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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政府在上星期四稱，麥梅里堡（Fort 
McMurray）居民將可在6月1日開始分區及分批陸
續返回家園，他們會收到一份歡迎包裹。包裹裡將
載有各麥梅里堡服務站資料，與居民再次進入自己
房屋所需要做的指示，說明如何清理靡爛的食物和
開始處理被水和火的損壞。亞省應急管理機構（
Alberta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營
運執行董事龍斯高（Scott Long）稱每一個人將收
到這一個包裹，而且每一個住宅區將設有歡迎中心
，而且包裹將附帶有關警告示項，讓居民知道進入
住宅區將遇到的問題和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他們亦
會預計有煙燻的破壞，但官方表示會提供特殊的清
潔服務。除了計劃重返社區的安排，也有其它的策
劃如垃圾管理，控制交通，歡迎計劃與如何容易獲
得服務等。因為各人現在並不是處於普通正常環境

下，所以預測會有突發的事情。回返者可以要求燃
氣公司（ATCO）技術人員進入家中作安全檢查，重
開煤氣供應，協助燃點家電，現在市內已經有90％
的電力客戶和75％的煤氣客戶可恢復服務;但燃氣公
司暫時切斷在麥梅里堡的所有的家庭和商業用煤氣
，防止早前一宗空置物業爆炸事件，市議員奧爾特
（Tyran Ault）稱如果在安全的情況下，政府將會
安排時間重入市區，預期將會是6月1日那一周開始
，但要視乎天氣狀況，其他議員也表示同樣的關注
，而且聲明安全是優先考慮的因素，市政事務部長
拉里維（Danielle Larivee）說，因為空氣污染的
關係，可能令返回麥梅里堡的情序變得緩慢，計劃
也包括讓北極光區域醫療中心（Northern Lights 
Regional Health Centre）正常運作，也希望其它
醫院能在6月15日完全恢復正常運作，一些零售店

的老闆們也開始返回市內觀察自己店鋪的情況，如
果情況許可的話，當居民返回市內的時候，期望雜
貨店和藥房也可以正常運作。

官員們表示，火勢在周日下午已經慢燃到超過
523,000公頃，並越過沙省邊界向東蔓延，現時有
約1,900名消防員參與滅火行動，幸而近日因氣溫下
降及有雨水的幫助下，令消防員滅火工作較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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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工業國（G7）昨於日本仙台召開財長會議，
匯率政策成為焦點，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會前
重申，若匯價對通脹目標構成威脅，當局會迅速
行動，加碼寬鬆措施，強調日央行政策與其他央
行無異，但拒評匯率政策，稱有關政策由財務省
掌管。日圓昨徘徊110兌一美元，低見110.36，挫
0.36%。

一直表態反對日本干預匯市的美國，早前將包括日
本在內的國家列入匯率觀察名單，白宮負責國際經
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Wally Adeyemo接受外國傳媒訪
問時表示，現時環球經濟增長及貿易低於應有水平
，任何國家企圖取得競爭優勢，將無助提振全球增
長。他沒有直接批評日本考慮干預匯市。

日本駐美大使佐佐木賢一郎預期G7會議上就匯率
有一些辯論，但相信不會改變G7今年對匯率的立
場，就是干預行動只針對不正常的波動。不過，
日圓走勢還要視乎美國聯儲局的加息立場，再有
聯儲官員撐最快六月加息。「鴿派」的紐約聯儲
銀行行長達德利於周四表示，若他的經濟預測準
確，當局將於夏季收緊政策，六或七月加息是合
理的預期，但同時指英國「脫歐」公投會左右加
息時機。里士滿聯儲銀行行長拉克指，市場過分
高估當局保持利率不變的意向。

「新債王」岡拉克指聯儲局已「搬龍門」，目前
加息視乎經濟「是否轉弱」，否則將開綠燈，非
早前提到要看數據「有否改善」。貝萊德環球定

息收入投資總監Rick Rieder認為，由於英國下月
廿三日舉行「脫歐」公投，故美國七月加息機會
較六月為高。

日央行揚言或加碼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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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期貨價格週一收跌，金價連續第四日下滑。
美聯儲下個月將加息的市場預期升溫，令貴金屬
價格下降至4月下旬以來的最低水平。

紐約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黃金期貨價格下跌1.40
美元，或0.1%，收於每盎司1251.50美元，為4月27
日以來的最低收盤價。上週金價下跌約1.6%。

市場預計美聯儲官員將在本週講話中確認加息立
場。包括幾位著名的鷹派政策人士在內，許多聯
儲官員都已經表示，如果美國經濟持續顯示好轉
跡象，他們擔心美國超低利率貨幣政策持續時間
過久將造成風險。

一般認為加息政策將提高美元貨幣價值，降低以
美元計價的商品期貨價格。

分析師表示：“美聯儲7月加息的可能性提高了美
元價值，對黃金而言不啻當頭一棒。儘管黃金在

1200美元附近有許多支撐作用，但如果美元繼續
升值，金價最有可能的方向就是下跌。＂

舊金山聯儲行長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
在週一發表的書面講話中表示，美國勞動力市場
強勁，與其他因素一道支持了央行緩慢實現貨幣
彙率正常化的目標。

與此同時，Kitco分析師指出，紐交所6月黃金期
貨低於20日移動平均線1271.20美元，可能是金價
短期軟弱的訊號。此外，1271.20美元/盎司還是
近期阻力位，如果金價能突破這一阻力位，將打
開升至1290.40美元的窗口，上頂可能達到1306美
元。

花旗集團則對金價持謹慎態度。該行分析師表示
：“如果美元指數達到100，金價將下跌至1050美
元/盎司。如果美元指數突破100，沒有任何東西

能阻擋金價跌破1000美元/盎司。＂

其他市場面，7月白銀期貨下跌10.90美分，或
0.7%，收於16.423美元/盎司。上週白銀期貨下跌
3.5%。7月精銅期貨基本持平，收於每盎司2.055
美元。7月鉑金期貨下跌10.20美元，或1%，收於
每盎司1013.10美元。6月鉑金期貨下跌8.65美元
，或1.6%，收於每盎司550.25美元。

金價4連跌創近1個月新低 受加息預期打壓

油菜心 上海白菜

幸福牌乾糉葉三象牌糯米粉
順帆牌
東莞米粉

沙維亞牌
蘆薈飲品

特級
富士蘋果 迷你西瓜

三小姐牌
特級香米

呂宋芒
（盒裝）黃油桃

夏威夷木瓜 大芋頭 大番茄 砂糖桔 青蔥青豆仔

牡丹圓米
BRAGG牌
有機蘋果醋

伊高牌
忌廉威化條

雀巢濃味
即溶咖啡

日昇牌
蘋果汁

新鮮豬扒 特級牛蹄 特級牛仔骨
急凍特級
童子雞

新鮮牛坑腩
（原袋）

特級急凍
炸雞塊

多款
口味

多款口味

原箱
$1.89/磅

生猛生蠔(中)
Live Oyster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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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貨價格週二收高。交易商們預料最近的原油
生產中斷將導致美國上週原油庫存下降，推動油價
實現5個交易日以來首次上漲。

美國石油協會（API）將在週二晚間公佈截止5月20
日當週的原油庫存數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將
在明日公佈官方的庫存數據。據接受標普全球普氏
能源資訊調查的分析師估計，原油與原油製成品庫
存將全面下降，預計原油庫存將下降330萬桶。

紐約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質原油（WTI）
期貨價格上漲54美分，或1.1%，收於每桶48.62美元
。7月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上漲26美分，或0.5%，收
於每桶48.61美元。週二公佈的樂觀經濟數據，使市
場認為能源需求前景光明。數據顯示，美國4月新屋
銷售增長16.6%，年化數字攀升至61.9萬幢。

Secular Investor 研究主管尼克-龐特里斯（Nico 
Pantelis）表示：“這份數據將提振未來的能源需

求，與此同時原油庫存與活躍鑽井平台數量仍在繼
續下降。需求提高碰上供應下降，最終意味著價格
上揚。＂

龐特里斯稱：“不過，原油價格仍然未能擺脫困境
。從價格技術圖形來看，50美元/桶區間將帶來許多
上方壓力，即形成阻力區。＂

過去4個交易日中，隨著市場對加拿大與非洲原油生
產中斷的擔憂情緒緩解，油價連跌4日。Schneider 
Electric 商品期貨分析師羅比-弗雷澤（Robbie 
Fraser）表示：“從悲觀角度來看，隨著艾伯塔省
野火過後油砂原油生產商重新開工，加拿大恢復原
油生產的前景已經導致油價承壓。＂

利比亞的原油出口也在改善。在東部港口Marsa 
al-Hariga因政治衝突被迫關閉兩週多之後，預計該
國將放行一艘載有66萬桶原油的貨船。不過法國原
油工人持續罷工，也可能導致全球原油供應量減少

。據能源行業諮詢公司FGE，此次大罷工意味著6個
國家的8個煉油廠至少停工72小時至1周時間。

庫存料將下滑 週二油價5日來首次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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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企業公佈了2016財年第二財季財報。報告顯示
，惠普企業第二財季淨營收為127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的125億美元增長1%，不計入匯率變動的影響為同
比增長5%；淨利潤為3.20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的
3.05億美元相比增長5%。

在截至4月30日的這一財季，惠普企業的淨利潤為
3.20億美元，每股攤薄收益為0.18美元，這一業績好
於去年同期。2015財年第二財季，惠普企業的淨利潤
為3.05億美元，每股攤薄收益為0.16美元。不計入某
些一次性項目（不按照美國通用會計準則），惠普企
業第二財季調整後淨利潤為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8
億美元下降9%；調整後每股攤薄收益為0.42美元，比
去年同期的0.43美元下滑2%，符合分析師此前預期。
財經信息供應商FactSet調查顯示，分析師平均預期
惠普企業第二財季每股收益為42美分。

惠普企業第二財季來自於業務運營活動的現金流為
11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的調整後現金流相比增長
101%。在這一財季，惠普企業通過派發股息和回購
股票的方式向公司股東返還了1.09億美元現金。惠
普企業還宣佈，該公司董事會批準了額外回購30億
美元股票的計劃，而公司目前已獲批的股票回購計
劃還賸餘48億美元金額。

惠普企業還在財報中宣佈，該公司計劃將旗下企業
服務業務進行免稅分拆，並將其與美國IT服務公司
CSC進行合併。惠普企業表示，這項交易將可創造出
一家純粹的全球IT服務領導企業，並解鎖一項迅速
增長的、高利潤率的、擁有更加強大的自由現金流
的企業基礎設施和軟件業務。

CSC CEO麥克・勞里（Mike Lawrie）將擔任合併後
新公司的董事長、總裁兼CEO，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則將加入新公司的董事會。一旦這項交易
在明年3月最終完成，則惠普企業股東將擁有新公司
的50%股權。

惠普企業公佈第二財季財報：淨利同比增5%

惠豐牌
即食碗麵

MIKKO牌
薄餅粉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美味精選特級
帶骨羊仔腩肉 海燕牌盲曹魚

昇牌
軟殼蟹

珍珠牌
龍口粉絲

雞嘜去衣
開邊綠豆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幸福牌
精選花菇

海燕牌
清雞上湯

李錦記
海鮮醬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福口牌
椰子水連肉 壽星公煉奶

伊高牌
餅乾條

幸福比內牌
椰條

海燕牌
鰻魚切段

幸福比內牌
泥鯭魚

海燕牌
鯰魚扒

三魚牌
急凍銀絲魚

海洋媽媽牌
紅蝦仁

幸福牌
紅衫魚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潘帕嘉牌
菲律賓腸仔 雞嘜香蕉葉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六吋) 急凍原個榴槤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半)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原箱
$1.09/磅

多款口味 原味
味精

原味 辣味

多款
口味

原味辣味

只限三天
5/31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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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見證 香港退伍加軍獲頒授和平獎章
去年（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抗日戰爭勝利

七十週年。為了表彰在亞洲戰區曾參加抗日的加拿大軍人，
加拿大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組委會
委託加拿大各地香港退伍軍人紀念協會

（Hong Kong Veterans Commemorative Association）向仍
然在世的香港退伍加軍頒發和平獎章及證書。

大草原地區的頒授儀式於5月7日（星期六）下午，於加
拿大皇家退伍軍人協會285號區會一個午餐聚會中舉行。卡
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史維會）一行十餘人應邀出席。地
區主任Kathie Carlson女士首先致歡迎辭，並介紹區內各地
協會代表。午餐後，Carlson邀請史維會理事官潔瑜小姐向在

座人士介紹了史維會的成立與運作。接著由前國會議員Art Hanger先生負責
頒授獎章。當天接受和平獎章及證書的退伍軍人包括當年駐港步兵Ralph 
Maclean和Douglas Rees兩位老先生。Maclean老先生剛於去年十二月重返香江

，出席由加拿大駐港澳領事館主持的加拿大紀念儀式。於九秩高齡重遊故地
，他表示百感交雜－因能再訪已故戰友並見證香港對加軍所作犧牲仍未忘卻
，教他感到安慰，但亦因年事已高深明此行可能是最後道別。對於卡城史維
會多年的支持並出席該頒授儀式他深感老懷大慰。另一位軍人Authur 
Schwartz不幸已於去年十一月仙逝，亦獲追授獎章並由其女兒Pat Schwartz代
領。在座還有另外一位老先生David Vidalin；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志願軍隨皇
家軍艦羅拔太子號前往香港營救傷殘病弱、骨瘦蹣跚的同袍回國。他與大家
分享了當年一些驚險經歷讓史維會較年青的一代上了一堂精采的歷史課。這
幾位老軍人去年都曾獲頒英女王鑽禧紀念獎章。

今年十二月是香港淪陷七十五週年紀念。史維會計劃與香港退伍軍人紀念
協會聯合舉辦活動，希望讓更多人尤其是來自香港的移民對這一段歷史有所
認識，也是對這些軍人當年為捍衛香港和平所作的犧牲和奉獻最好的回報。
有興趣參與者可與史維會聯絡：Facebook－ ＠Calgary ALPHA，電郵：
calgaryalpha@gmail.com，電話：(403)-862-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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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5Ox Head White Rice

牛頭香米 妮娜白蝦

$39.99/bag $25.4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4.99/box

紅箱百加利   $27.00/box

青蔥 (Onion King)  $21.00/box

薑    $26.00/box 

六福烏冬麵   $15.00/box

May 27 - Jun 02

小藍鳥甜橙百利油菜豐水梨上海白菜夏威夷木瓜

茄子加州大甜橙百利芥蘭青/白通菜 美國富士蘋果

Wake Up盒裝咖啡開平辣腐乳椰樹牌米紙魷魚標魚露

Aroy-D小椰奶榮榮臘腸

南美有頭白蝦雞腿球東明大橋太子肚

老虎蝦Vivasea多春魚椰樹牌急凍玉米金牌龍脷魚柳

Small Blue Jay OrangesYue Choy SumBrown PearShanghai Bok ChoyHawaii Papaya

EggplantLarge California OrangesGal LanGreen/ White Ong Choy USA Fuji Apple

Wake Up Coff ee in BoxKaiping Preserved Bean CurdCoconut Tree Rice PaperSquid Brand Fish Sauce

Aroy-D Small Coconut MilkWing Wing Chinese Style Sausage

Champmar White ShrimpChicken Legs Drumsti ckFried Fish Maw

Black Tiger Shrimp 31/40Vivasea CapelinCT Frozen Sweet CornGolden Label Basa Fellit

$2.59/lb
$1.09/lb

$0.99/lb
$1.49/lb

$0.85/lb

$0.89/lb
$3.09/ea

$1.59/lb
$0.69/lb

$1.19/lb

$1.95/ea
$1.39/ea

$1.39/ea
$3.19/ea

$1.49/ea

$3.39/ea
$4.19/ea

$0.89/ea
$4.79/ea

$1.95/lb

$2.59/ea
$3.79/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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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ea

雞牌酸辣蓮藕莖
Cock Brand Lotus Rootlet

$2.09/ea

$5.99/box

$2.09/ea
$27.99/box

高富江西米粉/瀨粉
COF Rice Sti ck

梅林午餐肉
B2 Pork Luncheon Meat

冰片糖
Brown Sugar

大信硬豆腐
DSI Extra Firm Tofu

$1.99/ea

大信豆乾
DSI Pressed Tofu

$1.99/ea

$1.95/lb

冠珍大紅浙醋
KC Red Vinegar

$3.19/ea

海威鯪魚
Searay Cleaned Dacefi sh

https://www.facebook.com/MingWei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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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2405-Centre St.  N.W. CALGARY    Tel:(403)276-3962

卡城佛學居士林

鳴 謝 啟 事
本林於本年4月30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於本林大殿堂舉行第十四屆理事會理事就職典禮，在鐘鼓互鳴聲中

，首由擔任司儀盧少欣先生宣告，佛學居士林第十四屆理事會理事就職典禮儀式開始，隨即指示全體新任理事

齊向大殿前集合，敬向三聖觀音大仕頂禮上香後，繼在名譽林長林康先生主持領誓下，全體理事集體逐句跟誦

宣誓詞。

然後由原會務顧問盧少欣先生向新任林長頒發「選任書」，接著轉由新任林長頒發「選任書」予全體新任理

事，及頒發「聘任書」予各位名譽林長，名譽顧問，與及會務顧問等建制外之各個職份。隨後司儀宣佈就職典

禮儀式完成，即邀請全體觀禮貴賓移步樓下膳堂，享用素膳齋饌。

本林以奉侍三聖觀音大仕為先，故就職典禮謹於本林膳堂以簡樸素宴款待觀禮貴賓是從。叨蒙各界貴賓不棄

，紓尊詣林觀禮，復惠賜供奉銀帛及物品，感念之餘，謹藉報端，誠向各界觀禮貴賓，並及所有台前幕後（包

括所有廚務）義工，人員，謹在此通統致以萬二分感謝！

茲謹將供奉銀帛物品各團體及個人芳名編列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黃英俊合家（花麗雅）     $100

陳捷國先生       $50

華人社團聯會（United Calgary Chinese Congress） $100

蘇國安先生（名譽顧問）    $200

周慶祥先生（名譽顧問）    $50

曾佩珠女士       $30

天后聖母廟（Chua Thien Hau）   $200

促統會       $60

潮州同鄉會（Chao Chow Community Benevolent Society）$50

洪門民治黨       $100

洪門達權社       $100

華人文化社（Calgary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50

黃國樑伉儷       $100

王天賜先生（名譽顧問）    $50

褔建同鄉會（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100

客屬崇正會       $200

李烱輝先生（名譽顧問）    $100

夏德明先生（名譽顧問）    $100

夏來和先生（名譽顧問）    $100

彌陀寺       $60

劉恭存先生（名譽顧問）    $100

錢有金先生       $100

至孝篤親公所      $50

吳麗芳女士       $30

龍珠會（H.K.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 of Calgary） $100

柯賢沂先生（名譽顧問）    $50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Calgary Vietnamese Chinese Association） $100

雷忠演伉儷併林許潤琼女士供奉布製拜墊外套 27件

全部銀帛款項合共2,430元
（註：列表如有錯漏，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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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landcrossings.com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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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加美武術錦標賽於2016年5月13日至15日在溫哥華隆

重舉行。參加比賽的武術健兒有來自中國，加拿大和美國。比賽

為期兩天，有超過五百名運動員參加，是加拿大最大型武術比賽

。卡城太極武術院派出49名學生組成的隊伍由蔡耿章師傅親自率

領，參加武術和太極各項目的比賽，在激烈的比賽中，發揮了水

平，奪取金牌25枚，銀牌22枚，銅牌20枚的優異成績。按比賽規

則從各年紀組分數最高者再比爭奪8個全場總冠軍，蔡佳輝獲武術

12歲以下女子全場總冠軍，劉梓琦獲男子武術17歲以下全場總冠

軍，Be thany Chen 獲得17歲以下女子組全場總冠軍，陳思恩

獲18歲以上男子組總冠軍並奪得200元現金大獎，為了這個加西

最大的武術比賽，蔡師傅帶領學生刻苦訓練，突破和掌握一個個

技術難度，在賽場上為卡城增光，受到同行和觀眾的一致好評。

12歲以下女子總冠軍
蔡佳輝

男子17歲以下總冠軍
劉梓琪

17歲以下女子總冠軍
Bethany Chen

男子18歲以上總冠軍並奪得200元現金大獎
陳思恩

卡城太極武術院健兒獲四個總冠軍載譽而歸卡城太極武術院健兒獲四個總冠軍載譽而歸
卡 城 太 極 武 術 院 全 體 參 賽 運 動 員卡 城 太 極 武 術 院 全 體 參 賽 運 動 員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12歲以下女子總冠軍
蔡佳輝

男子17歲以下總冠軍
劉梓琪

17歲以下女子總冠軍
Bethany Chen

男子18歲以上總冠軍並奪得200元現金大獎
陳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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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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7 -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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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ilantro
芫荽

Pineapple
鮮菠蘿 特 價

299
ea

Large Taro Root Broccoli
大芋頭 無莖白加利

399
特 價

ea.99
特 價

lb
特 價
129

lbBag Peppers
青椒（原袋）

Duck Legs
鴨腿

699
特 價

lb

199
特 價

lbWhite Mushrooms
白蘑菇

Lamb Rack
羊架 特 價

999
lb Chicken Wingett es

雞中翼 特 價
387

lb

WF 31/40
Raw Prawns (Teal)
急凍白蝦

2磅裝

Tilapia Fish
鯽魚 特 價

1249
ea109

特 價
100g

Frozen Pork Tenderloin
急凍豬柳

449
特 價

lb

Basa Burgers
龍脷魚漢堡扒

349
特 價

ea
2磅裝

加拿大衛生部門批准售賣一種生長速度更快的〝基
因改造三文魚〞，並指出可以安全食用，這種基因改
造三文魚將成為加拿大餐桌上第一種〝可食用基因改
造動物〞。

經過4年的測試，加拿大衛生部及食物檢查署Health 
Canada and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表示，在
Massachusetts的AquaBounty Technologies 科技公
司已經找到及培育出基因改造三文魚，其營養價值跟
普通的三文魚相似，並且可以安全食用。

這種基因改造三文魚含有〝鮭魚Chinook salmon〞
及〝鱈魚eel-like ocean pout〞的基因混合培育，因
此生長速度較普通養殖的大西洋三文魚Atlantic 
salmon快兩倍。一般的三文魚培殖期需要3年時間，
而基因改造三文魚只需16-18個月時間便能交到市場
出售。

加拿大官方指出，這種基因改造三文魚包裝後不會
貼上特別標誌，因為在測試時已認同基因改造三文魚
沒有健康和安全問題。

加拿大衛生部在聲明中表示，〝基因改造食物日漸
普遍，已經成為加拿大人的日常食譜食材。而且加拿
大衛生部在多年前已經批准基因改造食物進入餐飲業

市場。〞
環保分子及消費者團體則對審批過程抱懷疑態度表

示，他們稱〝基因改造三文魚〞為〝科學怪魚
Frankenfish〞，並質疑基因改造三文魚會對野生三文
魚的族類造成危害。

AquaBounty科技公司稱，這種基因改造三文魚是
不育的，而且只在加拿大及Panama巴拿馬陸上關閉水
箱中養育。該公司亦辯稱，25年前，加拿大科學家在
〝紐芬蘭紀念大學Newfoundland’s Memorial 
University〞已經培育基因改造三文魚，而且食用基因
改造三文魚，可減少對野生大西洋三文魚的過度捕捉
。

去年11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已經批
准AquaBounty科技公司的基因改造三文魚進口銷售
，但2個月後FDA頒布禁令，禁止進口基因改造三文魚
，直至包裝有明確標誌指明〝基因改造三文魚〞。
FDA禁令將持續到2016年9月，大約要1年時間去解決
問題，現時加拿大便成為世界上唯一售賣基因改造三
文魚的國家。

AquaBounty科技公司Dave Conley稱，現階段未有
適合市場售賣的基因改造三文魚，因為培育期起碼需

要1年多時間，到時FDA的禁制令便期滿。
加拿大生物科技行動組織(Canadian Biotechnolo-

gy Action Network) 沙拉特Lucy Sharratt稱，加拿大
人將面對首批〝可食用基因改造動物〞，但其審批過
程卻未有經過公開諮詢及商討，更而沒有貼上特別標
誌指明〝基因改造三文魚〞。

加拿大農業部長(Agriculture Minister) 麥奧利
(Lawerence MacAulay)稱，有一個特別委員會，會負
責檢驗基因改造加工食物，亦會提議是否需要貼上特
別標誌。他亦希望國會議員在年底為此問題提交一份
報告。

AquaBounty科技公司計劃在P.E.I. 生產三文魚卵子
，然後在巴拿馬培殖長大，再運返加拿大出售。

加拿大批准售賣〝基因改造三文魚〞加拿大批准售賣〝基因改造三文魚〞

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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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Chinatown  
Information Session
The City of Calgary is conducting a scoping report and public engagement 
around the vision for Chinatown to better understand issues, opportunities 
and outcomes. This first session will introduce the project and ask citizens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process a success.

What: Planning Chinatown information session

Date:  Thursday, May 26, 2016

Time:  5 to 8 p.m.

Location:  Calgary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197 First Street. S.W.

More information: 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

規劃華埠 
諮詢會
The City of Calgary 正就華埠的未來及已提出的重建計劃進行一項范

圍界定項目，藉此更了解各方面的問題、機遇及成果。首個諮詢會

將介紹此項目，並跟市民探討我們該如何令規劃取得成功。

內容：規劃華埠諮詢會 

日期：星期四，2016 年 5 月 26 日 

時間：下午 5 時至 8 時 

地點：卡城中華文化中心，197 First Street S.W.

更多信息：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

http://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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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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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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www.clcabinets.ca
www.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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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越南做騷 平民店歎凍啤

正於越南河內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
馬，除了忙於與越南政府討論售武，以
及呼籲該國尊重人權，亦不忘到當地
食店「啤一啤」。他周一晚上應美國名
廚波登（Anthony Bourdain）之邀，「
即興」到一間路邊平民食店，歎當地美
食與凍啤，由波登請客。有趣的是，在
場顧客對美國總統大駕光臨完全不予理
會，照飲照食，猶如拍戲。

南海艦隊太平洋演練美日艦機跟蹤

美國總統奧巴馬拉攏越南之際，
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一連兩日舉行
實兵對抗演習，並遭美、日軍艦、
飛機跟蹤。美軍高層則預料，中國
很快就會在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

希拉妮前競選經理涉收華商獻金

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戰參選人希
拉妮的前競選經理、維珍尼亞州州長
麥考利夫，因涉嫌在二○一三年競選
州長期間，違規收受一批外國政治獻
金，金主包括來自中國的商人，受到
聯邦調查局（FBI）調查。共和黨指事
件令希拉妮的誠信進一步受挫。

南非法庭 駁回禁犀牛角交易

南非最高上訴法庭近日作出裁
決，駁回政府繼續禁止國內犀牛角交
易的申請，為南非國內的犀牛角交易
重新開了綠燈。南非政府對裁決表示
失望，正考慮上訴到最高法院。

庫克訪印誤發雷霆

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早前結束
中國之行，上周二轉抵印度，卻發生
一段小插曲。當地傳媒報道，他上周
五到訪新德里古爾岡一間蘋果專賣店
時，質疑該店出售的一款iPhone機殼
非正版，當面要求負責人解釋，但最
終證實原來是庫克「唔認得親生仔」
。蘋果公司暫未證實事件。

緬北塌玉礦100人被埋12死

緬甸北部克欽省帕橄鎮一個玉石
礦場，昨日發生嚴重山泥傾瀉，造
成至少十二人死亡，仍有約一百人
被活埋。當地人指出，大企業在近
日的雨季已停止採礦，被埋者多是
自行前往挖掘的普通民眾。

連環詐彈「凶鈴」 英美多校癱瘓

英國及美國周一分別有多個地區
的中小學，接獲匿名電話的炸彈恐

嚇，造成混亂。英國有廿六間學校
因接到恐嚇，要緊急疏散學生。其
中包括多間正舉行普通中學教育文
憑考試（GCSE）的學校，考生未能
如期考試。美國也有至少十個州份
的學校出現炸彈襲擊恐慌。

美黑人扣留暴斃白警裁無罪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黑人青
年格雷，去年遭警方扣留期間猝死。
其中一名涉案白人警員近日受審，法
庭周一裁定全部控罪不成立。

美兵助伊拉克戰友移民避IS

美國一名曾三度派駐伊拉克作
戰的軍人，退役後回老家過平民生
活。但他並無忘恩負義，眼見一名
曾救他一命的伊拉克籍戰友淪為難
民，他現時正努力協助恩人申請庇
護，移民美國。

伊軍反攻 IS下令格殺逃亡者

伊拉克政府軍周一開始向巴格達
西部重鎮費盧杰發起反攻，欲從極端
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手中奪
回該城。報道指，費盧杰居民為躲避
戰火，已開始逃離家園，但IS下令格
殺所有逃走或有意投降的人。

埃航機疑墜毀前爆炸

埃及航空部門昨表示，在地中海墜
毀的埃及航空公司MS804客機，在雷達
消失之前沒有急轉彎或急墜，最新發
現的一批屍骸亦嚴重殘缺，顯示客機
可能曾發生爆炸。客機從雷達消失前
幾分鐘，以正常的三萬七千呎高度飛
行，而且也沒有急速向左或向右轉。

墨西哥擱置高鐵或賠華企二千萬披索

中國近年致力發展海外高鐵項目。
墨西哥前年中止當地一個由中國鐵建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鐵建）中標的
高鐵項目後，中鐵建去年就此索賠。
據英媒引述墨西哥交通部副部長消息
指，賠償金額或高達二千萬披索。

世衞大會兩岸代表握手

世界衞生大會（WHA）昨進入大會
第二天，台灣代表的衞福部長林奏延
於會場外「巧遇」大陸衞計委主任
李斌，兩人握手寒暄。林奏延向李斌
提到，盼往後雙方繼續合作。據指台
灣代表團昨雖順利與會，未遭到「矮
化」，但大陸代表團一直迴避與台灣
代表團正面接觸。

奧巴馬訪越送禮抗衡中國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任期尾聲，為
南海問題點燃新火頭。他昨日在訪
問越南期間，宣布全面解除對越實
施的武器禁運。雖然奧巴馬宣稱解
禁並非針對中國，但中、美兩國輿
論普遍認為，此舉旨在支持越南於
南海抗衡中國。美國媒體更透露，
越方或投桃報李，容許美軍艦隊使
用金蘭灣深水港。

印度成功試射國產無人穿梭機

印度昨日成功試射首架國產小
型無人太空穿梭機，為印度航天科
技揭開新一頁。該穿梭機可重複使
用，為印度的穿梭機發展邁進一
步，亦可望令太空旅遊變得更容易
及更便宜。

西安餐廳爆朝工集體脫北

繼月前北韓駐中國寧波的柳京餐
廳，有十三名員工集體脫北後，南韓
傳媒昨日報道，本月初中國另一家北
韓開設的餐廳，有員工集體出逃。據
悉，該批脫北者目前已抵達一個東南
亞國家，但未知是哪個國家。

IS密集施襲 敍120死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近日在伊拉克及敍利亞兩地面臨極大
壓力，組織隨即作出反擊，昨日向敍
利亞西北部兩個政府軍控制的城市發
動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超過一百二
十人死亡，多人受傷。

馬國IS圖製空難殺政要

馬來西亞警方上周拘捕了十四名
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IS）
的支持者，有更多內情曝光。原來
其中一人是飛機維修工程師，在一
間替高官政要維修私人飛機及直升
機的公司工作。當局懷疑他與馬來
西亞籍IS分子傑迪有聯繫，密謀破
壞高官政要的私人飛機。

民進黨甫上場太陽花獲撤控

台灣「太陽花學運」發生至今逾
兩年，仍引發許多討論和關注，然而
新政府上台後，行政院長林全批出的
第二份公文，就是對太陽花學運一百
二十六名被告撤銷刑事控告。國民黨
昨表示，行政院將司法案件以政治方
式解決，是不尊重法治的做法，對此
深感遺憾。林全則指，「這不完全是
一個法律事件」。

奧巴馬將訪日 拒為原爆道歉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啟程展開
任內第十次亞太之旅，前往越南和
日本訪問。他將於周五歷史性訪問
全球首個遭到原子彈攻擊的城市日
本廣島，是此行焦點。不過在奧巴
馬起行前，沖繩美軍姦殺案觸動日
本反美情緒，令他訪日之行蒙上陰
影。

英祿呼籲泰軍方還權於民

昨日是泰國爆發軍事政變兩周
年，當年被推翻的前總理英祿呼
籲，由現任總理、前軍人帕拉育領
導的政府，盡快把權力歸還給人
民，直言國家在現屆政府管治下受
苦。

塔利班領袖命喪美軍空襲

美軍特種部隊於上周六，在阿
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發動猛烈
的空襲，殺死了塔利班領袖曼蘇爾
（Mullah Akhtar Mansour）。曼蘇
爾被指在阿富汗策劃多宗恐襲，破
壞和平進程。

IS：失去根據地亦不潰散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IS）近月在伊拉克及敍利亞兩地
連番失利，勢力已大不如前，IS發
言人阿德南尼上周六罕有地發表錄
音講話，強調即使失去在伊拉克的
摩蘇爾及敍國的拉卡等根據地，組
織亦不會因而潰敗，他又呼籲IS分
子在下月開始的回教齋戒月，針對
美國及歐洲發動新一輪恐襲。

美司法正式禁「東方人」「黑人」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周五簽署了
國會眾議員孟昭文提出的法案，從
今以後，聯邦法律在稱呼少數族裔
時將不會再使用「東方人」（Ori-
ental）和「黑人」（Negro）等被
視為含有歧視性質的字眼。

連續兩日批蔡 官媒：無法撥雲見日

台灣的新任總統蔡英文在就職禮
上避談「九二共識」，持續引發大
陸關注。大陸官媒昨連續第二日發
表署名文章，不點名批評蔡英文在
兩岸問題上令人失望，認為兩岸關
係的未來仍舊無法撥雲見日。另大
陸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大
陸擬從軍事及外交等四方面對付台
灣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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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骸曝光 埃航曾發煙霧警報

埃及航空公司MS804客機在地中
海墜毀已四日，機上六十六人仍然
生死未卜。埃及軍方昨日首度發放
客機殘骸及乘客物品照片。法國空
難調查當局亦確認，客機在失去聯
絡前三分鐘曾發出煙霧警報，顯示
機艙前半部曾冒煙，亦顯示航機控
制系統失靈。

疑兇認姦殺日女 美軍高層鞠躬
謝罪

日本沖繩廿歲準新娘島袋里奈被
殺一案，被捕的三十二歲疑兇、美
軍基地人員加森，前日向警方供認
曾經強姦死者，並在殺害對方後棄
屍。美軍駐沖繩高層與日本政府人
員前往沖繩縣廳，罕有地親自向當
局鞠躬謝罪。

IS操練快艇隊 謀血洗歐非泳灘

意大利反恐部門早前收到可靠線
報，指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正在訓練快艇攻擊小隊，準
備趁夏天時，在南歐及北非等受遊
客歡迎的沙灘，進行搶灘恐襲，屠
殺泳客，突尼斯去年上演的血洗沙
灘恐襲或會重現。

搜房枉付百度千萬「保護費」

百度醜聞不斷，先有董事長李彥
宏被國家網信辦約談，近日又再被
踢爆敷衍整改令。內地房地產網站
「搜房網」董事長李忠日前亦向李
彥宏發公開信，炮轟百度明知其公
司擁「搜房」商標，且每年支付逾
千萬元（人民幣•下同）「品牌保
護費」後，仍任由另一間公司「房
天下」使用「搜房」作關鍵字。李
忠更在公開信中大爆籌備上市的「
房天下」運營公司搜房控股疑似與
李彥宏有四億元的投資關係。李忠
目前已向證監會及上海證券交易所
舉報搜房控股侵權。

台避談九二共識 陸：溝通難續

台灣的新任總統蔡英文前日在就
職禮上避談「九二共識」，引來大
陸關注。大陸國台辦昨重申延續兩
岸聯繫溝通機制的前提是台方確認
堅持「九二共識」；官媒評論要求
蔡英文放棄「耍太極」，對「九二
共識」作明確回答。

蔡英文就職演說 不提「九二共識」

台灣的第十四任正副總統蔡英
文、陳建仁昨早宣誓就職，蔡英文
成為台灣的首位女總統，實現第三
次政黨輪替。蔡發表就職演說時大
打經濟牌，承諾會幫年輕人突破困
境，告別以往依賴單一市場模式；
又指會維持兩岸現有對話及溝通，
但未有提及「九二共識」。大陸國
台辦批評蔡沒明確承認「九二共
識」及認同其核心意涵，是「一份
沒有完成的答卷」。

崔天凱警告 美巡航勢導致南海軍事化

中美軍機南海攔截風波未平，雙
方連日互「晒肌肉」。正在南海巡
航的美軍航母斯滕尼斯號公開多輯
訓練照片，其中於本周二，即攔截
風波當日，組織十一架艦載機在南
海飛行，解放軍則公開南海艦隊「
全天巡航」流程「回禮」。中國駐
美大使崔天凱「提醒」美國，如果
持續派遣艦機將真正導致「南海軍
事化」。

日媒踢爆 美巨額資助反華團體

中國早前通過嚴控境外非政府組
織（NGO）在內地活動的新法，引發
外界關注。日媒取得非公開資料顯
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於
近卅三年向中國的支持民主、人權
團體，提供合共約七億五千二百八
十五萬港元資金支持，當中包括被
中國定為分裂組織的世界維吾爾代
表大會等團體。

沖繩居民怒吼 「美軍給我滾」

日本沖繩美軍基地人員涉殺女子
一案，再挑起當地民間的反美軍情
緒。約二百名居民昨午到疑兇工作
的嘉手納美軍基地外集會，高呼「
美軍基地給我滾」。日本政府亦分
別召見美國駐日大使嘉露蓮及駐日
美軍司令多蘭，要求嚴肅處理。而
因此案發生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訪日
前夕，日本擔心案件會影響美日關
係。

希拉妮：特朗普無資格做總統

美國總統提名戰進入最後直路，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妮周四接受
訪問時，繼續將矛頭對準篤定成為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指特
朗普對國家、民主和經濟都是一個
威脅，「沒有資格當總統」。

埃航疑恐襲墜毀66人罹難

埃及航空公司（EgyptAir）一架
載有六十六人的客機，周三晚上從
法國巴黎飛往埃及首都開羅，惟進
入埃及領空後不久便從雷達消失，
其後證實墜毀在地中海，當局已在
海上發現客機碎片。埃及航空部長
表示，懷疑事件涉及恐襲。

關島美B52失事七人安全撤離

美國空軍一架B52轟炸機，周四
早上在太平洋屬地關島起飛後墜
毀。美國空軍表示，飛機於當地時
間周四早上八時三十分墜毀在空軍
基地飛行路線上，並指意外沒威脅
民居，機上七人安全撤離。

法警反仇警 遭襲擊

法國全國各地周三有大批警員
上街，抗議過去數個月以來，民眾
在反對勞工改革法案示威中，出現
的仇警現象及行為。與此同時，巴
黎一輛警車在街上遭到極左民眾襲
擊及投放爆炸品，車上兩名警員險
死。警方事後扣留四名年輕男子，
並以企圖謀殺罪調查。

特朗普晤基辛格拉攏建制

篤定成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人
的特朗普，當地時間周三晚上於紐
約會晤共和黨元老、前國務卿基辛
格。分析相信特朗普此舉不僅是為
爭取黨內建制派支持，也是為了爭
取這名黨內元老支持其外交政策。

涉殺日女 駐沖繩美軍被捕

日本沖繩縣的二十歲女子島袋里
奈，自上月廿八日起失蹤。警方經
調查後，昨午拘捕一名在嘉手納美
軍基地工作的三十二歲海軍陸戰隊
前隊員，懷疑他涉案，其後更起出
一具相信屬於島袋的女屍，當局不
排除會招來縣民激烈反應。

15米近距離攔截 殲11險撞美軍機

中美南海角力，險釀翻版南海撞
機事件！美軍EP3偵察機據報周二在
南海的國際空域航行時，遭到兩架
解放軍殲11戰機「不安全攔截」，
美方指雙方軍機距離一度只得十五
米，美軍偵察機被迫向下急飛數百
英尺避免撞機。中國外交部斥美方
說法不實，又指摘美方戰機在中國
沿海海域「高頻度」偵察，才對海
空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CIA虐囚報告疑故意刪除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直被
指虐囚，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早前為
此撰寫一份長達六千七百頁的調查
報告。報告至今仍未完整公開，CIA
內部監察部門日前竟稱，不慎把該
部門唯一的報告紀錄刪除，不論是
紙本及電子版本都已遺失。

斯國暴雨 泥石流埋220戶

斯里蘭卡中部山區連續三日遭受
暴雨侵襲，周二下午爆發泥石流，
波及三條依山而建的村落，軍方派
出逾三百名士兵參與救援。當地紅
十字會估計，逾二百個家庭可能被
活埋，斯國災難管理中心稱大部分
失蹤者已被尋回，暫發現十七具屍
體。

重驗京奧樣本 揭31運動員服禁藥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周
二表示，三十一名曾參與二○○八
年北京奧運會的運動員，在重新藥
檢中呈陽性反應。IOC強調，任何違
反藥檢條例的運動員，將被禁止參
加今夏的里約奧運。

平壤疑洩洪挑釁 水淹南韓

南韓臨津江郡南水庫管理部門
稱，北韓周日晚突於臨津江上游開
閘排洪，令下游的南韓京畿道坡州
一帶出現水浸。有軍事專家懷疑，
北韓故意洩洪挑釁試探南韓。

雲南三小時16次地震 4.5萬人受災

雲南大理州昨日凌晨發生十六
次地震序列，其中雲龍縣長新鄉於
零時四十八分發生黎克特制五級地
震，震源深度為十五公里，雲南省
地震局隨即啟動地震應急預案三級
響應。

百度誤導 癌患枉花救命錢

內地多數民眾都依靠網絡搜索引
擎百度查閱所需資訊。惟「魏則西
事件」就將百度競價排名、監管不
足等弊病曝光，揭露百度與「莆田
系」醫院的利益關係，百度老闆李
彥宏遭網民狠批。近日內蒙古一名
癌症病人誤信百度搜索結果，到北
京部隊醫院治療無效；去年底涉事
的科室更突然消失。不過，百度至
今仍有顯示該中心及涉事醫生的資
訊；該中心的電話又與北京「莆田
系」商會高層的公司有關。

5月22日 (星期日) 5月21日 (星期六) 5月20日 (星期五) 5月19日 (星期四)

www.tntsupermarket.com


12

Oriental Weekly   May 26, 2016

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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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www.shawgmc.com
www.ashtoncolleg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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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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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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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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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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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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stim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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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115-2Ave. SE, 2nd Floor
電　話︰(403)266-2234　(403)263-8113
營業時間
　午市︰每日早上十時至下午二時
　晚市︰每日下午五時至晚上十一時
網　址︰ www.howon.ca

地　址︰115-2Ave. SE, 2nd Floor
電　話︰(403)266-2234　(403)263-8113
營業時間
　午市︰每日早上十時至下午二時
　晚市︰每日下午五時至晚上十一時
網　址︰ www.howon.ca

起

天天茶市
精美點心
天天茶市
精美點心

$325$325

龍躉全宴龍躉全宴

$228$228
(足12位用)(足12位用)

川
芎
白
芷
燉
魚
頭

椒
鹽
龍
躉
皮

油
泡
龍
躉
球

魚
柳
扒
豆
苗

清
蒸
魚
尾

甜
酸
咕
嚕
魚

金
華
玉
樹
魚

枝
竹
炆
魚
腩

絲
苗
白
飯

糖
水
/
鮮
果

川
芎
白
芷
燉
魚
頭

椒
鹽
龍
躉
皮

油
泡
龍
躉
球

魚
柳
扒
豆
苗

清
蒸
魚
尾

甜
酸
咕
嚕
魚

金
華
玉
樹
魚

枝
竹
炆
魚
腩

絲
苗
白
飯

糖
水
/
鮮
果

超值好運宴超值好運宴

$298$298
(足10位用)(足10位用)

敬請一日前預訂敬請一日前預訂

紅
燒
鵪
鶉
皇
︵
五
隻
︶

百
花
釀
蟹
鉗

發
財
蠔
豉
紅
燒
肉

鮑
魚
竹
絲
雞
炖
花
菇

奶
油
雙
龍
蝦

靈
芝
菇
扒
苗
皇

金
蒜
炸
子
雞

清
蒸
海
上
鮮

揚
州
炒
飯

精
美
糖
水

紅
燒
鵪
鶉
皇
︵
五
隻
︶

百
花
釀
蟹
鉗

發
財
蠔
豉
紅
燒
肉

鮑
魚
竹
絲
雞
炖
花
菇

奶
油
雙
龍
蝦

靈
芝
菇
扒
苗
皇

金
蒜
炸
子
雞

清
蒸
海
上
鮮

揚
州
炒
飯

精
美
糖
水

晚市推介晚市推介

北京片皮鴨五食北京片皮鴨五食 $5995$5995

龍躉四食龍躉四食$5695$5695

大統華超市
為麥克默里堡居民出一分力

大統華超市關懷社區又一壯舉，為協助亞伯達省北部麥

克默里堡遭受林火摧毀之居民重建家園，所有麥克默里堡的

居民，於大統華亞伯達省各分店均可享有9折* 購物優惠。 

獻出關懷 刻不容緩

對於每項日常生活細節都要重新開始的麥克默里堡居民而

言，我們相信每一小點的幫忙對他們而言都是極其需要的。

從現在至8/31/2016，所有麥克默里堡的居民，於大統華亞伯

達省各分店均可享有9折* 購物優惠，詳情請參閱店內公告。

關懷社區 全民投入

被麥克默里堡林火影響的災民，急需大量的食品及物資

救援，大統華超市謹以誠心的一分力支援麥克默里堡居民，

並祝福居民可早日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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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on.ca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www.decoblindsha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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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保險業協會（Insurance Bureau of 
Canada）上周四與傳媒舉行了一個電話會議，澄清
關於麥梅里堡（Fort McMurray）火災後的保險賠償
被誤解的問題。

以下是經整理後的一連串問題與答案：

問：麥梅里堡有否任何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進駐作
出賠償評估？

答：協會的西部和太平洋地區副總裁亞當斯（ Bill 
Adams）謂社交媒體和其它地方已經報導有關於當地
的理賠，但情況並非如此，麥梅里堡現有一批由省府
或市政府外判的承包商，準備為社區內的主要資產如
醫院，雜貨店，藥店，賓館等進行清理。並無任何保
險業代表差派到受害者的家庭或私人企業作評估賠償
。

問： 滿地可銀行(BMO)和其他行業報告指出有關
於保險損失可能達到$90億？

答：亞當斯稱他們使用的技術，很多都是地圖應用
程式和衛星圖像等，而且被他們行內某公司使用來計
算損失的範圍。

問：山林大火所造成的損毀是否“天災”，因此不
能夠索賠 ？

答：協會的政府關係主任麥克（Heather Mack）
解釋“天災”是保險界經常遇到的普遍問題，亦是讓
人誤解保險公司對所謂災難的賠償，保險公司支付受
保人遭受火災的損毀，完全跟天災沒有關係，實際上
，任何物業保險都提供這類賠償。

問：疏散後的生活費可獲賠償嗎？
答：麥克說如果當居民疏散後，受保人不能回家，

大多數屋主和租戶的保單將包括賠償額外的生活費，
一些人認為他們的賠償，是從他們打電話通知保險公
司申請當天 才開始計算，實際上，賠償的計算是從他
們疏散的日期開始，而且，他們不會因為沒有立刻打
電話給保險公司而被拒絕獲得賠償。麥克強調受保人
已遭受很多壓力，他們沒有興趣再給受保人更多壓力
。

問：如何申請賠償？
答：協會的媒體和數碼通訊部主管紀史提芬（

Steve Kee）稱受害人應與他們知悉的保險經紀人聯
繫。否則，應聯絡他們的保險公司，並必需保存從疏
散後的所有生活費用收據，這些開支將可獲得賠償，
當受害人跟其保險公司代表交談時，應咨詢有關他們
有權獲得的生活費。如果可能的話，應結合所有關於
物業及屋內財物的證明文件（如買賣証明文件，照片
，收據和保用證等）給保險公司。一旦受害人已申報
他們的虧損，將會被分配一個理賠進行評估，他補充
鑑於索賠數量之多，需要一些時間處理。

問：火災對保險業有什麼影響？
答：紀史提芬稱保險業具有雄厚資本應付此類重大

災害的索償，況且，保險業是為不可預測的災禍作好
未雨綢繆的長期方案，亦都是這行業存在的目的，到
目前為止，他們還未清楚對整體的損害有多大，未能
作出有效的結論，，但他們肯定並無任何一個事件發
生，會導致保費自動增加，而且，他們 推出不同的保
險選擇對抗不同的災情，迎合市場的競爭力，消費者

也可以有不同的比較和選擇。

問：在過去幾年當中，這是亞省第三大災難，這將
會提高保費嗎？

答：亞當斯稱保險面臨最大的支出莫如個別一筆的
賠償金額，他們是唯一能估計未來受保人的保費成本
，雖然他們無法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情，但他們能夠知
道過往所發生的事件。傳統上，當他們看到長期要求
同樣的賠償時，他們會確保保費不落後於長期的需求
趨勢。如果你看到索賠一年比一年增加，保費很可能
將隨之增高。如果索賠開始消退，可能要經過一段時
間才可看到保險費有所削減。從全球來看，這些調整
都是因為事件發生的機率增加和增添了事件的嚴重性
，任何亞省業主或租客保單，可能在過去的兩三年內
已經體會他們的保險費有所增加。

問：經過這次火災，業主會預期保費增加嗎？
答：亞當斯解釋他們並不知道，但保險公司自己會

作出決定，有些保險公司可能會尋求增加保費，視乎
公司本身在過去幾年有多少這方面的索賠，同時，有
些保險公司的客戶不受任何趨勢形嚮，所以並無開支
的壓力。

麥梅里堡大火非“天災”完全符合火險索償

www.chhyund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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