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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

加拿大衛生部將會對食品和藥品條例作出變更 — 準許在加拿大售賣經過電離輻射殺菌的碎

牛肉，衛生部官網聲明中提到，此次提議的修改部分主要是在經過電離輻射的食物名單中

增加一項，即鮮冷凍的絞碎生牛肉。提議的目的在於允許那些牛肉廠商使用電離輻射技術

來處理食物，提升食品的安全性，但並不是強制食品加工廠一定要採用電離輻射技術。加

拿大衛生部發言人Maryse Durette稱新的調整提議將在6月的加拿大公報（Canada Gazette）上

公佈，還將安排一段時期徵集民意。

十多年來，加拿大的食品加工廠基本上都試圖通過紫外光照

射技術來處理食物，該技術主要是為了殺死食物中的大腸桿

菌和其他致病細菌。但是由於公眾對電離輻射後食物的安全

性心存疑慮，很多人比較排斥，所以該項技術的普及推廣也

相對緩慢。早在2002年，衛生部曾提出過允許經電離輻射的

絞碎牛肉售賣提議，不過最後由於反對聲音太大而作罷。

位於亞省加拿大牧牛業協會（Canadian Cattlemen's Association）
的技術服務部主任Mark Klassen稱，公眾看法比較以前已經改變

了不少，他們大多數已接受購買被電離輻射技術處理過的牛肉

。批評者認為，通過電離輻射技術的碎肉含有輻射的能量好比

X-光（x-rays），輻照產生的有害物質如毒性化合物的苯，甚

至減少食物的營養價值和味道等。牧牛業協會第一次在1998年推廣用電離輻射來處理絞碎

牛肉，在2013 年再次利用新的技術來處理多種牛肉，後來因感染事件導致亞省南部的XL 
Foods廠的牛肉被撤回。

在2012年，在卑詩省，魁北克，紐芬蘭省和亞省因有18個人與牛肉廠內有感染的牛肉有接觸

而感染大腸桿菌（E.coli），而要將牛肉撤回，是加拿大歷年來一宗最大的肉類回收。

加拿大輻射中心與魁北克亞曼德研究學院的研究員

Monique Lacroix說，電離輻射食物不會改變食物的味

道，也不會因為輻射量而改變食物的營養價值。聯合

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國

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和

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
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也同意這樣的說法。

目前，加拿大已批准銷售經電離輻射處理過的洋蔥，

土豆，小麥，麵粉，全麥麵粉，香料和脫水調味料。

因為美國對電離輻射過的肉放上標籤說明，加拿大衛

生部Durette對應否放上標籤尚未有評語，但其綱頁說

明經過電離輻射的肉類應該貼上標籤提示。

消費者協會（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的

Bruce Cran曾遊說利用電離輻射技術處理項目，他很高

興加拿大衛生部決定用電離輻射處理絞碎牛肉，他認為雞類與沙拉蔬菜也應該用電離輻射

處理。而且在這幾十年來，科學也利用此技術，認為不會做成傷害，反而覺得未經電離輻

射處理的食物會增加食源性疾病的危機，甚至有一場災害。

加拿大將批准售賣經電離輻射碎牛肉加拿大將批准售賣經電離輻射碎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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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諮詢機構PIRA能源集團（PIRA Energy Group）創始
人、執行董事長兼全球原油研究部主管加里-羅斯（
Gary Ross）週三對CNBC表示：“油價上漲是因為原油
市場正在恢復平衡。＂

羅斯稱：“我們看到非OPEC成員國的原油供應下降得
相當厲害，再加上供應受到了極大的干擾，因此我們
在第二季度看到原油供應過剩量在以每天100萬桶的速
度減少，供應過剩消失的時間比我們大多數人預料的
更早。＂

羅斯的評論備受原油市場觀察家重視，因其素有能準
確預測油價的聲望。今年3月份，羅斯對PIRA諮詢公司
的客戶表示，他認為“原油已接近最低點＂，當時油
價為每桶30美元左右。自那以來，原油價格已上漲至
目前接近每桶50美元的水平，使市場預期原油市場的
供需不平衡狀況已經全面結束。週四OPEC將召開會議

，在此之前，週二與週三的油價連續下跌。中國經濟
數據好壞參半，最近公佈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欠
佳，亦令油價承壓。

此外，阿聯酋石油部長週二表示，他對油價向上調整
感到高興，其言論澆滅了對於OPEC會議可能出台削減
原油生產配額的任何市場預期。尼日利亞石油部長在
週三也發表了類似的講話。儘管他不願對OPEC會議作
出揣測，但表示對比4月多哈會議，這次會議上OPEC成
員國希望凍結產量的緊迫感已大幅降低。

在OPEC會議召開之前，羅斯對沙特與尼日利亞兩國石
油部長的講話觀點表示讚同。他稱，大量原油供應湧
入市場，導致油價仍然過低。他同時還認為，週四的
OPEC維也納會議將不會出現“重大新聞＂。

羅斯表示：“我們看到油價已經大幅上漲。油價在20
多美元一桶的時候簡直太低了，現在反彈了一些，但

仍然非常低。油價漲得還不夠高，還不足以推動頁岩
油供應逐步提高。因此，如果你在油價處在50多美元
一桶的時候不投資，隨著市場恢復平衡的進程仍在繼
續，油價還會無可避免的繼續上漲。＂

預測專家稱原油價格仍然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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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稱本月初，圍繞剛果叢林外圍的一家礦場達成
了一項協議。Freeport-McMoRan Inc.同意以26.5億
美元的價格將其位於民主剛果共和國的銅鈷礦出售
給中國洛陽鉬業。當時，該協議達成的理由很明確
：Freeport需要資金償還200億美元的債務，而中國
企業則啟動了一波收購潮，此前，洛陽鉬業已經在
巴西收購了英美公司（Anglo American Plc）的铌
和磷酸鹽業務。
麥格理資本（Macquarie Capital Ltd.）的一份新
的報告揭示了該收購協議的戰略本質，中國對鈷的
興趣是其核心所在。中國推動經濟現代化，並將重
點從傳統的、汙染嚴重的行業轉向其它領域，在此
過程中，對非主要原材料的需求愈發緊迫，而中國
也正忙於在全球各地達成協議，以加固其脆弱的大
宗商品供應鏈。
Colin Hamilton等麥格理資本的分析師表示：“中
國的大宗商品模式非常清楚。從世界各地獲取原材
料，隨後擁有足夠的產能來加工這些原材料，理想
的話，還能出口較少的精煉產品。過去幾年，由於

原材料供應充足，因此該模式效果很好。但是如果
過度依賴少量的供應商的話，原材料供應也是該模
式的風險所在。＂
Tenke Fungurume銅鈷礦是鈷的主要供應商，而鈷是
可充電汽車電池的重要成分。中國正在著力發展電
動汽車，一來緩解汙染，二來升級製造業。洛陽鉬
業此前在公告中表示，與Freeport的收購協議將令
公司受益於鈷需求的日益增長，特別是來自電動車
輛的需求。
麥格理的報告還凸顯了中國全球原材料供應鏈的脆
弱性，據其新彙編的“中國原材料進口＂指數，最
大風險來自於在緬甸、南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開採
的較為稀缺的大宗商品。該指數評估了中國從每一
個國家的進口比例與這些國家的投資吸引力評分  
（發佈在Fraser Institute的2015年礦產企業調查上）
之比。基於此，由緬甸供應的錫礦是中國大宗商品
供應鏈中最為薄弱的一環，其次是南非的鉻礦。
僅從國家來看，目前為止，中國自剛果民主共和國
的鈷進口在面對衝擊時，最為脆弱。這也可能是達

成 Freeport 協議的重要理由之一。
麥格理的分析師們稱：“中國國內幾乎沒有這一大
宗商品的資源。我們認為，對該金屬的依賴是洛陽
鉬業以26.5億美元收購 Freeport McMoran 在 Tenke 
Fungurume 股權的重要原因。＂

經濟轉型催生稀有原材料需求 中國修補供應鏈

芥蘭 短紹菜

禧福牌午餐肉
海燕牌
特幼米粉 奧天瑪牌意粉 金童牌魚露

無核紅提子 哈密瓜

仙女牌
泰國糯米

夏威夷菠蘿
特級
基拿蘋果

鴨梨 台灣椰菜 白蘿蔔 西洋菜 羅馬番茄意大利瓜

羅渣士牌
幼砂糖

日冠牌夾心
迷你蛋糕

UFC牌
菲律賓
甜意粉醬

華詩妮牌
保鮮紙

雀巢牌
純淨水

美味精選
牛/羊肩肉

新鮮
嫩炒牛肉 豬元蹄連腳

新鮮
牛肉眼扒
(原袋) 五花腩

游水鯽魚

多款口味

指定口味

燒烤首選

急凍火雞小腿999
Frozen Turkey Drumsticks 5kg 
& Up Box

原箱11磅或以上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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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主席耶倫上週五發表偏向鷹派的講話，刺激
美元指數在本週一盤中刷新兩個月來的高位。分析
人士預計，在加息預期不斷升溫的條件下，美元將
持續獲得上升動力。

美聯儲主席耶倫上週五在出席哈佛大學活動時表示
，如果經濟增長如預期般回暖，就業市場繼續改善
，美聯儲“在未來幾個月內加息可能是合適的＂。
此前的兩週內，多位美聯儲高層紛紛表態，強調近
期可能加息，整體立場從此前的偏向鴿派轉為偏向
鷹派。

此外，美國商務部上週公佈的美國一季度GDP修正值
從此前的同比增長0.5%上調至增長0.8%，印證了一
季度的經濟增長放緩只是暫時現象的看法。在本月
中旬發佈的4月會議紀要中，美聯儲也表達出對經濟
複蘇的認可。

美聯儲的鷹派表態加上經濟數據良好，推動美元指
數連續四周攀升，本週一盤中一度衝高至接近96的
水平，刷新兩個月高位。

布朗兄弟哈里曼分析師表示，美元兌幾乎所有主要
貨幣已經在5月初見底，市場預期美聯儲將繼續逐步

恢復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是美元反彈的“強大推
動力＂。耶倫對加息的認可是彙市希望看到的線索
，這令已然被看多的美元繼續走升。近期出爐的一
連串美國樂觀經濟數據，以及多位聯儲官員的講話
，都支持了美聯儲近期將進一步收緊政策的觀點，
從而提振美元。預計未來任何影響美聯儲加息預期
的事件都會影響美元走勢，其中6月23日的英國“退
歐＂公投將是影響美聯儲決策的最大的外部風險。

另外，美聯儲還將於北京時間本週四淩晨發佈褐皮
書，這也將為美聯儲決策層提供重要參考。此外，
耶倫將在6月6日再次發表公開演講，分析師認為耶
倫在這次演講中的表態將最大程度暗示6月加息的可
能性。

富拓外彙分析師表示，在耶倫偏向鷹派的言論影響
下，預計本週前半周美元繼續維持上行的可能性較
大。後半周則可能會因為密集的經濟事件出現較大
的不確定性，這些數據包括各主要經濟體的PMI數據
、歐央行利率決議、澳州和加拿大的GDP數據等。最
重要的仍然是美國5月非農就業數據，投資者不僅要
關注增加的就業人數，還要關注工資是否增加，如
果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對於美聯儲6月加息將是有利

的幫助。

一直以來都看多美元的高盛近期更發表報告直呼“
就是要看多美元＂。該行分析師表示：“我們是美
元多頭，高盛美國經濟學家預計美聯儲此次緊縮週
期會加息300基點（到2019年），這將令美元獲得
15%的升幅。＂

高盛分析師還表示，未來日元走勢不會很樂觀，因
為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很可能會扔出一枚令市場
震驚的“炸彈＂（很可能會加碼寬鬆打壓日元），
預計日元兌美元到明年此時將下跌12%。

美聯儲加息預期強化 美元後市仍看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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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關於燃效測試違規問題，鈴木
公司31日再度向國土交通省報告稱，涉及對象總計
達26種車型、214萬輛汽車，但再測量結果 顯示“
燃效沒有受到影響＂。董事長鈴木修在記者會上道
歉稱：“對違反法令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十分抱歉
。＂不過他對自己的去留稱，“希望能全力防止此
類問題 再次發生＂，表示不會辭職。

國交省將驗證報告內容，並探討今後的應對措施。

以違規方法進行測試的26種車型分別是鈴木目前
生產的16種車型中的13種車和現已停產的1種車，
以及向其他公司提供的12種車型。在18日的上一

次發表中涉及對象總共達27種車型。

鈴木公司內部的再測試結果顯示，上述26種車型
的實際燃效均高於商品目錄中標出的水平。通過
詢問調查結果確認，不存在對燃效作弊的意圖。

對於算出燃效所需的“行駛阻力值＂數據，鈴木
未按照法規在室外實施行駛測試，而是在室內用
各種設備進行違規測量。

鈴木否認篡改了燃效本身。為了確認鈴木的主張
是否正當，國交省要求其最晚於31日報告能成為
根據的數據。

鈴木燃效測試違規涉及26種車型 累計達214萬輛鈴木燃效測試違規涉及26種車型 累計達214萬輛

仙女牌糯米 超Q牌米粉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廣式糯米粽 原條虱目魚 海燕牌秋葵

普蒂大督牌
醬油和醋

普蒂
大督牌白醋

帝皇牌
急凍龍崗雞

媽媽斯塔牌
烤肉醬

幸福牌
菜籽油

卡夫牌
原味芝士醬

女士精選牌
三文治醬

秋菊牌
椰子水
連肉/椰果

伊高牌青豆
(香辣/蒜香味)

美味牌
斑蘭布甸粉

海燕牌
去頭鯰魚

海洋媽媽牌
白蝦仁

海洋媽媽牌
急凍墨魚仔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海燕牌
急凍原條香蕉

瑪莉牌
特大菜肉包

幸福比內牌
菠蘿蜜香蕉
/紅豆卷 海燕牌熟粟米

新華園
綠豆榴槤糕

切段

原條

Ocean Swallow Whole Round 
Grey Mullet Fish 50/80 & 80/100 500g

海燕牌
急凍烏頭魚 249 Farm Fed

急凍嫩鴨 259
/lb

Farm Fed Duck Utility

阿拉斯加牌
淡奶
Alaska Evaporada Creamer 
370ml

只限三天
6/7 - 6/9

149

99¢

超震撼價超震撼價超震撼價超震撼價

原箱
$6.99/隻

www.luckysupermarke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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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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溫哥華台北經文處 黃副主任訪卡城
新任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主任黃儷萱於上周訪問卡
加利，這是她上任以來首次到訪。

黃副主任周一晚宴請卡城僑界代表，出席者包括有：僑務顧問
趙修琴、張燕秋、張振龍、中加文教協會鐘素芬、卡城中文學
校校長張疏影、卡城臺灣同鄉會會長應志華、副會長廖顯崇、
理事謝彩雲、何倩、賴韋任、謝宜軒、王貴美、黃尾鳳等。  

黃副主任在席間表示，此次到訪卡加利，目的是代表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及駐溫哥華經文處李志強處長，向卡城僑胞問候並了解
僑情，希望加強僑社之聯繫，俾能為僑胞提更佳的供服務。

黃副主任稍後拜訪了卡城台灣同鄉會，對他們會所的設施，舉
辦各項興趣班及活動，服務僑胞，非常讚許。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黃儷萱副主任（前排左三）與僑界代表黃副主任參觀臺灣同鄉會 黃副主任參觀臺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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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boyscasino.ca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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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市 特 價 餐 單 周 末 深 宵 美 食 餐 單

星 期 一 晚

壽司卷
生　啤
米　酒

$5
（袛限堂食）

每款

星 期 二 晚

餃子 50¢
（袛限堂食）

每件

全新
推出
全新
推出
全新
推出
每
晚
不
同

每
晚
不
同

每
晚
不
同

特
價
美
食

特
價
美
食

特
價
美
食

女士
之夜 $16.95

（袛限堂食）晚餐
鐵板燒或壽司

$100
（袛限堂食）

每件

星 期 三 晚

星 期 四 晚

壽司
之夜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紀念《六四》集會 向民主女神獻花
時間︰六月四日（周六）下午二時至三時
地點︰卡城中領館前（1011 - 6 Ave SW）

時間︰六月四日（周六）下午三時半
地點︰卡城大學 MacEwan Hall

歡迎各界市民參加

卡加利《六四》廿七周年紀念活動

卡城中國民主促進會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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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zen8grill.com
mailto: chan_joyce@shaw.ca
www.decoblindshades.com
www.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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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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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more Trail SE

N 

71 Ave SE

專營各款各類櫥櫃及櫃門
加拿大木料，獨立噴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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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每日10am - 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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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稅：梁先生  403.617.3238

餐館特價批發
Nila White Shrimp 21/25Geoland White

Jasmine Rice

海鷗新香米 妮娜白蝦

$36.99/bag $27.99/box

呂宋芒果
Mango Case 18 Size

$14.49/box

青蔥    $20.00/box

薑    $26.00/box

大包紅蘿蔔   $35.00/bag 

馬蹄片   $29.00/box

Jun 03 - Jun 09

白毛桃上海白菜夏威夷木瓜芥蘭玫瑰蘋果

大芋頭水晶梨白/青通菜美國油菜 加州大甜橙

泰國美極醬油莊家方塊酥香菊三邊竹八道碗麵

特大粽葉笑魚辣醬炸馬鮫魚

亞萊蒂急凍椰子水海威黃花魚飛鷹豆豉鯪魚

煲湯竹絲雞海威龍鱈魚安井壽桃包三去鰂魚

White PeachShanghai Bok ChoyHawaii PapayaGal LanRose Apples

Large Taro RootAsian Golden PearWhite/ Green Ong ChoyYue Choy Large California Oranges

Maggi Soy SeasoningChuang’s Square CookiesXiangju Dried Beancurd SheetPaldo Instant Bowl Noodle

Bamboo LeavesSmiling Fish Mackrels in Chili Sauce

ARD Frz Coconut JuiceSearay Yellow Croaker FishFY Fried Dace Salted Black Bean

Wing Tat ChickenSearay Greenland TurbotAnjoy Birthday BunFrozen Cleaned Tilapia Fish

$0.79/lb
$1.39/lb

$2.49/lb
$0.99/lb

$1.29/lb

$0.69/lb
$1.39/lb

$3.09/ea
$1.19/lb

$0.99/lb

$8.49/ea
$2.39/ea

$3.69/ea
$2.69/ea

$1.05/ea

$2.49/ea
$0.99/ea

$3.39/ea
$4.39/ea

$4.59/lb

$5.79/lb
$3.19/ea

$2.79/ea

楊協成菊花茶
Yeo’s Chrysanthemum Tea

$0.69/ea

$1.49/ea

$2.79/ea
$6.79/ea

黃冰糖
Rock Sugar

壽星公煉奶
Longevity Condensed Milk

中原G7咖啡
Trung Neuyen G7 Coff ee

$1.89/lb

亞萊蒂糖水菠蘿蜜
ARD Jackfruit in Syrup

$1.79/ea

VivaSea蜆肉
Vivasea Frz Clam Meat

大信傳統滑豆腐
DSI Smooth Tofu

$2.09/ea

大信水豆腐
DSI Tofu

$1.99/ea

2016年
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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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MingWeiSupermarket/
www.clcabinets.ca
www.stampedetoyo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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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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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 - 06/09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50磅

特 價
1699

ea Ginger  
生薑

.99
特 價

lb 199
特 價

lbLarge Peaches
大毛桃

Carrots
紅蘿蔔 特 價

199
ea

Corn Organic Strawberries
粟米 有機士多啤梨

.99
特 價

lb.79
特 價

ea
特 價
199

ea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Silkie Chicken
竹絲雞

449
特 價

lb

199
特 價

lbNectarines
油桃

Pork Belly Boneless
去骨豬腩肉 特 價

349
lb Back att ached chicken Legs

雞腿連背 特 價
199

lb

Frozen Snapper Fillet
急凍鯛魚柳

129
特 價

100g

Pork Side Rib Splits
豬排骨

449
特 價

lb

Whole Tilapia Frozen
急凍鯽魚 (原條)

3磅裝

.49
特 價

100g Frozen Clam Meat (340g)
急凍蜆肉 (340g)

449
特 價

ea

1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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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saveonfoods.com/weekly-specials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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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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 廣 見 聞 福 音 之 旅卡 城 華 人 基 督 教 神 召 會

牧師分享、信徒感恩見證、頌唱聖詩、資深導遊義務帶團、五十六座位豪華旅遊巴士往返、懷舊金曲卡拉OK

請於辦公時間向辦公室報名及繳費（127 - 2nd Avenue SE）電話︰403-263-6059

．Astotin Lake Theatre 亞斯東丁湖戲院 
．Visitor Centre & Gift Shop 遊客中心及禮品店
．ELK Island Golf Course 品嚐小食及雪糕
．入住 Hilton Home Suite 兩人一房
．包兩早餐，一晚餐

團費每位
$160

(6/30 - 7/1)

愛民頓愛克野牛公園
（ELK NATIONAL PARK） 兩天團

．Cameron Falls 金馬倫瀑布

．Red Rock Canyon 紅石峽谷

．自助中式午餐

．唐人街酒樓晚餐

一天團

團費每位
$75

(8/1)

亞省水都湖公園
(WATERTON LAK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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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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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旅遊業前景樂觀
由於經濟衰退，預期卡城在2016年的旅遊業會維持穩定；相信

有很多人會留在市內渡過假期。據加國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發

布2014年的數字顯示，前來亞省的旅客數目有上升，卡城旅遊業總裁

兼首席執行官安以軒（Cindy Ady）認為卡城經過今次的經濟衰退，依

舊保持實力。就2015內計算，有多過805萬旅客前來卡城，相對比較

在2014年的803萬旅客，增加了0.25%。安以軒稱通常會見有25%的訪

客因工作關係到訪卡城，平穩增幅正反映卡城商務旅行面臨侵蝕。她

補充人數從25%有大幅下降，各人現正爭取彌補這差異數字，亞省有

44%的居民聲稱他們會計劃減少放假，而另外22%打算今年內不放假

，安以軒說，希望加強提倡卡城居民逗留在市內，鼓勵他們多參與市

內活動。跟據最近在加國統計局2014年省旅遊資料數字顯示，大約有

90萬海外遊客前來亞省旅遊，相對2013年增加了17%，同期亞省消費

增加了$10億以上。亞省文化和旅遊部長米蘭達（Ricardo Miranda）預

料2015年的旅遊業數字依然強勁，他解釋從各方面都支持著這個觀點

，據卡城旅遊業估計，總共有25%的旅客是從美國，其他國家和省份

來卡城旅遊，而班芙（Ban�）鎮的酒店差不多住滿遊客，而班芙國

家公園在2015年的遊客量提高了10%，卡城旅遊業希望吸引更多班芙

旅客來訪卡城，就2015年內計算，卡城酒店的入住率下降了5.6%，米

蘭達補充卡城的旅遊業有很多發展空間，希望能與班芙鎮一同擴充旅

遊業務，提供多元化的旅遊組合，旅客可以到班芙鎮一日遊，回程可

逗留卡城兼到市內購物刺激市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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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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
國
際
新
聞

軍服巡遊德納粹再抬頭

德國近月右翼主義抬頭，當地一
個城市於周日舉行的一場節日慶祝活
動，更赫然出現令人瞠目的一幕。一
群穿上納粹軍服的人士手持納粹物
品，駕着仿納粹車輛，公然參加巡
遊，警方懷疑有人違反了禁止於國境
內展示納粹標誌的法例，周一表示已
介入調查事件。 

手抱難民嬰屍照見者心酸

歐洲難民潮下持續有難民葬身怒
海，德國人道救援組織Sea-Watch日前
發放一張照片，可見救援人員抱着一名
已淹死的難民嬰兒，場面令人心酸。照
片攝於上周五，當日一艘來自利比亞的
難民船翻沉，造成四十五人死亡，其中
一名遇難者就是該名嬰兒。

伊軍擊退IS重奪費盧杰在望

由伊拉克政府軍與民兵組成的聯
軍，於費盧杰與回教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IS）展開激戰。政府軍表
示，經過昨晨四小時的戰鬥後，已擊
退IS武裝分子的反攻，並已佔領費盧
杰逾八成地方。

希拉妮四聲道搶奪亞裔票

美國總統提名戰接近尾聲，將在
本月七日舉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投票
日。擁有最多代表人票的加州，更將
決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一席誰屬。暫
領先的參選人希拉妮，日前推出中
文、韓文和越文版的競選廣告，爭取
加州亞裔選民支持。

北韓黨副主席突然訪華

南韓軍方稱，北韓昨晨在朝鮮半島
東岸再次試射中程的舞水端導彈，但失
敗告終，是北韓第四次試射舞水端導彈
失敗。同日，北韓勞動黨副主席李洙墉
突然訪問中國，將與中國政要會談，相
信有意改善陷入冷淡的中朝關係。

7.2級地震全台震動

台灣東北部對開海域昨中午發生黎
克特制七點二級地震，釋放能量相當
於三十一點七個廣島原子彈，全台均
有震感，台北捷運一度停駛。幸震央
深度達二百多公里，且距離台灣本島
較遠，未造成人命傷亡或嚴重破壞。
不過專家指出，是次屬內部型地震，
能量還沒釋放完，中央氣象局又預料
東部地震帶今年會有持續地震發生，
提醒民眾提高防震警覺。

拒美瘦肉精豬進口藍營佔領台立院

台灣的新任行政院長林全昨到立法
院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惟國民黨立法
院黨團不滿新政府擬開放瘦肉精美國
豬隻等進口，以佔領主席台方式杯葛
議事直至散會。另數百名豬農及民眾
亦聚集在立院外抗議，更企圖強闖立
法院與警衝突。

土耳其搗兩岸騙案拘52台犯

台灣又有詐騙犯在外地落網，據土
耳其傳媒報道，當地警方前日拘捕八十
一名兩岸詐騙疑犯，涉嫌偽造銀行提款
卡行騙，亦有指涉及電話詐騙。台外交
部於昨日證實共五十二名台灣人在土耳
其被捕，將會爭取遣送回台。

印尼軍艦掃射華漁船拘8人

中國和印尼就南海爭議再生摩擦，
印尼海軍艦船上周五在位於南海南端
的納土納群島附近海域，攔截一艘中
國漁船，並逮捕八名船員，期間曾向
漁船開火掃射，更阻止中國海警船介
入。中國外交部已向印尼方面提出嚴
正交涉。

中國邀東盟南海演習菲越冷淡

南海局勢緊張之際，美國國務卿克
里將於下周日訪華，出席第八輪中美
戰略與經濟對話，預料雙方將在南海
問題上激烈交鋒。另有消息指中國再
次邀請東盟成員國在南海舉行聯合演
習，獲大多數國家響應，惟菲律賓和
越南反應冷淡。

日四黨提動議不信任安倍

由於日本經濟持續委靡，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計劃最快今日宣布再度推
遲調高消費稅。民進、社民等四個在
野黨，昨日以「安倍經濟學」失敗為
由，一同向眾議院提交對安倍內閣的
不信任決議案，但眾議院同日隨即否
決動議。

哥倫比亞商場爆發反華騷亂

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
市中心商場，當地時間上周四爆發反華
騷亂，約五十名哥倫比亞商販闖入華人
商店破壞及推打店員。自哥倫比亞政府
去年放寬華商及中國遊客的簽證後，大
量華商進入當地，當地商販指他們搶佔
生意及威脅生存。當地執法部門近日亦
以涉嫌走私漏稅及非法居留，拘留十四
名華人及查抄店舖。中國駐哥倫比亞大
使館已向哥方表示強烈不滿。

伊軍逼近費盧杰 準備巷戰

伊拉克政府軍及民兵於上周進
攻費盧杰，欲從極端回教組織「伊
斯蘭國」（IS）手中奪回該戰略要
地。經過連日交戰，至周日已掌控
市郊鄉村地區。雖然早前有消息
指，城中有數以萬計的平民被IS挾
持，政府軍仍決定於周一早上開
始，兵分三路入城與IS打巷戰。

日記者在敍失蹤 求救照流出

日本自由身記者安田純平在敍
利亞失蹤近一年，一直音信全無，
昨日網上突然流出其最新照片。從
照片可見，身穿橙衣、蓬頭垢面的
安田手持一張寫有「救我，這是我
最後機會。安田純平」的日語告示
牌。日本政府表示會盡一切努力去
幫助安田。

華部署殲20衞南海

中美日在東海及南海角力進一步
升級。針對美國在日本部署F22隱形
戰機，及為日本生產的F35隱形戰機
將於年內交付，解放軍疑已裝備中
國自行研發的殲20隱形戰機抗衡，
內地官媒日前罕有披露南部戰區空
軍近日出動殲20戰機，與殲10戰機
聯合訓練，暗示該戰區已部署殲20
。分析指，此舉明顯劍指南海。

中日財長協商今秋會晤

中日關係緊張之際，傳中方有意
拋開政治，與日本深化經濟合作，
日本傳媒披露，中日兩國財長最快
今年秋季在東京展開對話，雙方已
經展開協調，中方態度積極。

克里投資西藏 觸怒達賴藏獨

美國官方長期指摘中國政府侵
犯西藏人權，惟美國國務卿克里夫
婦卻被踢爆投資中國西藏水資源開
發項目，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
嘛方面和藏獨組織對此表達強烈不
滿，指該項目「危害西藏環境」，
呼籲克里停止投資。

撤控太陽花台行政院長捱告

台灣的行政院長林全於上任後不
久，決定撤回對太陽花學運中佔領
行政院一百二十六名被告的訴訟，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昨上午赴特偵組
告發林全「瀆職」。國民黨主席洪
秀柱表態支持提告。

偷渡歐洲 一周七百難民葬汪洋

隨着天氣回暖，大批難民又再冒
險出航，登上超載蛇船從利比亞北岸
出發前往意大利，海難接連不斷。估
計過去一周，以意國為首的救援船隊
從海上救起超過一萬名難民，聯合國
指，超過七百名難民恐在意國南部地
中海水域喪生。一艘人蛇船日前沉
沒，五百多人葬身海底，生還者更憶
述可怖情境，指斷裂的繩索彈出時切
斷一名女難民的頭顱。

謀恐襲希思路 越裔漢囚40年

英國籍越南裔回教男子范明廣
（Minh Quang Pham，音譯），年前到
也門接受阿蓋德訓練後，攜帶背包炸
彈回英，密謀在希思路機場發動自殺
式襲擊。他前日在美國紐約被判囚四
十年。范明廣在也門返國途中被捕，
去年被引渡至美國受審。

沖繩獨立 呼聲高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美國總統奧
巴馬上周歷史性現身廣島和平公園，
為原爆死難者獻上花圈。奧巴馬表示
此行是要在卸任前譜寫一個圓滿故
事，體現曾經的敵人亦可成為最緊密
的盟友。然而在他到訪前，日本最
南端的沖繩卻因為美軍基地人員姦
殺平民女子，引發了群情激憤的反美
示威。沖繩人認為他們成了美日盟友
關係的犧牲品，在極度失望和不滿之
下，獨立運動呼聲日漸高漲。

鳳凰峽爆山洪 激流捲殺八人

廣東江門台山連日暴雨下，當地鳳
凰峽景區未有理會暴雨預警信號，前
日安排十多名旅客照樣參加漂流（激
流）項目，但期間遇上山洪暴發，多
人被洪水沖走失蹤，當局搜索至昨日
終確認共有八人死亡，十人受傷。有
獲救者表示，事前曾詢問景區職員「
能不能漂」，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出
發。景區負責人已被當局帶走調查。

華成美商廈最大買家

中國投資者近年興起進軍美國房
地產市場，除豪宅等住房地產外，
更蔓延到商業房地產。據美國傳媒
報道，中國投資者已成為美國商業
房地產最大的海外買家，單在今年
頭五個月已投資九十三億美元，是
加拿大投資者的一倍。有分析指，
因中國經濟正加速下滑，令他們藉
海外投資使財富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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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專家緊急聯署 籲巴西奧運延期

巴西里約熱內盧將於八月舉行奧
運會，全球各地一百五十名醫生、
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上周五向世界衞
生組織（WHO）發公開信，稱寨卡病
毒危機嚴重，考慮到對公共衞生的
影響，呼籲奧運應延期或移師其他
地點舉行。不過世衞則稱此建議意
義不大沒有必要。

批華自築孤立長城

中美就南海局勢連番角力，美國
國防部長卡特近日就此多次表態。
在亞洲安全會議召開前夕，卡特前
日批評中國在南海活動持續挑釁鄰
國，正築起「自我孤立的萬里長
城」。卡特警告指，為了南海的航
行自由，美國不會置之不理。

菲截疑撈珊瑚華漁船 扣查10人

中國漁船近年屢在海外非法捕
漁。一艘中國漁船進入菲律賓海域
非法捕漁，被當地的海岸警衞隊追
截，期間漁船曾撞向菲方船隻，終
被當局截獲，船上十名中國漁民被
扣查。據指，該漁船疑涉捕撈瀕臨
絕種的黑珊瑚，當局正在調查。

美華女生被白人狂毆

美國亞利桑那州坦佩市本月二十
日發生一宗仇恨華人的犯罪事件。在
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留學的中國女生
石曉琳（Xiaolin Shi，音譯），當日
與男友人乘坐輕軌列車時，因以普通
話交談，遭廿二歲白人女子拉特萊奇
（Kalie Rutledge）謾罵和毆打，臉部
嚴重受創。拉特萊奇已被捕。

沖繩美軍宵禁 圖息民憤

日本沖繩的美軍基地人員加森涉
嫌姦殺女子島袋里奈一案，引起當
地強烈反美浪潮。駐沖繩美軍司令
昨日宣布，已下令駐當地美軍實施
宵禁，又禁止他們於基地外飲酒，
為期一個月，以示尊重死者。今次
是駐日美軍三年半以來再實施宵
禁，但有日本人質疑短期措施不能
真正解決問題。

特朗普造勢會 撐反人士火併

美國共和黨篤定總統候選人特朗
普，上周五在加州聖迭戈舉行競選
集會時，再引發暴力場面。數千名
支持及反對他的群眾，在會場外爆
發衝突，至少十二人被捕。

倡無核 奧巴馬自打嘴巴

在日本三重縣舉行的七大工業國
集團（G7）峰會昨日閉幕，美國總統
奧巴馬同日下午轉抵在二戰中遭到原
爆的廣島市，成為首位在任期間訪問
當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陪同下出席在廣島和平公園
舉行的悼念原爆死者儀式，並發表簡
短講話，呼籲推動無核武世界，避免
悲劇重演。然而有分析指，日、韓其
實更願意美國繼續撐開核保護傘，制
衡中國和北韓。

王毅：南京大屠殺更值紀念

曾遭日本侵略的中國及北韓，昨
日均發聲明指摘日本企圖掩飾戰爭
罪行及侵略歷史，中國更稱廣島原
爆是日本「咎由自取」。北韓官方
朝中社表示，奧巴馬到訪廣島，無
法扭轉他是核武擴散者的本質。中
國官媒也批評，日本喬裝成戰爭受
害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廣
島原爆雖值得紀念，但與南京大屠
殺相比，後者更具紀念價值。

G7宣言關注南海 北京表不滿

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美
國、加拿大及意大利七國領袖昨在
G7峰會發表宣言，關注東海和南海
局勢，呼籲和平解決爭端。中國外
交部則對G7宣言表達強烈不滿。

核潛將巡太平洋 華稱「別無他選」

中美軍事對弈愈趨緊張。英國
傳媒報道，中國將首次派遣核戰略
潛艇進入太平洋，皆因美國新型武
器系統威脅中國現有的震懾力，報
道指中方稱這是「別無他選」的做
法。有指中國展開核戰略潛艇巡
航，使中美在南海的戰略對峙更緊
張；貓捉老鼠式的潛艇巡航或將提
高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大韓航空 起飛前燒引擎

南韓大韓航空公司（Ko r e a n 
Air）一架客機，昨日準備從日本
東京羽田機場起飛時，左邊引擎突
然起火，機上三百一十九人要緊急
疏散，大批消防員趕往現場將火撲
熄，事件有十九人受輕傷，三十人
感到不適。受事故影響，羽田機場
一度暫停升降，但其後已恢復運
作。當地電視台表示，最少二百班
航機被迫取消，約五萬人受影響。

的哥圍剿「滴滴」二千人橋上血戰

內地近年盛行電召專車軟件，
正規的士生意受損，雙方司機衝突
頻生。重慶紅旗河溝一批的士司機
與「滴滴專車」司機前日凌晨爆發
衝突，據報雙方逾二千人在場，共
數十人受傷，有的士司機聲稱同業
被對方司機用刀捅傷。警方到場驅
散在場人士，有警員向司機拳打腳
踢，場面混亂。警方事後封鎖消
息，更指當日「無發生過任何衝
突」。

安倍挑撥G7 孤立中國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周四
在日本三重縣伊勢志摩揭幕，無份
參與會議的中國卻成為會議主角。
歐美在峰會中指控中國傾銷鋼材打
擊別國生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
成功爭取各國支持，將在峰會閉幕
宣言中，不點名批評中國單方面改
變南海現狀。中國反擊指G7對別國
事務指手畫腳，官媒亦指控日本企
圖利用東道主身份孤立中國。

沖繩決議要求美軍即撤走

沖繩縣議會昨日召開臨時會議，
罕有地以大比數通過一份抗議美軍
基地工作人員姦殺棄屍案的決議及
意見書，要求美軍立即撤走、放棄
普天間機場搬遷計劃，及徹底修改
規定駐日美軍法律地位的《美日地
位協定》，並對遇害少女家屬道歉
及賠償。決議將送交美國政府及美
軍，意見書則會送交日本政府。

凍土牆難成形 福島灌漿補鑊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早前建立凍
土牆防核污水洩漏。當地媒體指東
京電力公司測試發現，經過個多月
的降溫工程後，約一成凍土牆溫度
未夠低，令用以圍堵一至四號機組
核污水的凍土牆未成形。

特朗普夠票競選總統

美聯社昨日指出，經自行統計，
美國共和黨總統篤定候選人特朗普
獲得的代表人票數量，已超過提名
門檻，意味他贏得該黨的總統提名
資格。只要在七月舉行的共和黨全
國代表大會上獲得確認提名資格，
特朗普便可正式成為共和黨的總統
候選人，出戰十一月的總統大選。

華衞星「吉林一號」拍美軍港航母

美日拉攏多國介入引發南海局
勢緊張之際，中國高調公布由民用
衞星「吉林一號」拍攝的最新一輯
衞星圖像，包括對美國、日本、越
南、澳洲、印度等北美中東亞歐多
個國家所拍畫面，更首次曝光美國
多個機場及軍事設施高清圖像，其
中美軍軍港內航母等各類艦船清晰
可見。有分析指，圖像顯示中國衞
星已具備軍事偵察能力，震懾美日
意味濃厚。

王毅：外部勢力無權干涉南海

南海局勢受各界關注，中國近期
連連表態。外交部長王毅前日於上
合組織會議後，重申南海問題不應
國際化，外部勢力無權干涉；副部
長劉振民日前批評美國背後攪局。
國防部長常萬全則與泰國、緬甸防
長「深入交流」南海問題。

華為兩地入稟控三星侵專利

內地手機廠商華為昨宣布已入
稟深圳中院及美國加州北區法院，
對韓國三星提出專利侵權訴訟，控
訴三星在未經授權下侵犯其「4G蜂
窩」通訊技術、手機操作系統及用
戶接口軟體等專利。三星表明將徹
底評估及辯護，以捍衞公司商業利
益。

日反美怒火迎奧巴馬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晚抵達日本，
準備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
會。迎接奧巴馬的除了日本官員，
還有廣島原爆幸存者要求廢除核武
的呼聲，以及沖繩民眾對美軍罪行
的怒火。四千四百名民眾昨日在沖
繩的美軍基地外示威，抗議前美軍
加森姦殺一名沖繩女子。因當地反
美情緒高漲，奧巴馬提早於抵埗當
晚與日揆安倍晉三見面。奧巴馬為
姦殺案表示極度遺憾，並向死者致
哀，以平息沖繩的民憤。

日艦掛旭日旗入韓犯眾怒

日本、南韓、美國等六國周三
起，在南韓鎮海與濟州島一帶舉行
西太平洋潛艇事故救援演習。參與
演習的日本戰艦，周二掛着旭日旗
駛入鎮海海軍基地，引起民眾反
感，但南韓海軍認為此舉沒有問
題。

5月29日 (星期日) 5月28日 (星期六) 5月27日 (星期五) 5月26日 (星期四)

www.tntsupermar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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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三華裔社團 捐款助林火災民
五月份發生在亞省北部油砂重鎮Fort McMurray （麥梅里堡）之山林大火，摧毀了大部份民居的
房屋，損失是歷年來最慘重的。隨後加拿大全國各地人民以各種的方式進行賑災籌款活動，伸以援
手給予災民支持及幫助，希望盡點愛心協助災民能早日重建家園。
其中，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卡城福建同鄉會，卡城客屬崇正會聯合發起了籌款賑災活動。三家會
所籌得的善款如下：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 $5,380；卡城福建同鄕會 - $5,450；卡城客屬崇正會 - $5,300
三家會所合共籌得之善款總數為$16,130，全數送交到加拿大紅十字會卡城辦公室，所有捐款者將
會由紅十字會直接寄發捐款收據。各社團代表皆衷心感謝各位善長仁翁之慷慨解囊，樂善好施之愛
心，為是次聯合籌款獲得理想成果。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社團消息••社團消息•卡城消防局為長者及傷殘人士
提供家居煙霧警報器免費檢測服務
自1996年起，卡城消防隊員已經常探訪社區內長者及傷殘人士的住所，為他們提供家居防火安全訊息，並會檢查煙霧警報器(Smoke Alarm)是否運作正常，

更換電池並在有需要時更換或安裝新的煙霧警報器。

卡城消防局指出最佳的防火預警系統應包括、煙霧警報器是否安裝正確，有否定期作出測試和維修，一個安全而有效的煙霧警報器能夠在火災發生時避免人

命傷亡和減少財物損失。

　卡城消防局建議住戶應：

•每月測試屋內所有煙霧警報器一次，祇須按煙霧警報器的測試(Test)按鈕，看是否能發出警號聲。

•在關上室內門時是否能聽到警號聲，否則就要在室內安裝另外一個警報器。

•每層樓都要有最少一個煙霧警報器，要安裝在天花板上。

•每年至少 一次，更換煙霧警報器的電池，不要使用充電(Rechargeable)電池。

•每10年要更換一次煙霧警報器。

長者或傷殘人士如需要卡城消防局協助檢測煙霧警報器，可致電市府服務熱線311要求消防隊員幫助。該項服務名稱為「長者及傷殘人士煙霧警報器諮詢及

支援服務」(Smoke Alarm Inquiry and Assistance for Elderly and Disabled)，祇須登記姓名地址電話，所屬社區的消防局就會與求助者聯絡，安排消防

隊員到戶服務。

耆英會會員如因語言不通，可委託本會外展部代為預約。查詢及約見本會外展部員工請電403-269-6122。

在卡加利地區查找醫生：常見問題
CALGARY AND AREA FIND A DOCTO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什麼是基層醫療？ (What is Primary Care?)
基層醫療是您根據日常健康需求所接受的醫療。這通常由家庭醫生和醫療團隊提供

，其中包括護士、營養師、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和藥劑師。基層醫療包括對各種健康

問題的預防、診斷、治療和跟進。同時還包括專科醫生轉診和診斷服務，比如實驗

室測試或者X 光。

什麼是基層醫療網絡(PCN)？ (What is a Primary Care Network (PCN)?)
基層醫療網絡 (PCNs) 是指家庭醫生團隊與其他醫護專業人士共同合作，制定醫護項

目和服務，以滿足您的日常健康需求。這些包括醫療團隊、非辦公時間醫護服務、

診所以及醫療知識培訓。在卡加利地區有 7 個 PCNs，為超過 1 百萬病人提供醫護服

務，而在全省有 42 個PCNs。

為什麼擁有家庭醫生至關重要？ (Why is it important to have a family doctor?)
家庭醫生可提供持續性的保健服務。當您和一個家庭醫生建立關係的時候，這意味

著他或她了解您的健康狀況和問題。研究表明，擁有家庭醫生並且定期看家庭醫生

的病人隨著年齡增長變得更加健康，壽命也更長。除此之外，他們得到更多的慢性

疾病保健服務，而去急診室和住院的次數也更少了。

我該如何使用這個網站？ (How can I use this website?)
訪問 calgaryareadocs.com 並從以下兩個選項中選擇其一：

1.幫我找醫生 (Help Me Find a Doctor)：點擊頁面左側的綠色按鈕，要求卡加利地區

PCN為您找家庭醫生。要完成此過程需要填寫一份網上表格。

2.查找醫生 (Find a Doctor)：點擊頁面右側的“查找醫生”按鈕以查看地圖，該地圖將

顯示在你首選地區接收病人的醫生。通過使用這個服務，您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診所，然後致電預約。

我的家庭醫生屬於 PC 嗎？ (Does my family doctor belong to a PCN?)
網站上列出的家庭醫生屬於卡加利地區7個PCNs中的一個。阿爾伯塔省超過80%的

家庭醫生都屬於PCN。

這對我意味著什麼？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me?)
如果您的家庭醫生是PCN成員，這就意味著您可以享受更多的醫護項目和服務。這

些包括醫療團隊、非辦公時間醫護服務、產檢或慢性疼痛診所及各種醫療知識培訓

和方案，包括體重控制和戒菸。您從醫療團隊處接受的保健是您從家庭醫生處接受

到的保健的延伸，這是將醫生診所變成您健康和醫療之家的一部分。每個PCN都設

計方案和服務以滿足其服務的地理區域獨一無二的健康需求。因此，每個PCN都有

其按需要而自定的方案。

哪些 PCNs 服務於卡加利地區？ (Which PCNs operate in the Calgary area?)
卡加利地區的7個PCNs和它們分別服務的地理區域如下：

•卡加利 的東北地區：Mosaic PCN – www.mosaicpcn.ca
•卡加利 北部和Cochrane：Calgary Foothills PCN – www.cfpcn.ca
•卡加利 中部：Calgary West Central PCN – www.cwcpcn.com
•卡加利 南部：South Calgary PCN – www.scpcn.ca

•Airdrie、Carstairs、Cross�eld、Didsbury
及周邊地區：Highland PCN – www.yourhpcn.com
•Bow Valley (Banff, Canmore, Dead Man’s Flats, Exshaw, Harvie Heights, Kananaskis, Lac 
des Arcs, Lake Louise, Morley and Seebe)：Bow Valley PCN – www.bowvalleypcn.ca
•城郊地區(Black Diamond, Bragg Creek, Chestermere, Claresholm, Eden Valley, High 
River, Nanton, Okotoks, Siksika First Nation, Strathmore and Vulcan)：Calgary Rural 
PCN - www.crpcn.ca
如果要在阿爾伯塔其他地區查找醫生，請訪問阿爾伯塔省“查找醫生”網站，網址是

www.pcnpmo.ca/alberta-pcns/pages/map.aspx 

誰可以使用“查找醫生”服務？ (Who can use the Find a Doctor Service?)
如果您居住在 卡加利 地區且沒有家庭醫生，那麼您就可以使用這項服務。如果您的

家庭醫生退休或他/她將關閉其診所，那麼您也可以使用這項服務。

我迫切需要一位醫生。我該怎麼辦？ (I need a doctor urgently. What should I do?)
•如發生緊急情況，請撥打911
•如果您需要緊急/非緊急保健，請訪問您所在地區的緊急保健中心 (urgent care centre)
•如果您需要非辦公時間醫護服務或對症狀有疑問，請撥打健康熱線(Health Link) 811。
•如果您需要24小時免費諮詢，請致電求助中心(Distress Centre)，電話號碼是403-266-4357。

該網站多久更新一次？ (How often is this website updated?)
本網站定期更新。然而，基層醫療網絡不能保證在您查詢醫生接收新病人的信息時

，該信息是最新的。了解醫生是否接收新病人的最好方式是與診所聯繫。

如果我使用‘幫我找醫生’服務，我登記後將會怎樣？

(If I use the ‘Help Find Me a Doctor’ service, what happens after I register?)
當您提交資料後，服務於您居住地區的PCN或“想要查找醫生”服務將會與您聯繫，

並將接收新病人的醫生信息告訴您。請求會按接收順序處理。每個 PCN 的平均等待

時間公佈在您登記的網站上。

我希望通過性別和語言來選擇我的醫生。這可能嗎？

(I would like to choose my doctor by gender or language spoken. Is that possible?)
能。如果使用“查找醫生”服務，點擊主頁上方的藍色“搜索” (Search) 選項卡，然後從

下拉菜單中選擇性別和語言。如果您使用“幫我找醫生”服務，在填寫網上申請表時

，請點擊適當的按鈕。請注意：接收新病人的醫師人數時常變動而且人數有限，因

此不能保證可以按性別或語言為您找到合適的醫生。

你能幫我填寫‘幫我找醫生’表格嗎？

(Can you help me fill out the ‘Help Me Find a Doctor’ form?)
如果您需要幫助登記該服務，請撥打健康熱線 811。

如需 24 小時護理諮詢服務和一般健康信息，請撥打健康熱線 811。

資料：卡加利 地區基層醫療網絡的查找醫生網站 www.calgaryareadocs.com

www.calgaryareado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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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消息••社團消息•

趙莉舞蹈學校本年度師生大匯

演，於五月廿九日在西北區

Rock Pointe Church 舉行，演

出精彩，約七百人到場參觀，

場面熱鬧！

趙莉舞蹈學校2016年師生大匯演趙莉舞蹈學校2016年師生大匯演

www.cce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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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佳電影
《十年》

將在卡城首映
榮獲2016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將於六月十

七日在卡加利首映。

這部電影由五個故事構成，反映香港十年後社會可能發生的

現象，在香港公映以來，場場爆滿，亦引起極大迴響。主辦

單位香港之友為讓卡城觀眾可以欣賞這部電影，特安排在6

月17日晚上6時45分，於卡城市中心 617 - 8 Ave, S.W. 

Globe Cinema 作首映，隨後會在該戲院放影一週。

這是卡加利繼多倫多後，第二個加拿大城市放映這部電影，

更是北美洲首次在戲院公開放映。主辦者表示，已邀請得前

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先生及香港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黃台仰先生，於首映後進行視像座談會，歡迎觀眾

參加討論。《十年》電影票價每位10元，購票可在龍成及豐

山高登眼鏡或到 Globe Cinema 購買。

www.lstimes.ca


15

Oriental Weekly   June 0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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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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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toncollege.ca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mountainview
https://www.arbormemorial.ca/en/eden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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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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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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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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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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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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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www.facebook.com/BlueOceanVietnameseRestaurant/
www.sunridgeniss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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