daikon Nante Carrots
白蘿蔔 紅蘿蔔

349
特 價

ea129
特 價

lb
特 價

.99lbBag Peppers
青椒（原袋）

Lamb Legs
羊腿

499
特 價

lbSilkie Chicken
竹絲雞

449
特 價

lb

129
特 價

lbBok Choy
白菜

Lamb Rack
羊架 特 價

999
lb Chicken Wingett es

雞中翼 特 價
387

lb

Shrimp Gyoza 454g
蝦肉餃子

Frozen Farmed Basa Fillets
急凍龍脷魚柳

129
特 價

100g

2磅裝

Golden Pompano
金鯧魚 特 價

549
ea109

特 價
100g

來自美國的B ett y Chan
與餐廳東主Peter合影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惠午餐及晚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 Pork Loin              (豬嫩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Salmon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Baklova）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 歡迎預早訂座

亞省正採取行動，遏制發薪日貸款或高息貸款（
Payday loan）公司，亞省政府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剝
削人民。但有關行內人士認為，因為這個轉變太快速
，將會造成損害多過益處，亞省服務部長麥克林（
Stephanie McLean）在星期四提出的新議案，將會
有效地強制較低利息和增加不同的還款規則。麥克林
認為這個轉變將會減低發薪日貸款年利率。這個決定
有助於促進實踐合理的借貸方式。發薪日貸款的貸款
人給予現金給借款人短期貸款，用於借款人下次發薪
之前臨時急用所需（因此還款日期也就是下次發薪之
時，通常為期14天）。貸款的金額不可超過$1500，
而且必須在兩個月內本利清還。亞省現時的法例，讓
貸款人每$100的借款額，可收取高達$23費用，再加

上任何附加的收費（經計算後，年息高達500%）。
大多數發薪日貸款需求借款人當獲得下次工資的時候
，要償還本金，加上利息和其他費用，意思是借款人
如果獲得$500的貸款，當獲得下一次工資時，將會
欠下$615加上其他附設的費用。麥克林提議每$100
的借款額，應限制最高收取$15，而這項費用已包括
其他的附加費。換言之，若果貸款$500，只需最多
清還$575。借款人可容許在六個星期內，以分期付
款方式清還貸款，當借款人提取現金時，不能收取任
何費用。當借款人尚未清還貸款時，不能再借出任何
新的貸款給借款人。加拿大發薪日貸款協會會長歐文
（Tony Irwin）謂貸款公司不能夠承受急劇削減利率
，歐文補充這個做法肯定會令更多高息貸款公司倒閉

，更多人失業，而現時採用發薪日貸款公司的客戶，
也不能再享受這種應急的服務。

亞省採取管制發薪日高息貸款

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http://calypsostaver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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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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市政府再度為非食品流動卡車零售店批出牌照。

這包括Kristin Poch的比特尼克（Beatnik） 巴士，一所售賣唱片的流動

商店，她曾在前年參加了首屆的試點項目。

自2015年10月結束了試點項目後，Poch的流動商店已再沒參與私人機

構的活動 ， 但現在她可在卡城市政府指定的零售食品流動攤位區域內流動

擺賣。她說：「雖然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個細則，但是我們能夠與食品流動

車在街上經營。」

第二個試點項目將會在2016年11月結束，到時候，卡城市政府的人員

，將會跟流動零售商進行商討，尋求下一步的行動。Poch希望利用暑假來證

明，他們這些流動商店車，不僅市場上有需求，而且他們可以促進卡城的零售

業與增添市內生活姿彩。

她補充他們的流動零售唱

片車，不但展示音樂的美妙采

章，更希望帶來一點街頭氣氛

，提倡更多元文化。她提出，

對於流動唱片店的想法，是來

自她父親，聲稱她父親是一個

狂熱音樂收藏家，他希望開發一

間時髦的音樂商店，出售他大量收藏

的音樂。

其他的流動零售商，將在今年夏天與Poch聯合，一起在街頭駕駛著他們

的時尚貨車，售賣他們的商品。

流動零售店再現卡城街頭流動零售店再現卡城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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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www.chhyundai.com
mailto: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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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舞之夜

連自助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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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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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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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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粵語查詢專線：
Eliza︰403-830-8049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國／粵語查詢專線：
Eliza︰403-830-8049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祗要你肯造 就由你主導
推廣價

浴室洗手盆櫃連石英檯面
由$388至$1,088

30”30” 48”48”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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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boyscasino.ca
www.clcabinets.ca
www.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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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
國
際
新
聞

拉登舊部圖摧毀美經濟 號召殺蓋
茨等富商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近年急速崛起，令恐怖組織
阿蓋德風頭被蓋。全球反恐軍事行
動矛頭直指IS之際，阿蓋德在其最
新一期網上英語雜誌《啟發》（In-
spire）中，號召「孤狼」聖戰分子
暗殺微軟始創人蓋茨等美國商界的
顯赫人物，藉此摧毀美國經濟，令
西方陷入蕭條。

青年擬襲悉尼被捕

澳洲聯邦警察昨日表示，一名十
八歲青年涉嫌策劃恐襲悉尼被捕，
他同時被控準備前往海外地區從事
具威脅性活動，若然罪成最高刑罰
為終身監禁。警方相信，被捕青年
單獨行事及試圖取得槍械，但拒絕
透露恐襲陰謀詳情，包括市內何處
可能遭受襲擊。

IS一日三炸巴格達 69死逾百傷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昨日接連發生
三次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最少六
十九人死亡，逾百人受傷。回教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事後在
網上發表聲明，承認策動襲擊，並
指是針對區內的什葉派教徒。

教宗斥西方硬塞民主

教宗方濟各近日接受法國的天主
教報章訪問，指摘西方國家不尊重
其他國家的政治文化，強行輸出民
主思想至伊拉克及利比亞等國家。
他亦表示歐盟應幫助新移民融入社
會，又對倫敦選出首位回教徒市長
感高興，形容這是新移民融入社會
的成功例子。

各國允恢復向利比亞供武

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在
伊拉克及敍利亞節節敗退之際，卻
在利比亞擴張勢力。歐美及中東各
國為遏制IS，周一同意放寬武器禁
運，讓該國新政府取得足夠武力控
制國內局勢。

工作假期徵重稅 澳叫停

澳洲政府欲對赴當地參與工作假
期計劃的青年，抽取百分之三十二點
五的重稅，希望帶來可觀收入。但計
劃引起農民及旅遊業界的強烈反對，
指會把欲前往澳洲工作的青年趕到其
他國家，不但減少業界可用的勞動

力，也會打擊旅遊收入。在輿論壓力
下，當局宣布暫緩計劃。

日氣象廳警告：東京隨時七級地震

日本茨城縣南部昨晚發生黎克特
制五點六級地震，東京也有強烈震
感。氣象廳隨後於昨晚深夜舉行緊急
記者會，指茨城縣地震並非三一一東
日本大地震的餘震，呼籲民眾為東京
首都圈隨時發生大地震作準備。

泰小島珊瑚白化 揭華韓客破壞

泰國攀牙府周一派員前往當地一
個小島，檢查附近海域珊瑚白化情
況，發現有來自中國及南韓遊客檢
拾珊瑚、用布網魚等，有船隻更將
錨拋到珊瑚生長的海域裏，破壞生
態環境。

解放軍模擬攻台

台灣新政府後天上台之際，大陸
官媒高調曝光解放軍王牌軍近日在
福建沿海舉行大規模突擊登陸實彈
演習畫面，東部戰區空軍亦出動新
型戰機、防空導彈及預警機，赴東
南沿海演練奪取制空權。分析指演
習是模擬登陸台灣西南部海灘，震
懾台獨意味濃厚；中國外交部部長
王毅前晚則與美國國務卿克里通電
話，冀美恪守「一中」承諾，惟美
國國會卻通過有關支持台灣議案。

美海軍呼籲導彈售日制華

南海局勢緊張之際，日本下月
將與美國、印度海軍首次在沖繩周
邊海域舉行大型聯合軍演，以抗衡
中國東海活動。另美國海軍撰文呼
籲美國政府向日本提供戰斧巡航導
彈，以制衡中國。

衞星圖片揭越頻填島造地

中國填海造島引發南海局勢升溫
關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
心（CSIS）所設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
（AMTI）網站最新的衞星圖顯示，越
南亦正在推進的南沙群島填海造島的
項目，至今填埋面積超過零點四八平
方公里（約四十八公頃）。

官媒：文革完全錯誤不允重演

內地對文革五十周年「官冷民
熱」，前日一直未見任何報道的官
方傳媒，午夜過後才發出評論文
章，指文革完全錯誤，呼籲以史為
鑑，決不允許錯誤重演。

法17女部長控訴性騷擾

法國政壇近日陷入性醜聞風波，
國民議會前副議長博班因被女同僚
指控性騷擾而呈辭後，包括現任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
德的十七名現任及前任女部長，周
日在周刊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政壇
上的性騷擾現象，表明往後不再沉
默，同時呼籲政府立法。

希拉妮：倘當選派夫振經濟

美國總統選舉的民主黨提名戰，
將於當地時間周二在肯塔基州及俄
勒岡州舉行初選。該黨的熱門參選
人希拉妮周日在肯塔基州出席造勢
大會，稱若入主白宮，會委任丈
夫、前總統克林頓肩負復興經濟的
重任。

韓加入美日防導演習勢招華不滿

南韓國防部昨日宣布，美國、
南韓及日本將於今夏舉行的環太平
洋聯合軍演前夕，在夏威夷海域舉
行三國首次合作的彈道導彈防禦演
習，以防範北韓的導彈威脅。分析
指，南韓今次加入美日的反導訓
練，必然引起中國不滿。

菲候任總統揚言恢復死刑遏罪行

菲律賓候任總統、有「菲版特
朗普」之稱的迪泰特，周日在達沃
市舉行的記者會上，揚言要恢復死
刑，並下達格殺勿論令，打擊當地
猖獗的犯罪問題。

庫族發片證擊落土軍機

土耳其軍方一架AH1眼鏡蛇直升
機在上周五早上，於東南部哈卡里
省（Hakkari）一處山區墜毀，一直
與土耳其政府軍武裝衝突的庫爾德
工人黨（PKK）其後發表聲明，指直
升機被他們擊落，並於翌日公開一
段短片，顯示一名PKK戰士用肩射防
空導彈將一架土軍直升機擊落。

華重申南海立場 斥美才是「危險
礁石」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中國駐美
大使館發言人朱海權日前向美媒致
函，反駁指摘中國是南海的「危險
礁石」的社論，暗批美國才是南海
的「危險礁石」。昨到訪北京的阿
富汗首席執行官阿卜杜拉則表態，
稱支持中國在南海的主張。

倫敦前市長脫歐論被指冒犯

英國於下月二十三日舉行脫歐公
投，倫敦前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
son）接受《星期日電訊報》訪問時
稱，歐盟試圖創建一個超級大國，表
現有如德國納粹獨裁者希特拉。此番
言論惹起留歐派的批評是冒犯。

默克爾選區辦公室遭放豬頭

德國總理默克爾因對中東北非難民
敞開大門而備受批評，其支持度不斷
下滑。德國警方前日表示，默克爾位
於國家東北部城鎮的選區辦公室外，
被放置一個刻有侮辱性字眼的豬頭。

委國總統沒收停產工廠囚東主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宣布國家進
入緊急狀態，以應付引發經濟危機
的「外國侵略」後，上周六又下令
舉行軍事演習，指摘國外勢力欲推
翻其政權。面對國內生產停頓，馬
杜羅下令拘捕停產工廠的東主。

自殺炸彈襲擊 伊拉克也門39死

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
於敍利亞及伊拉克戰況失利，近日多
次在各國發動零星襲擊，周日先後攻
擊伊拉克巴格達及也門穆卡拉，共造
成至少三十九人死亡。

批華南海軍事化 美擬撤邀軍演

南海、台海局勢近期緊張之際，美
國國會再火上澆油，通過法案要求撤回
邀請解放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以及對
台軍售正常化和支持台美軍事交流。大
陸曝光首艘國產航母正在趕工，料年內
下水。另有消息指，南沙永暑礁已建成
多個機庫，或將部署戰機。

日「知華派」大使抵京履新

被視為「知華派」的日本新任駐
華大使橫井裕，昨到北京正式上任，
接替已在中國工作三年多的前任日本
駐華大使木寺昌人，是繼二○一○年
日本上一位知華派大使宮本雄二卸任
後，日方再次起用知華派外交官。

雲南暴民打官毀苗圃

雲南保山市白塔社區有逾三百名村
民因苗圃土地承包合同糾紛，連日來不
但大肆破壞苗圃，更挾持、傷害及侮辱
兩名到社區協調及宣傳法律知識的一男
一女政府官員，兩人均有受傷。警方最
後出動大批警力到場處理及救人，目前
已將該案列作刑事案件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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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結北歐五國加強制俄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五在白宮與
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及冰島五國
領袖會面。各國於會後發表聲明，表
明強化合作關係。分析相信，今次峰
會的目的，是深化北約國家的盟友關
係，以及抗衡俄羅斯。

美空軍女上將首任戰鬥司令

美國空軍四星上將羅賓遜（Lori 
Robinson）前日正式出任美國北方司令
部司令官，成為美軍史上首位女性戰鬥
指揮部司令。她亦兼任北美空防司令部
（NORAD）司令，與加拿大合作，監督
北美地區的空中及海上安全。

IS「首都」被圍宣緊急狀態

早前威脅伊拉克及敍利亞存亡的回
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近日聲勢
驟然沉寂。美軍打擊IS行動發言人沃倫
上周五表示，IS相信其「首都」、敍利
亞拉卡可能很快遭到圍剿，已宣布該市
進入緊急狀態。沃倫又指IS財力人力均
大不如前，難以自稱為國。

台派團珠海協商 探32電騙犯

針對肯尼亞與馬來西亞兩宗跨境
電騙案，台灣代表團上周四再赴大
陸，就雙方合作打擊電騙犯罪舉行
第二輪協商；前日又到廣東珠海市
看守所探望卅二名馬國電騙案台籍
疑犯。大陸公安部門強調，會顧及
台籍疑犯權益，並稱他們在節假日
可打牌下棋。

廈門部署「航母殺手」

正當南海局勢持續緊張，加上台
灣的新任總統就職典禮臨近之際，
網傳解放軍已秘密在福建廈門部署
有「航母殺手」之稱的東風21D導
彈。海外傳媒引述消息指，北京對
蔡英文不抱希望，因此增加對台的
導彈裝備；估計是次部署的導彈不
是臨時調動，而是長期部署。另有
指部署是針對南海局勢。

蔡英文就職禮 避談九二共識

台灣的候任總統蔡英文就職禮將
至，就職演說講稿內容備受關注。
據報有關講稿已大致定好，在兩岸
論述方面，蔡英文將重申維持現
狀，但一如既往避談「九二共識」
，僅承認「九二會談」。另蔡亦會
在演講中提到第三次政黨輪替意義
及台灣面臨的挑戰困境。

索契冬奧驗尿掉包特工助俄選手奪獎

俄羅斯體壇再爆出禁藥醜聞。俄
國反禁藥實驗室的前總監羅琴科夫
（Grigory Rodchenkov）向《紐約時
報》爆料，自揭在俄國特工幫助下，
在二○一四年索契冬奧期間將有問題
的運動員尿液樣本掉包，成功掩飾運
動員服禁藥的真相。國際奧委會要求
立即徹查事件，或對俄國田徑運動員
能否參加八月巴西奧運有關鍵影響。

東京申奧涉賄辯稱顧問費

日本東京奧運申辦小組被指於申請
二○二○年奧運主辦權期間，向國際田
徑聯合會（IAAF）前主席迪亞克的兒子
帕帕•迪亞克秘密匯款。內閣官房長官
菅義偉表示將與中央省廳合作調查，奧
委會主席竹田恆和表示，當局已獲悉那
筆款項，強調是合法的顧問費用。

巴西新內閣冇女性冇黑人民眾抗議

巴西國會前日通過總統羅塞夫的
彈劾案，羅塞夫隨即被強制停職。副
總統特默同日開始代行總統職務，強
調銳意團結國家，並火速公布新內閣
名單。不過新內閣成員竟然全是白人
男性，以往羅塞夫內閣的女性及黑人
閣員全被撤換，惹起爭議。

遊美險被姦日女回紐約作證

日本一名女子在去年聖誕節，到
北美洲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旅遊時被
打劫，更險遭強姦。她事後揚言不
會再回到當地，但近日她為了把犯
人繩之於法，最終決定鼓起勇氣回
到美國紐約作證。

最老人瑞紐約逝世享年116歲

居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全球最
老人瑞瓊斯（Susannah Jones），
周四晚在居住了逾三十年的護老院
病逝，終年一百一十六歲。無兒無
女的瓊斯曾經大談個人生活習慣，
包括每天早餐吃四塊煙肉及雞蛋，
她更大爆自己鍾情喱士內衣。

川漢冤獄23年獲賠275萬

因屈打成招而遭海南當局指控殺
人放火的四川男子陳滿，蒙冤入獄
廿三年後獲改判無罪釋放，他早前
向錯判案件的海南高院索賠約九百
六十六萬元（人民幣•下同），及
至昨日與海南高院達成賠償協議，
獲賠約二百七十五萬元。陳稱不想
再耗費過多精力，故接受賠償。

美法軍艦聯合巡南海

中美南海角力之際，法國亦介入
攪局，美國海軍近期頻繁公開美軍
艦隻在南海巡航照片，展示實力。
其中最新曝光圖片顯示，一艘法國
海軍拉斐特級護衞艦「蓋普拉特
號」加入到「斯滕尼斯號」航母戰
鬥群中，共同巡航南海。而解放軍
亦公布南海艦隊近日在南海海域舉
行實戰演練圖片回應。另中國外交
部斥日本知法違法，提南海問題暴
露虛偽。

東京申奧涉行賄

日本政府打算藉二○二○年東京
奧運來一次「大翻身」，重建國內
經濟，惟籌辦過程一波三折，近日
更驚爆貪腐醜聞。外國傳媒報道，
東京取得奧運主辦權之時，懷疑曾
把一百三十萬歐元的巨款，匯入與
時任國際奧運委員會（IOC）委員迪
亞克之子有關的戶口。法國警方正
調查事件，日本奧組委堅稱是憑實
力取得主辦權。

彈劾通過 羅塞夫停職180日

巴西參議院周四以大比數的五十
五票對廿二票，通過對女總統羅塞
夫（Dilma Rousseff）的彈劾案，
稍後會展開聆訊。羅塞夫現時被強
制停職一百八十日，結束左派政府
十三年的統治，來自中間偏右政黨
的副總統特默將代行總統職責。

特朗普支持度急升 追貼希拉妮

美國總統選舉提名戰持續，周三
發表的最新民調顯示，共和黨參選
人特朗普在黨內沒有對手，支持度
大幅上升至四成，僅比民主黨參選
人希拉妮差一個百分點。

百度搜索又爆醜聞亂點癲癇病人

內地最大搜索引擎百度，早前
因「魏則西事件」被勒令整改，其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李彥宏更因此被
約談。百度醜聞一浪接一浪，近日
就有多名癲癇症患者因誤信百度搜
尋結果，到獲介紹為「東北最優質
的癲癇症（診療）醫院之一」的遼
寧省瀋陽萬佳醫院治療。豈料患者
花逾數萬元人民幣後未見痊愈，且
病情愈來愈嚴重。有市民本周二覆
診時赫然發現院方已停業，醫生院
長均失聯。目前當地衞生部門已介
入，並稱將於一周內公布結果。

跑道滑行 法航撞法航尾翼破損

法國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周三在巴黎
戴高樂跑道上滑行時，被另一架同屬法
航的飛機撞到其尾翼。被撞客機尾翼破
損，無人受傷。法航表示正在調查意外
起因，而當局暫時未有回應事件。

孟加拉處決回教黨魁爆衝突

在國內接連有活躍分子因發表反回
教言論被殺之際，孟加拉周二以干犯戰
爭罪行為由，處決國內最大回教政黨伊
斯蘭陣線的黨魁尼扎米（Motiur Rahman 
Nizami），再引起宗教衝突。大批支持
者在示威時攻擊警員，二十人被捕。

奧巴馬將訪 廣島民眾盼籲廢核武

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本月二十七日
訪問日本廣島，成為首位訪問這個原
爆城市的在任美國總統。雖然奧巴馬
不會就美軍二戰時在當地投下原子彈
一事道歉，但部分廣島市民仍期待奧
巴馬來訪，盼他發表呼籲廢除核武演
說，聆聽原爆受害者聲音。

北韓新建發電站 竣工10日即漏水

北韓領袖金正恩在日前舉行的勞動黨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早前「七十
日戰鬥」增加生產力的成果，當中包括白
頭山英雄青年第三號水力發電站。不過，
南韓傳媒昨日報道，這個水力發電站於竣
工十日後便漏水，需要緊急開閘放水。

巴拿馬律師行擬控ICIJ洩密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早前
公開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
的機密文件，揭發各國顯赫人士的
避稅資料。律師行周二發表聲明，
表示會採取法律行動控告ICIJ。

反PX山東萬人圍市府

山東龍口市上萬市民周一起連續兩
日遊行示威，要求政府徹底停止在當
地興建大型PX化工項目，以免污染環
境，禍延下一代。示威者圍堵市政府
門口，堵塞街道，最後官方宣布叫停
該項目，市民才逐漸散去。

西藏5.5級地震逾60人傷

西藏昌都市丁青縣昨日早上九時
十五分發生黎克特制五點五級地震，
震源深度七公里，嘎塔、甘岩、尺
犢、巴達等鄉鎮震感強烈，部分房屋
倒塌、橋樑道路損毀。官方指嘎塔鄉
有六十多人受傷，其中六人傷勢較
重；當局已啟動地震應急救援。

5月15日 (星期日) 5月14日 (星期六) 5月13日 (星期五) 5月12日 (星期四)

www.tntsuper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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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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33
 S

tr
ee

t N
E

食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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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式
三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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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廣 見 聞 福 音 之 旅卡 城 華 人 基 督 教 神 召 會
愛民頓愛克野牛動物園（ELK NATIONAL PARK）兩天遊﹙6/30 - 7/1﹚

七月一日加拿大國慶日CANADA DAY
上午七時三十分早餐

ELK ISLAND NATIONAL PARK 愛克野牛動物園
．BLACKFOOT SARCEE CREE 前土著紅印第安人居所
．Astotin Lake 亞斯東丁湖 
．Visitor Centre 遊客中心 購買紀念品
．INTERPRETIVE THEATRE 電影介紹愛克野牛動物園
．Lookouts 紅椅參觀景色
．ELK ISLAND GOLF COURSE 高爾夫球場，自費下午茶或雪糕。
　約下午六時半返抵卡城

第２天
六月三十日﹙星期四﹚車上早餐
上午七時十五分齊集於唐人街華人神召會
準上午七時四十五分出發

﹙一﹚蘇格蘭山（Scottsmen Hill）
　　　卡城最美麗景點之一“馬鞍體育館”
﹙二﹚奧斯大學（OLDS COLLEGE）專人介紹這特出的大學
﹙三﹚銷魂淡水湖（Sylvan Lake）
﹙四﹚愛民頓動物園 EDMONTON ZOO（*團友自費參加項目）
﹙五﹚省議會LEGISLATURE BUILDING
﹙六﹚入住希爾頓HOME 2 大酒店﹙請自備泳衣﹚
﹙七﹚晚餐

第１天

包括︰豪華五十六座位來回車費、一晚兩人一房酒店住宿、
兩早餐、一晚其他膳食導遊安排，團友自由及自費。
＊資深義務導遊，牧師分享、頌唱讚美詩、感恩見證、金曲
卡拉OK，請向辦公室報名及繳費，額滿即止。

團費每人
$160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1.888.479.78891.888.479.7889 WWW.STAMPEDETOYOTA.COMWWW.STAMPED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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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價 飲 品特 價 飲 品每日
歡樂
時光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全  新
賭檯耍樂時間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Scotia
Bank

Castleridge Blvd

McKnight Blvd NE

50 Ave N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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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ee

t N
E

52
 S

tr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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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aigon
Passion

Fa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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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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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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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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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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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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shtonclollege.ca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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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統華超市 及 慈濟加拿大分會
懇請大家踴躍捐獻，支持麥克默里堡林火救災募款

為參與幫助被麥克默里堡林火摧毀之亞伯達省北部整個市區的居民，大統華超級市場於
5月11日至23日期間將舉行《林火毀家園 愛心建未來》籌款活動，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愛心捐款 全數賑災

目前亞伯達省麥克默里堡8萬居民已緊急撤離該市到南面愛民頓市收容所暫住，救援工
作刻不容緩，災民需要大量食物及救援物資。自災難發生以來，海內外各地企業，社會
各界人士，都已各自發起不同形式的賑災活動，向受災地區的人民伸出援助之手。 

歷年來大統華多次與慈濟加拿大分會一同合辦賑災募款活動，有賴於慈濟深具規模的志
工團隊及累積多年的國際賑災經驗，此次「麥克默里堡林火救災募款活動」將於大統華
卑詩省9家分店、亞伯達省5家分店及安大略省8家分店內舉行，由身穿慈濟制服的慈濟
志工於5月11日至5月23日期間，在各分店門口進行愛心募款，所募得的善款由慈濟加拿
大分會百分之百送達災區，救助麥克默里堡災民，顧客可於上述日期發揮愛心到大統華
超市捐款。

獻出關懷 刻不容緩

被麥克默里堡林火影嚮的災民，急需大量的食品及物資救援，大統華及慈濟加拿大分會
再次呼籲大家獻出愛心，踴躍捐款，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www.lsti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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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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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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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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www.facebook.com/BlueOceanVietnameseRestaurant/
www.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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