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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設計

#P600022

2016 TOYOTA COROLLA
LOADED, DEMO

WAS
$
24,046*

$

NOW
19,888*

#P562355

2015 TOYOTA CAMRY SE
HYBRID

WAS
$
32,336*

$

NOW
28,888*

#P600189

2016 TOYOTA YARIS SEDAN
ALL NEW STYLE

WAS
$
19,865*

$

NOW
17,888*

#P502216

2015 TOYOTA RAV4 LTD
TECH PACKAGE

WAS
$
38,005*

NOW
32,888*

$

#P600160

2016 TOYOTA TACOMA
ACCESS CAB, AUTO

NOW
28,888*

WAS
$
30,909*

#P500303

2015 TOYOTA TUNDRA TRD

$

DEMO, D-CAB, 4WD

WAS
$
50,117*

NOW
45,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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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 FEES &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 OFFERS HAVE CONDITIONS & CANNOT BE COMBINED.
ADVERTISED VEHICLES DO NOT QUALIFY FOR ADDITIONAL TOYOTA REBATES,
THEY ARE ALREADY APPLIED. SEE DEALER FOR DETAILS.

亞省的「半杯水」經濟前景
根據Metro News的調查，47%受訪者認為亞省經濟

以上的意見在卡加利及愛民頓兩個城市的結果是

樣形式進行，

還未到谷底，未來或會進一步惡化。其餘38%受訪者

一致的。在上次選舉投票給予NDP的民眾偏向認為低

亦不使用統計

表示現在回復中，15%則表示對現況未確定。

油價會持續，37%支持自由黨的人認為油價不會回到

學常用的「誤

之前的水平，18%支持野玫瑰黨的人有此傾向，所持

差範圍」。嚴

相同意見的22%則是支持改革保守黨的人。

格來說，是次

負責是次調查的Think HQ主席Marc Henry形容受訪
者依然認為現時的情況只有「半杯水」，顯示了省民
仍然對經濟前景感到悲觀。

Marc Henry表示這可能反映被訪者的世界觀，省民

調查亦包括了省民對未來油價會否逐漸回升抑或會

開始傾向討論和留意可再生能源以及碳的政策。
總括來說，Henry稱大眾情緒通常是最後才會改變

會重返以前的高水平，以及展望經濟重返昔日的繁榮。

的事，情況猶如經濟環境先要有改善，人民才會感覺

雖然無人會希望現況持續，但大部份人認為這是
變成一個低油價的新局面。

Centre Street N

10 Ave

口袋的錢多了鬆動了。他補充，要待油價升上去，才
會看到企業招聘僱員，但需要一段時間。

附錄:

投票

給保守派的人
偏向認為情況會惡化, 統計結果為55% , 但只有42%投
票給NDP的支持者有同感。愛民頓市和亞省中部的人

是次網上調查用了典型、代表性的，但不是隨機抽

最不樂觀，亞省北部人民最為樂觀。

藥房

16 Ave NE

11 Ave

度可能範圍為
正負2.7％。

持續處於低水平的看法：結果顯示57%回答者認為油價

一個正常的價格循環；28%則認為由此看來世界將會

調查的誤差幅

N



旅遊診所及健康顧問
＊歡迎預約＊ 免費泊車

Tel :

403-455-8648

web : www.101pharmacy.ca

＊七日營業＊ 10am - 8pm

Fax :

403-455-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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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info@101pharmac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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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日延加稅日圓急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現實屈服，把消費稅率提高至10%
的日期，由原本明年四月押後兩年半，至二○一九年
十月才實施，並稱會透過改革及財政政策提振增長，
意味有助減輕央行稍後再放水的壓力。消息令日圓兌
每美元抽升上最高109.05，漲1.52%。
日本一四年四月調高消費稅率至8%，旋即拖累經濟陷
入衰退，迫使當局把加稅至10%日期，由原來一五年十
月，推遲至一七年四月。安倍之前揚言，除非出現「
雷曼式」危機或大地震，否則不會再延遲加稅，如今
卻再押後至一九年。據《日經新聞》本周一的調查顯
示，近三分之二受訪者反對如期加稅。
安倍昨日於記者會上解釋，全球經濟面臨巨大風險，
日本有重新陷入通縮之虞，擬於今年秋季推出大規模
刺激計劃，但未有提出具體措施。
荷銀駐新加坡高級外匯策略員Roy Teo表示，安倍的言
論令市場揣測日央行會暫緩放水行動，對日圓產生正
面作用。據外電本周的調查顯示，12位受訪經濟師中

，8人料日本今個月或七月加碼放水，其餘4人則預期
按兵不動。不過，受日圓上升拖累，日經指數收市挫
1.62%，報16,955點。Uniqlo母公司迅銷股價一度挫
3.4%，便利店7-11母公司Seven & I及Aeon分別曾跌最多
1.4%及1.6%。事實上，市場普遍認為日本消費者將繼續
勒住荷包，轉投購買非必需品仍遙不可及。
第一生命研究所經濟師熊野英生認為，押後提高消費
稅至少短期內可紓緩日本消費者及消費品供應商的壓
力，不過，日本經濟前景依然嚴峻，人口下跌及工資
沒有增長，難以找到刺激消費的因素。
安倍顧問本田悅朗向《華爾街日報》表示，日央行本
月應加碼量寬，由現時每年80萬億擴大至100萬億日圓
，顯示出加強版本的安倍經濟學，並相信其刺激作用
大過押後消費稅。此外，他反對央行進一步調低負利
率。另一方面，日本押後提高消費稅可能危及當地解
決龐大債務的能力。評級機構惠譽亞太主權評級主管
Andrew Colquhoun認為，押後消費稅對整合財政的政治

承諾信譽造成損害，但會等到政府公布更多財政計劃
的資料，才對日本的評級作出結論。惠譽一五年四月
把日本信貸評級降至A，與馬耳他及愛爾蘭看齊。另一
評級機構標普則認為對評級影響不大。

傑克盧談人幣：干預門檻勿太低
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在今明兩天於北京展
開。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將是戰略對話中的經濟
議題。已抵達北京的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昨天表示
，美中兩國多年來有關匯率的討論已取得進展，但
他稱，去年8月人行有關人民幣問題的溝通「並不清
晰」。
傑克盧指，如果人民幣匯率僅單邊貶值，那將是「
有問題的」。他認為，目前匯市「不是無序」；同
時建議中國不要將干預匯率的門檻設得太低。此外
，他又指中國化解過剩產能的能力，對於中國和全
球經濟以及美中關係至關重要。中國過剩產能對全
球市場和鋼鐵行業產生巨大影響，因為產能過剩會
損害經濟體的效率。
近期美國針對中國鋼鐵的貿易戰全面升級，在磋商
開幕之前，新華社昨發布年度對話磋商看點前瞻。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稱，此輪經濟對話中，G20財經

購物滿$20或以上
可免費獲贈
沙維亞牌蘆薈飲品(500ml)

免費

大甜橙

油菜心

議程、全球經濟形勢與風險將是兩大「戰略議題」
。對於中美貿易摩擦，朱光耀稱，此次中美對話將
不迴避任何問題。
不過，對於傑克盧此前敦促人民幣匯率機制向市場
化轉型；並促請中國減產以應對全球工業產能過剩
等敏感問題，新華社的前瞻並未提及。
此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由於
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香港的人民幣相關業務亦受
到負面影響。市場分析認為，人民幣短期受壓，主
要受外圍美國加息預期所影響。但從長遠看人民幣
有升值空間，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貶值。
過去一個月，人民幣中間價兌美元累計跌逾1.5%。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認為，這一輪人民幣
貶值是意料之中，主要取決於美國加息的幅度，還
有人行的干預。他認為美國今年可能加息兩次，等
加息周期過了以後，綜合考慮國際收支、經濟增長

購物滿$50或以上
可免費獲贈
沙維亞牌蘆薈飲品(1.5L)

免費

海燕牌
糯米

特大呂宋芒

甜木瓜

白菜仔

燈籠椒
（黃∕橙）

、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等因素，人民幣將會走向升
值道路。

昇牌香菇顆粒
調味料

海燕牌米粉

白油桃

中國豐水梨

台灣椰菜

黃心番薯

哈密瓜

78

Sweet Pototoes
(Yellow Skin)

無糖

太平洋牌
花奶

日昇牌
豆漿皇

陽光牌果汁

¢
/lb 青蔥

2 for

多款口味

甜味

日昇牌
豆花皇

薩蘭加尼
已調味
小虱目魚

新鮮
三文魚頭

原箱
$1.59/磅

新鮮魚滑

02

新鮮特級
小雞腿

原箱
$1.89/磅

新鮮
小背脊牛排
（原袋）

新鮮
特級牛腱

豬腿肉連皮

新鮮特級
童子雞

Oriental Weekly June 09, 2016

一周環球經濟新聞提要
馬雲逆流投信心票 冀螞蟻金服在香港上市
中資概念股私有化及回歸A股上市成風，引來市場質疑
香港股市吸引力不再，惟棄港投美上市的阿里巴巴主席
馬雲原來仍「偏愛」在香港上市，除早前表示阿里初衷
是希望在香港上市外，昨日又坦言希望目前估值達600億
美元的螞蟻金服能在香港上市。不過他亦指，從未想過
阿里巴巴會取消在美國的上市地位。
阿里巴巴當日雖棄港赴美，但馬雲表示自己一直有關注
香港，希望有更多機會。阿里在香港已有不少上市公司
，包括阿里影業及阿里健康。被問到會否收購《明報》
時，他則表示自己亦是首次聽到有關傳言。
馬雲除在言論上支持在香港上市外，過去亦一直通過收
購力證其言行一致。在2014年馬雲已開始在香港股市布
局，在短短兩年間，馬雲已在香港收購4家上市公司，
以及南華早報旗下的媒體業務，合共市值逾1142億元。
另有市場分析指，截至去年底止，在阿里巴巴的帝國版

圖里約200家公司，香港公司約佔3%。
阿里健康為阿里首家收購的香港上市公司，在2014年1月
23日，阿里巴巴聯同雲峰基金，以1.7億美元投資中信21
世紀。交易完成後，阿里擁有中信21世紀38%的股份，並
將公司改名為阿里健康。
對於近期市場關注阿里大股東軟庫16年來首次出售股份
，馬雲表示，自己跟軟庫創辦人孫正義的關係沒有改變
，仍不時與對方保持通話；他又指，對於軟庫可以通過
出售阿里股份解決自身財務問題感到非常自豪，並表示
樂見對方的投資有回報，又笑指若投資不能套現，則等
於資金被綁架。
至於阿里遭美國證監會調查一事，馬雲認為調查屬正常
舉動，更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澄清市場對中國企業
的誤解。被問到會否覺得在美國上市麻煩，轉而來香港
上市，他表示，從沒想過要取消在美國上市，亦不認為

在美國上市有麻煩，就要轉到香港上市，又指在哪裡上
市都很麻煩。
對於有媒體報道淘寶或與銀聯開放支付渠道，馬雲回應
稱，阿里一直與銀聯有合作，對方負責線下業務，阿里
則以線上服務為主；惟對於是否開放支付渠道，他則笑
言自己亦是從媒體上得知，不知道消息出自何處。

高盛不認輸：人民幣未來12個月再貶3%
高盛又有分析師指出，正在探尋美股何去何從線索的
美國投資者應將注意力轉回到中國或者說是人民幣身
上。科斯廷（David Kostin）為首的分析師團隊預計，
未來的12個月內人民幣可能再貶值3%。這與市場參與
者們現在正關注的焦點相反，眼下他們的側重點是疲
弱的5月非農就業。許多人因而懷疑美聯儲今年夏天還
會不會加息。
上週五高盛對人民幣轉向全面看跌，高盛分析師表示
，年初市場焦慮情緒嚴重時，該行還曾對人民幣持相
對具建設性的看法，認為人民幣不大可能一次性大幅
貶值。但到了3月，高盛已轉為更謹慎立場，而眼下看
漲美元，且對衝人民幣下行的風險回報更誘人。高盛
指出，已轉為完全看跌人民幣，因人民幣存在薄弱環
節。
但是，由於上週五稍晚發佈的美國5月非農就業數據奇
差，美元大幅飆升，離岸人民幣創四個月最大漲幅。
轉向全面看空的高盛遭遇當頭一棒。週一，科斯廷為
首的高盛研究團隊強烈建議投資者先把利率大論戰放

在一邊，轉而多留神美元/人民幣不斷走強這個問題。
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調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舉
動已引發了中美兩個市場的動盪。科斯廷及同事寫道
，過去的一年中，每當美元/人民幣中間價被大幅調高
時（也就是人民幣被調低），標普500指數通常會在數
週內大幅下跌。
過去一年的一條規律為，一到兩週內若美元兌人民幣
定盤價大幅走高，則標普500指數將大跌，因市場的焦
點為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目前再現這種情況的風
險加劇，原因可能來自對聯儲加息和未來美元走強預
期帶來的連鎖效應。
高盛將此稱之為“人民幣-聯儲貨幣政策回路＂，雙邊
浮動的美元兌人民幣彙率的重要性日趨上升，可能反
過來損及美聯儲加息進程。高盛明確表示，預計未來
12個月內人民幣將再貶值3%。
與此同時，一些分析師認為美國市場對人民幣的重視
程度正在下降。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的外彙策略師寫道，美國投資者對人民幣的

動向似乎不那麼敏感。
另外，一些分析師們預計人民幣短期內也有可能會朝
相反方向變動。上週五疲弱的就業報告出爐後，衡量
美元兌其他六種貨幣的ICE美元指數下跌約1.7%。美銀
美林策略師週一寫道，即使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貶值
，但如美元繼續走低，人民幣/美元仍可能上漲。
不過未來一段時間，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彙率仍然是
市場的一大關注焦點。

相等於
$0.64/磅
原箱12包

$3.99ea

Dunn-Rite
急凍雞塊

5

特級老雞
腿連背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三魚牌
急凍銀絲魚

海燕牌
去頭白蝦

$3.99

雞肉味

幸福比內牌
特選米粉

惠豐牌
即食碗粉

牛肉味

永順牌
粉捲粉

幸福比內牌
雜果糖漿

潘泰
諾華星牌
大蟹膏

雞嘜鵪鶉蛋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中原牌
咖啡粉

MMM熊仔牌
酸乳酪

福口牌
椰子水連肉

泰泰牌花生

伊高牌啫喱

伊高牌餅乾

幸福牌
龍脷魚柳

幸福牌狗母魚

海燕牌急凍
黃月鼠魚

為食牌
去頭沙鮻魚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急凍
去頭白蝦

NIPSSING牌
急凍鵪鶉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海洋媽媽牌
急凍魷魚筒

幸福牌
鹽煮花生

海燕牌
熟粟米

新華園
綠豆榴槤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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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舞之夜
連自助晚餐
現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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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 聯絡

價錢公道
品質上乘
服務完善

專營各款各類櫥櫃及櫃門
加拿大木料，獨立噴漆房

浴室洗手盆櫃連石英檯面
推廣價 由$388至$1,088

就由你主導

48”

71 Ave SE
5 S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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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nmore Trail SE
Blackfoot Trail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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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acleod Trail

30”

Chinook Centre

祗要你肯造

60”

國／粵語查詢專線：
Eliza︰403-830-8049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
20 Freeport Landing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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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德成 君， 備 十 多 年 銷 售 汽 車 經 驗 ， 在 過 往 銷 售 歷 程 中 ， 成功
為 數以 千計 愛 車 人 士 選 擇 了 合 適 座 駕 ， 真 誠 服 務 ， 口 碑 載 道。
日 前， 林君 重 返 S U N RI D G E M A Z DA 履 新 為 銷 售 經 理 ， 其 超卓
的 銷售 經驗 及 以 客 為 先 凡 宗 旨 ， 再 配 合 其 銷 售 及 維 修 服 務 團隊
的 精英 ，為 卡 城 華 人 社 群 提 供 最 優 質 服 務 及 最 優 惠 價 格 。

Jeremy Pon

盤偉華
營業代表
（國／粵／英語）

403-681-6333

Tel: 1 (866) 938-9816

可獲六五折優惠
節能門窗大特價

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

0% 貸款利率
免供款十二個月
耆英折扣優惠

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
免費估價電話 403-774-7202

A+

MADE IN
CALGARY

www.windows-west.ca
歡迎光臨我們的陳列室參觀

#340 - 2880, 45 AVE SE CALGARY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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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每日10am - 8pm

Jun 10 - Jun 16

金鳳新香米
Goldne Phoenix
Jasmine Rice

妮娜白蝦

Mango Case 18 Size

2016年
新造

30.99/bag

$

24.99/box

1.29/lb

Honey Kiss哈密瓜
Honey Kiss Hami Melon

0.99/lb

上海白菜

2.49/lb
3.99/ea

Wake Up Coﬀee in Box

1.49/ea

1.29/ea

$

$

味丹味精

鷹寶錢涼粉

Vedan MSG

0.89/ea

Eagle Coin Grass Jelly

19.49/ea $2.19/ea

$

2.09/ea

$

$

八角麻油 大信迷你油泡 大信傳統豆腐

Kadoya Sesame Oil DSI Small Bean Ball

4.79/lb

$

全美各種水餃

Wake Up盒裝咖啡

WSW Chinese Sausage

六福草菇粒

OTA All Kinds Dumplings

2.99/ea

$

皇上皇白油腸

SF Straw Mushroom Whole

12.49/3

Yue Choy

$

1.45/ea

DY JX Rice Vermicelli

油菜

Hawaii Papaya

$

第一江西米粉/瀨粉

1.19/lb

$

夏威夷木瓜

1.49/ea

Komal煉奶

加州大甜橙

Large California Oranges

$

$

Komal Condensed Milk

0.69/lb

$

Shanghai Bok Choy

1.19/lb
白菜仔

$

$

$

Baby Bok Choy

14.99/box

$

$

餐館特價批發

呂宋芒果

Nila White Shrimp 31/40

$

DSI Fresh Tofu

8.49/ea

$

海威大墨魚

永達走地雞

Searay Cuttleﬁsh

Wingtat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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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蔥 Onion King

$20.00/box

薑

$25.00/box

大包紅蘿蔔

$35.00/bag

冠珍大紅浙醋

$38.00/box

403.617.3238

報稅：梁先生

3.19/ea

0.89/lb

$

$

白/青通菜

豐水梨

White/ Green Ong Choy

Brown Pear

0.89/lb

0.49/ea

$

$

美國富士蘋果

青蔥

USA Fuji Apple

Green Onion

6.69/ea
云吞麵 $6.99/ea

1.99/ea

花旗麵 $

$

香菊圓枝竹

Xiangju Dried Beancurd

Farkay Noodle/Wuntun Noodle

6.39/ea

8.49/ea

$

$

家樂雞粉

Knorr Chicken Broth Mix

黃蓋美極醬油

Maggi Soy Seasoning Sauce

1.95/lb

4.89/ea

$

$

雞腿球

Vivasea田雞腿

5.29/ea

$

Chicken Legs Drumstick

Vivasea Frozen Frog Leg

3.79/ea

$

紐西蘭青口

海威巴沙魚扒
Searay Basa Steak

New Zealand Green Mussel

卡 城 華 人 基 督 教 神 召 會 增廣見聞福音之旅
愛民頓愛克野牛公園

亞省水都湖公園

（ELK NATIONAL PARK） 兩天團

(WATERTON LAKE NATIONAL PARK)

．Astotin Lake Theatre 亞斯東丁湖戲院

．Cameron Falls 金馬倫瀑布

．Visitor Centre & Gift Shop 遊客中心及禮品店

．Red Rock Canyon 紅石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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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 7/1)

團費每位

160

$

一天團

．自助中式午餐
．唐人街酒樓晚餐

團費每位

75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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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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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 06/16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 403.384.9780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on ONLY
只限 save on foods 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50磅
Yellow Onion
Whole Bag 50lb
洋蔥 (原袋)

1899
ea
特價

.99lb

Zucchini

特價

意大利瓜

Beef Digital Muscle

牛腱

11

00
kg

特價

129

lb
特價

Ginger

生薑

ea
特價

6

129

Frozen Farmed
Basa Fillets

100g

特價

急凍龍脷魚柳

.99 lb

Pineapple

特價

1210

Frozen Goat
Meat Cubes

kg
特價

大排骨

Gala Apples

特價

基拿蘋果

59

Pork Side Ribs

Mini Cucumbers

芫荽

139

Mint Bunched
薄荷菜 (扎)

Cilantro

.49ea

kg

特價

急凍草羊粒

399

Prev / Frozen Jumbo
Prawns 13/15

特價

急凍老虎蝦

ea
特價

青瓜仔

299

ea
特價

菠蘿

990

Frozen Pork
Tenderloin

kg

特價

新鮮豬柳

Olivia Snow Crab
Legs & Claws 680g

100g

399

蟹腳 / 蟹鉗

1899
ea

特價

Adverti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on. Oﬀ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ti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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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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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 歡迎預早訂座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Baklova）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 惠午 餐及 晚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Pork Loin

(豬嫩肉)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Salmon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加西油站油荒
上星期亞省 及卑詩省的 Petro
Canada的油站鬧油荒。
受Suncor在愛民頓市的煉油廠與
美國煉油設施的問題影響大部分為
Petro Canada油站，地點遍及卡加利
、愛民頓和基隆拿市，這些油站因供
應短缺而暫停營業。
網 站 G a s B u d d y. c o m 分 析 員 D a n
McTeague在上星期四指出6月愛民頓
市的油價上升11到12%，不確定這現
象會維持多久。

Suncor發言人Sneh Seetal解釋由
於受麥梅里堡市林火影響，還有季節
性設施維修，令該公司減少生產柴油
和汽油。公司會安排火車和運油車從
旗下網絡及其他供應鏈運來汽油以解
燃眉之急。
基隆拿市Petro Canada員工Tianna
Byers接受媒體訪問時稱該站沒有任何
存貨可供應，除非有其他供應商協助
，預料缺貨會持續三到五星期。
雖然暫時主要影響加西地區，但
McTeague表示這是骨牌效應，短缺

來自美國 的 B e tt y Ch a n
與餐廳東 主 Pe te r 合 影

問題將會在全國浮現。
關於近期油價波動問題
沙特石油部長K h alid Al-Falih 向
Bloomberg T V表示油價曾經見底
，並在最近數月已回復。
在維也納進行的石油輸出國組織高
峰會上，成員再次未能就生產量達成
共識。〉此問題已令油價在兩年來處
於低水平。Al-Falih則認為組織成員不
會再用增產來令世界油價下跌，成員
有信心展望油價在下半年會再回升。
伊 拉 克 石 油 代 表 部 長 Fayadh
al-Nema預計在2016下半年油價會
處於$ 5 5 至$ 6 5 美元一桶。
近期油價重升，部份原因是亞省麥
梅里堡市林火令加國石油產量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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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佛學居士林

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2405-Cent re S t. N.W. CALGARY

Tel:(403)276-3962

更 正 並道 歉 啟 事
本林於本年４月下旬舉行第十四屆理事會理事就職典禮之後，隨於東方周報，８８社區
報，對參加上項典禮之觀禮各個團體及嘉賓，在刊登報上之「鳴謝啟事」所編列彼等供奉錢
帛及物品芳名之總名單中，由於一些社團在冠以中文會名之外之英文命名，本林記帳者僅以
其英文命名入帳，而「鳴謝啟事」之撰稿者，因對英文命名在認知上之錯覺，遂在編列供奉
錢帛名單上，誤將「社團聯會」代入「中華協會」，而不期墮入馮京作馬涼之陷，致使已供
奉百元之後者，於名單中（中文會名）付諸闕如，而未供奉之前者，卻在名單上赫然上榜。
本林深感千里之謬，奠此為甚，故鄭重補缺更正如下：
（一）在「鳴謝啟事」中所編列供奉錢帛之名單中，其中一欄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之英文命名，其中文會名實為「中華協會」而非「社團聯
會」，現補缺更正，實為：中華協會供奉錢帛１００元支票。
（二）「社團聯會」之中文會名，因本林誤植於「中華協會」之英文命名之內，但後者方為
實際供奉錢帛者，故前者（社團聯會）認為本身會名既經刊於名單之上，即樂意補上
供奉錢帛：１００元支票。
最後，因本林在失之疏懈中鑄成張冠李戴之錯失，卻蒙
本林無心之失之理解及原宥，謹誠懇在此

貴兩社團在深受困擾之餘，對

首致───衷心感謝
再致───稽首歉意
卡城佛學居士林第十四屆理事會

敬啟

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
（附註：８８社區報在編刊「鳴謝啟事」時，將一些社團之英文命名刪除，僅刊出其中文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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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

）
六
期
8日（星

業
開
重
隆
歡迎

開 業 當 天 所有食品
食物類

！
持
支
臨
光
新舊顧客

10% off

現場設免費試食

Beef Ball / 牛肉丸

Marinated Pork Patty / 越式肉餅

Sate Sauce / 沙爹醬

Deep Fried Fish Paste / 炸魚餅

Pork Ball / 豬肉丸

Boneless Pork Leg / 去骨豬腿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eamed Crab Meat Pie / 蒸蟹肉餅

Chicken Ball / 雞肉丸

Head Cheese / 越式肴肉

Stuffed Meat Lemongrass / 釀肉香茅

Squid Paste / 魷魚膏

Deep Fried Ham / 煎豬肉粽

Veg. Spring Rolls / 蔬菜春卷

Cold Cut Meat / 冷切肉

Deep Fried Spring Rolls / 炸春卷

Vietnamese Ham / 越南豬肉粽

Spring Rolls / 春卷

Vietnamese Style Ham / 越式火腿肉

Shredded Pork Ham / 豬肉絲粽

Pate / 肝醬

Uncooked Ham / 生火腿肉

越式三文治

Beef / 牛肉
Pork / 豬肉

36 Street NE

33 Street NE

大統華

5 AVE. NE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 越式肉餅
Shredded Pork / 豬肉絲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N

T&T

8 AVE. NE

Chicken / 雞肉

KIM CHAU CALGARY

3109-5 Ave. N.E., Calgary AB T2A 6C9
Tel: 403.452.8881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 周一休息

麥市部分社區重建困難
五發表的一份聲明稱在Waterways，Abasand and Beacon
Hill幾個重災區的灰燼中確認含有污染物，處於不適合
居住的水平，必須先移除受污染的瓦礫。
Wood Buffalo的地區市長Melissa Blake稱對於失去
雖然政府和民間大力支持重建麥梅里堡市（Fort
McMurray），但對於部份嚴重焚毀的社區來說不是三
言兩語就可以做到的事。

家園的居民來說，遷徙可能是比較經濟和容易的選擇
，市政府在昨日（周三）與居民探討重建Waterways
社區的可能性。Waterways其中一位居民為野玫瑰黨
黨領吉恩（Brian Jean），他已向市政府申請重建自己

麥市東南社區Waterways從星期三開始就允許市民重
返家園作短暫視察，然而沒有落實的重建日期。由於該
區九成房屋被毀，市政府還在猶豫重建的可能性。

的家園，申請書內容加強了防火設備。吉恩有信心麥

仍處於緊急狀態，預計會延至六月底。
災後麥市的最新資訊

»»受影響學生可完成由疏散日開始的本學年課程，
學校在9 月重新開課。

»»麥市國際機場商用空運服務暫定在6月10日重新
投入服務。

»»銀行、日用品店、藥房等將會提供有限度服務。
»» 廢物收集會在6

市會變得更美好。
根據亞省省長諾特利（Rachel Notley）的發言，麥

月16日重新服務，臨時

首先，所關注的問題不是林火的風險，而是水災；

市的空氣、土壤和灰燼含有高水平的污染物，暫時不

處理站在6 月2 日已開

Waterways社區位處於Clearwater River的分洪河道，這特

符合居住的安全標準，2000名疏散者預計到九月才可

始運作。

殊地理位置被納入早已存在的發展區（pre–existing

正式回家。紅十字會宣佈會再撥款二千萬元給予安全

development）並獲得省政府豁免徵收預防水患建築費

回家的災民作購買糧食和清潔用品，每個家庭第一人

（bill for prevented building floodway）。在火災前，該

可獲300元，其餘每位獲50元。

區已受數次的水患，包括在三年前的亞省大水災。
此外，亞省醫療部門主管Dr. Karen Grimsrud在上周

——市內唯一的醫院，
將會在6月21日後才會

現時火災仍然未熄滅，覆蓋著5800平方公里範圍
，在天氣影響下雖然未至於會惡化，但Wood

»»北極光醫療中心

Buffalo

提供全面服務，急症室
會在本星期重開。

Airdrie Honda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Customer Driven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airdriehonda.ca

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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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6月8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六年

六月二日至六月八日

醜聞纏身恐陰溝翻船希拉妮未敢言勝
美國總統提名戰已進入最後階
段，民主、共和兩黨周二分別舉行
「超級星期二」初選，預料香港
時間最快今晨有結果。大戰前夕，
美聯社宣布自行統計民主黨代表人
票的結果，搶報該黨參選人希拉妮
已拿下足夠代表人票，篤定出線。
對手桑德斯一方批評這是太早下定
論，強調會戰至七月黨大會。醜聞
纏身的希拉妮也未敢輕言勝出，告
訴支持者戰鬥還未結束。
汽車彈炸土警大巴 11死36傷
時值回教齋戒月，土耳其伊斯坦
布爾市中心一支防暴警察車隊，於
昨早繁忙時段遭受炸彈襲擊，至少
十一人被炸死，三十六人受傷。死
者包括七名警員，四名平民。昨日
暫未有組織承認責任，總統埃爾多
安暗示襲擊是庫爾德工人黨（PKK）
所為。當局其後拘捕四名疑犯。
東京知事挪用公款買漫畫
日本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被外界
指摘將政治資金挪作私用，他日前
舉行記者會解畫。會上公布的律師
調查結果指出，舛添有共四百四十
萬日圓的支出「不恰當」，當中大
批金錢花在舛添的政治團體所買的
書目，包括小說以及《蠟筆小新》
漫畫，但不屬違法。舛添聲言會繼
續履行職責，意味不會辭職。
氣候暖化加劇北極快無冰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沃德姆斯表
示，隨着氣候暖化，北極可能在今
年或明年就會出現無冰現象，是當
地十萬年來首次。所謂無冰，是指
北極圈的中央部分沒有冰覆蓋。據
沃德姆斯預測，到今年九月，北極
冰蓋層面積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平方
公里。一般相信，北極上一次無冰
是在十萬至十二萬年前。
高盛捲馬總理資金轉移案
美國媒體報道，馬來西亞的一馬
基金（1MDB）資金神秘被轉移至馬
國總理納吉布一事仍調查中。美國
執法部門正判斷參與為1MDB以發行
債券方式集資的投資銀行高盛，在
出現可疑轉帳時未即通報，是否違
反美國銀行保密法。雖高盛未被指
控疏失，但執法部門正尋求向高盛
查問。

10

福島增15甲狀腺癌童
日本福島縣前日發表最新調查報
告，證實縣內確診患甲狀腺癌的兒童，
增加十五人至一百三十一人。患者於五
年前福島核災時俱不足十八歲，其中一
人在核災當時更只有五歲。惟福島縣檢
討委員會稱，「到目前為止，仍很難說
這是核輻射的影響」。
美決雙航母巡南海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中美角力續
有動作，美軍據指將派雙航母編隊開
赴南海，執行巡航任務，被指意在提
升對華威懾力。中國則高調曝光南海
島礁建設民用設施，其中永暑礁已建
成「海島醫院」，渚碧礁上「生態農
場」飼養有近七十隻豬及數百隻家
禽，還有魚塘養殖淡水魚。
法總統反對華企併購
中資企業海外併購再惹外國政府
憂慮，內地酒店業巨頭錦江國際集
團傳將繼續增持總部位於巴黎、歐
洲最大的酒店集團雅高（Accor）股
份，有指已成為最大股東。據報持
股的法國政府對雅高或被中資接管
有憂慮，法國總統奧朗德已表態反
對，強調會留意雅高的資本組成，
確保其資本多元化。
配合審查周永康妻兒傳獲寬待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
前書記周永康已於去年被判無期徒
刑，海外傳媒近日披露，周永康的
妻子和兩名兒子因配合審查，獲寛
大處理，其中周妻賈曉曄已獲釋，
次子周涵已攜妻兒出國定居，而涉
案最深的長子周濱則獲從寛處理。
陸客減 10條兩岸航線停飛
大陸赴台遊客持續縮減，據報團
客減幅逾三成五，個人遊減幅更達
六成五，遠超台灣官方及業界預估
的三成；受此影響，多間航空公司
往返台中機場的十條兩岸航線已停
飛，避免營運損失。
穆斯林齋戒月 疆加強維穩
新疆當局於穆斯林齋戒月前後
加強維穩程度，其中新疆伊犁州自
本月一日起，要求所有辦理出國（
境）證件申請人，先要所在地派出
所採集DNA、指紋、聲紋和三維成像
照片等，並要有派出所領導簽名並
蓋派出所公章，方可申請證件。

6月7日 (星期二)

6月6日 (星期一)

每月穩袋2500瑞士法郎 瑞士人Say No
正當不少富裕城市為最低工資和全
民退保問題爭持不下，富甲一方的瑞
士已經走得更前，爭論是否向所有國
民無條件發放二千五百瑞士法郎的基
本收入，引起全球關注。瑞士周日就
此舉行全民公投，七成七的選民卻反
對這政策。分析認為，瑞士以精密工
業起家，民眾暫不會接受不勞而獲的
概念。
風摧澳東岸水淹住宅毀農地
澳洲東部沿岸周日突受強風吹
襲，造成三死五傷及兩人失蹤。多地
變成澤國，樹木被吹至連根拔起。至
周一，雖然天氣一度緩和，但各地仍
不時發出洪水警報，當局呼籲市民繼
續留在室內。悉尼機場有一條跑道封
閉，有航班延誤或需要轉飛。
洛杉磯山火 荷里活紅星逃難
美國洛杉磯西北面山區，於當地時
間上周六下午發生三級山火，居民一
度要大規模疏散。消防員幾經努力，
於周日黃昏已把逾八成火勢控制，估
計超過八千公畝的叢林被燒毀。
塔利班炮擊 美攝記喪命
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一名多
次深入戰地採訪的資深攝影記者，周
日在阿富汗隨政府軍採訪時，遭遇塔
利班武裝分子炮擊，與另一名隨行的
翻譯員同告身亡。
高層紛被殺 IS處決數十內鬼
以美國為首的聯軍近期在敍利亞的
連串空襲，成功轟殺IS多名高層。IS
懷疑組織內有「二五仔」向聯軍通
報，最近嚴厲追查並處決間諜。早前
IS一名突尼斯高層被炸死後，至少有
三十八人被指是間諜而遭殺害。人權
組織表示，聯軍不斷炸毀IS作為主要
財源的油設施，很多IS分子被減薪，
故以出賣情報來補貼，至今已經有數
十人因而遭到處決，不少人更被浸強
酸等以儆效尤。
歐國盃保安人員 驚揭82人涉恐
歐洲國家盃舉行在即，有恐怖分
子試圖襲擊法國而被捕。法國國家安
全部門近日審查了三千五百名負責歐
國盃保安人員的背景時，赫然發現八
十二人竟名列當局的恐怖分子監察名
單，部分人更與回教極端武裝組織「
伊斯蘭國」（IS）有聯繫。

洪捲攀澗團 三死三失蹤
台灣昨日多地天氣欠佳突降暴
雨，但有市民仍繼續攀爬石澗，導
致樂極生悲。新北市坪林區昨驚傳
有多人參加攀爬石澗活動期間，因
溪水暴漲而被沖走。消防接報後出
動大批人力及車輛前往現場救援，
雖然先後救起五人，惟其中三人送
院後宣告不治。目前仍有三人失
蹤，當局搜救工作繼續。
九寨溝風中塌樹 兩客壓死
四川著名旅遊景點九寨溝前日發
生奪命事故，一棵大樹不敵強風倒
塌，造成兩死十五傷。九寨溝景區
管理局證實，事發地點為五彩池棧
道附近，指當時天氣惡劣，「這樣
的天氣我們都沒有見過」。惟當局
至今仍未通報事故，外界質疑隱瞞
事件。
華暗批美南海耀武揚威
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亞
洲安全會議）繼續聚焦南海爭議，
與會的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
參謀長孫建國不點名批評某些「區
外國家」炒作，並在南海炫耀武
力。在蒙古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克里
強硬警告，若中國在南海設立「防
空識別區」，會視之為挑釁及破壞
穩定的行徑。
謀襲歐國盃 孤狼被捕
足球盛事歐洲國家盃即將於本
周五在法國巴黎開鑼，但「伊斯蘭
國」（IS）等回教極端組織虎視眈
眈，欲發動襲擊。烏克蘭邊防部門
前日公布，在接壤波蘭邊境拘捕一
名法國男子，指他在車上藏有大批
火箭筒、炸藥及AK-47自動步槍，試
圖在歐國盃賽事期間發動襲擊。巴
黎再次面臨恐襲危機，警察局長下
令增派人手，確保球迷人身安全。
南非預警 高級商場隨時恐襲
美國駐南非大使館上周六警告國
民，情報顯示極端回教組織「伊斯
蘭國」正計劃於近期內，對南非的
美國公民聚集地點發動襲擊，例如
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的高檔購物區
及商場。不過，南非外交部淡化有
關威脅，指政府有能力確保國內人
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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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星期六)

6月3日 (星期五)

6月2日 (星期四)

最偉大拳王阿里病逝
外號「最偉大的人」（The Greatest）、美國著名拳王阿里（Muhammad
Ali），與病魔搏鬥三十二年後，於當
地時間上周五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
醫院逝世，終年七十四歲。多次奪得
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的阿里，在擂台
外也致力提倡社會平等與世界和平，
備受尊敬。各界紛紛對他逝世致哀，
昔日擂台上的對手更慨嘆，生命中最
重要的部分已隨阿里逝去。
無國無家難民組隊戰奧運
大批中東及非洲難民為逃避戰亂而
抵達世界各地，淪為無家無國的人。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前日公布，在今年夏
天的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上，將有首
支由難民組成的隊伍參賽，十名成員分
別來自南蘇丹、敍利亞、剛果民主共和
國及埃塞俄比亞。國際奧委會認為，他
們可以點燃難民的盼望。
秘魯今大選 前總統女告急
秘魯今日將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
新總統即將誕生。而昨日的選前最後民
調顯示，大熱候選人、前總統藤森謙也
的女兒藤森慶子，領先優勢大幅收窄，
僅領先主要競爭對手、變革黨的庫琴斯
基（Pedro Pablo Kuczynski）百分之零
點六，能否順利當選仍存變數。
金正恩遣黑客盜取亞洲銀行
美國傳媒報道，菲律賓、越南及
孟加拉等亞洲國家的銀行，近年相
繼遭黑客盜取巨額款項。有網絡安
全公司調查後，推斷案件均為北韓
領袖金正恩旗下的黑客團隊所為。
載油火車出軌爆炸
美國一列滿載燃油的火車，當地時
間上周五中午左右在俄勒岡州出軌，
爆炸引起大火，黑色煙柱捲上天空，
附近一間中小學需疏散學生。暫未知
漏出的燃油是否對環境造成影響。
失蹤尋回日童將受查問
日本七歲男孩田野岡大和被父母
懲罰，被遺棄在北海道一處有熊出
沒的森林之中，事隔六日後卻奇迹
生還。大和目前於巿立函館醫院留
醫，最快下周一出院。北海道警方
等待大和康復後，向他查問由遭趕
下車至被發現的經過。有網民指大
和失蹤疑點重重，因其中三日大雷
雨，他又需走過三條無橋的河川。

共和黨巨頭轉軚 瑞安撰文撐特朗普
美國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周四表態，宣布支持該黨的篤
定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以助黨內團
結。瑞安是共和黨重量級人物，此前
曾多番公開批評特朗普，如今支持他
被視為是對特朗普的重要支持。
暴雨襲德州 軍車墮溪5死4失蹤
美國德州連日來暴雨連場，洪水
肆虐多處地區。胡德堡陸軍基地發
言人表示，一批軍人日前駕駛軍車
到戶外訓練期間，軍車翻側掉進溪
內，五名軍人死亡，四人失蹤，另
有三人獲救，被送往醫院治理。搜
救人員仍在搜索失蹤軍人。
泰將遣返逾70維人回華
泰國近日有逾七十名被拘留的維吾
爾人絕食，揚言即使餓死，也拒絕被
遣返中國。不過，泰國國家安全委員
會主席塔威普（Thawip Netniyom）明
言，當局將按照原定計劃，把被刑事
檢控的維吾爾人遣返中國。
難民船希臘翻沉數百失蹤
歐洲地中海昨日再發生難民船沉
沒慘劇。一艘相信載有七百名難民
的船隻，於希臘南部克里特島對開
海域翻沉，至少四人死亡，數百難
民失蹤。利比亞前日起亦發現有一
百零七具屍體沖上岸，懷疑屬於周
三沉沒難民船上的人。
卡特高調飛近南海
中美南海持續角力，昨起一連三日
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峰會「香格
里拉對話」，再度上演中美激烈交鋒
一幕。與會美國國防部長卡特昨與新
加坡國防部長乘坐P8海神偵察機，高
調巡視連接南海的馬六甲海峽，表示
會維護南海航行安全。解放軍聯合參
謀部副總參謀長孫建國則與澳洲、印
尼、越南等國軍方高層接觸，闡述中
方南海立場，爭取支持。
菲候任總統：不會放棄黃岩島
宣稱願與中國對話的菲律賓候任
總統迪泰特，前日再度與中國駐菲
律賓大使趙鑑華會面，惟南海爭議
強硬表態，指菲不會放棄對與中國
有主權爭議的黃岩島的權利。北京
外交部昨就批菲律賓試圖將台灣控
制的南海太平島定性為「岩礁」，
違反國際法。

水淹巴黎
法國連日出現暴雨，導致巴黎
多處出現嚴重水浸，其中塞納河
（Seine
River）水位急速上漲至
逾四米，繼一百年後再出現嚴重氾
濫。河畔著名的奧賽美術館外的步
行道亦被水淹沒。重災區巴黎以南
的市面猶如澤國，居民需以筏代
步，一名老婦因豪雨被困屋內喪
生。
北海道六月降雪 氣溫-2℃
雖然已踏入六月，但日本北海道
受低氣壓影響，部分地區自前日起
下雪，形成初夏滿地白雪的奇景。
當地的櫻花近日才開花，如今卻已
蓋上一層雪，景色迷人。
桃園機場淪澤國 癱瘓八小時
前日全台高溫炎熱，但昨早台灣
北部地區卻迎來大暴雨，桃園市更
淪為澤國。其中桃園國際機場內部
及周邊道路嚴重水浸，櫃台天花板
漏水，局部停電，多班航機延誤、
取消，機場幾近癱瘓八小時，更被
網民諷刺是「水上機場」。
UCLA男生槍殺教授
美國著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周三發生槍擊案，一名學
生疑不滿教授評分太低，持槍闖入
教學大樓將對方射殺，然後吞槍自
盡。三百名警員及特警立時趕至封
鎖校園，其後證實兩人中槍死亡，
案件屬於謀殺及自殺案。案發後校
園已重開，但當日課程取消，周四
才復課。
IS魁梧劊子手「推土機」被生擒
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一名綽號為「推土機」、體
格魁梧的劊子手，日前遭敍利亞政
府軍生擒。有關片段在網上流傳，
可見他半裸躺在貨櫃車上，雙手被
綁背後，狀甚痛苦。
民主黨巨頭暗示桑德斯應退選
美國民主黨將於下周二在加州舉
行初選，屆時勢將決定總統候選人
誰屬，外界相信前國務卿希拉妮將
擊敗桑德斯。支持希拉妮的內華達
州參議員、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
（Harry Reid）周三暗示，桑德斯
應立即宣布退選。

阿蓋德恐襲馬里華維和部隊1死4傷
聯合國駐非洲馬里的維和部隊
再次成為襲擊目標，部隊位於北部
加奧的營地及設施周二晚遭到汽車
炸彈及火箭襲擊，共四人死亡，十
多人受傷。中國外交部周三證實，
駐當地的中國維和部隊人員一死四
傷。阿蓋德北非分支承認責任。
美警告：歐國盃恐襲高危
為期一個月的歐洲國家盃，將
於本月十日在法國巴黎揭幕。美國
國務院周二向國民發出旅遊警告，
指包括歐洲國家盃在內的歐洲大型
運動賽事、旅遊地點、餐廳及購物
中心，都可能成恐怖分子襲擊的目
標。
極端天氣 台北熱死人 玻璃也爆裂
兩岸分別出現高溫及暴雨天氣，
台灣昨日全島高溫炎熱，台東大武中
午氣溫攝氏卅八點三度，台北市午後
氣溫亦攀升到攝氏卅八點七度，創下
台北站設站一百二十年以來的六月最
高溫紀錄。另擁百年歷史的台中市役
所前日因室內外溫差大，熱到爆玻
璃。台北內湖區一名男子昨日下午陳
屍草莓園，警方不排除他是被熱死，
死因仍有待釐清。
官媒為兩岸吹淡風 台獨露頭就打
自台灣的蔡英文總統上月二十
日就職後，台灣海基會與大陸海協
會據報僅保持傳真機和電話的線路
暢通，雙方實際交流陷入停滯。大
陸官媒昨發社評，指兩岸將面臨一
段長時間的冷淡，有可能升級為對
抗。
三菱與二戰華工簽賠償
日本三菱集團旗下的三菱綜合材
料公司去年答應向二戰時被強擄到
日本的中國勞工道歉及賠償，今日
在北京與受害工人代表簽署和解協
議，將向每名接受和解協議的工人
賠償約十萬元人民幣。惟部分工人
家屬因不滿賠償金額過低等拒簽署
協議，預料仍會持續拉鋸。
菲候任總統：不打算對華開戰
菲律賓候任總統迪泰特前日首度
回應中菲南海主權爭議，強調不打
算開戰。而最新衞星照顯示中國已
在南海島礁大規模興建機庫，至少
可部署百架戰機。

一周國際新聞

6月5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二日至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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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份
每
周
送
大
禮

【抽獎日期】
6月2日、9日、
16、23及30日
晚上八時
Includes
an 18 hole round of golf
for 4 people,
plus two golf carts.
Valued at $500.
Winner must be present.

Simply swipe your Winner’s Zone card
June 1st - 30th
to receive your entry into the draw.

在六月份逢星期四送出
4位18洞高爾夫球套票

$

總值

500

Must present Winners' Zone card to participate. Some conditions may apply. Promo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AGLC approval.

每日
歡樂
時光

特價飲品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OFF TRACK BETTING NOW OPEN!

全 新

世界各地賽馬場外投注

現已投入服務

賭檯耍樂時間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山景墓園

伊甸墓園

Eden Brook Memorial Gardens

Mountain View Memorial Gardens
1515 - 100 St. SE

17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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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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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a Ng 伍太

403 - 890- 8318

403-818-9975

山景殯儀館
M o u nt a in View Fu n e ra l Ho m e / 1 5 1 5 - 1 0 0 St. S E

伊甸殯儀館
Eden Brook Funeral Homes
17th Ave SW & Lower Springbank Rd.

Complete funeral and cemetery services; pre-planning available, serving all faiths, cultures and budgets.

全加國
3131 32 AVE NE, CALGARY, AB

#1

日產汽車銷售商
403-291-2626
SUNRIDGENISSAN.COM
12

禮頓殯儀館
Leyden’s Funeral Homes
304 - 18th SW （市中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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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7周年 卡城市民中領館前集會悼念
卡加利數十位市民於六月四日下午聚集在中共領事館前，舉行六四27周年集會，
悼念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被中共血腥鎮壓的死難英魂。
集會民眾高舉「打倒獨裁政權」、「結束一黨專政」、「中國要民主」、「中
國要人權」、「平反六四」、「悼六四死難者」、「新聞自由」等標語牌。因
應中國外長王毅訪問加拿大期間，在記者會上怒斥加國記者：「傲慢、不了解
中國人權狀況，沒有發言權」等言論。有集會民眾特別製造了王毅干預新聞自
由的抗議牌，抗議牌印上王毅怒斥記者像，並用中英文寫上：「王毅可恥！中
國人有人權嗎？」集會民眾認為王毅被記者擊中要害，惱羞成怒斥駡記者行為
可恥！
悼念儀式在播放民運歌曲：《自由花》、《祭好漢》後開始。首先為六四死難

•社區消息•

英魂默哀一分鐘，繼而由主辦單位「加拿大卡城中國民主促進會」會長湯般若
致詞，他說：「自六四共產黨殘酷屠殺平民以後，至今已二十七年。當年出生
的人士，今已成年。可惜在大陸這批人士或更早一點出生的人，完全無人知道
當年究竟發生何事？共產黨的罪惡便輕輕給掩蔽了。我們海外華人不會忘記這
場慘酷的屠殺。因此每年六四都舉行悼念活動。我們六四悼念活動，一直繼續
下去，直至共產政府倒台，共產的邪惡種子被徹底消滅。那時六四便自然平反，
良心犯自然全部獲釋；言論自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謊言騙人的話消
失；最後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新中國！」
中領館前的集會結束後，部分民眾前往卡加利大學 MacEwan Hall，向安置在
學生活動中心的民主女神像獻花及默哀，悼念六四死難英魂。

Deerfoot Trail兩年研究計劃務求找出問題癥結
Deerfoot Trail是城中其中一條主要交通命脈
，由北到南連接多個區域，建於1972至 1982年
間，當卡城時人口為90萬人。時至今日，人口增
至一百二十萬人，Deerfoot Trail每天的使用量超
過17萬架次，交通問題亦隨之而衍生。
在上星期二的一項公告中，城市與亞省的交
通部會在2017及2018年研究這項困擾已久的問
題， 並會作出短期及長期解決方案。
高級交通工程師Jeffery Xu表示，在2018年
初會有清晰的財政預算計劃，會用作協助解決長
遠交通問題。由現在起，此計劃研究目標年為
2048年，稱為「30年計劃」。
縱使在1996年已有改善計劃，可惜並未完成
目標。城市交通部門主管Mac Logan形容研究將
會進一步推進改善仍未達至需求的道路。

Transcan Engineering Aziz Merali 指出，當回顧
歷年的交通計劃研究時，Deerfoot Trail的確有在計
劃範圍內，但由此至終仍未進行改進升級，導致今

時今日每天的擠塞。他又稱，部份的研究會在2016
底至2017年初公佈一系列的短期解決方案。
受 僱 於 研 究 計 劃 的 公 司 Parsons項 目 經 理
Stephen Powers表示，根據報告所提供的資料，
現時Deerfoot Trail的情況令人沮喪—問題包括設
計上的缺陷，行車線不足夠，交匯處也未發揮其
作用。綜合而言，問題包含了設計上、需求量，
然而網絡中其餘的部份未能支持所需。
根據Stephen Power所說，在2002年已有長達
一小時的繁忙時間。現在，當城市人口及交通使
用率劇增，繁忙時間可長達三至四小時。
此項研究範圍涵括37.5公里共20個交匯處，
44個社區。公眾諮詢會在6月正式開展。正式的
改善工程則不會立即啟動，原因是省市部門仍需
要時間去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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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鵝藝術學校 本年度匯報演出異常成功
小天鵝藝術學校每年一度師生匯演經於6月5日（星期日）下午假座市中心JACK SINGER劇院內MARTHA COHEN音樂廳
舉行，當日場內座無虛席，到場嘉賓400多人。
匯演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各年齡不同班別的獨舞，團體舞，除中國民族舞蹈外更有不同國家及族裔多元文化舞蹈，各
學員在台上的精彩表演，博得全場掌聲不絕。

Vietnamese Restaurant
5075 Falconridge Blvd NE, Calgary Tel: 403-280-8000

50 Ave NE

47 Street NE

Castleridge Blvd

Saigon
Passion

Scotia
Bank

McKnight Blvd NE

Joyce Chan

陳 桂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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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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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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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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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Falconridge Blvd

馳名 越南牛肉粉 烤肉檬粉 特色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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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treet NE

正宗 越南地道美食

營業時間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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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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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 驗 技 師 * 快 捷 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道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三個月 (13期) $155+GST / 每個
六個月 (26期) $295+GST / 每個
一年
(52期) $560+GST / 每個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六
月
情緒管理系列

2016 夏令營

講者: 劉蓉暉博士: 劉博士主要工作領域是以情緒心理為主，具有豐

炎熱的夏天又到啦！卡城華人社區服務一年一度的夏令營將於七月份

富的認知行為治療和組織心理健康促進服務的經驗。

展開。為期六週的夏令營有好多豐富活動，現以開始接受報名。名額

羅凱琳女士(社會工作碩士、註冊社工）: 卡加利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有限，報名從速。夏令營節目內容如下：

主俢輔導學，具有豐富青少年及家庭服務經驗。羅女士同時是一位

第一週:七月四至八日-

瑜伽導師、並對認知行為治療充滿熱誠。

專業拳擊場及拳擊訓練、天際線斜坡滑車（費用$160）

情緒管理系列(一)

第二週:七月十一至十五日-

活動: 情緒管理講座

內容: 活動以正念訓練（Mindfulness）為基礎，介紹學員有關於壓力緩解和
情緒調節 的心理能力訓練。正念是一種特殊的心理注意能力，可以通過訓

練和練習而獲得提高。目前已有大量的科學研究顯示，較高的正念能力可
以有效促進人的身心健康、增強應對壓力的能力，並優化決策和記憶等。
日期: 6 月 26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1:00-3:00

地點: G/F Community Room, Eau Claire Market(200 Barclay Parade SW)
語言: 普通話 (附設廣東話)
對象: 18 歲以上男女皆可

費用: 全免 (名額有限)

參加辦法: 請電 403-265-8446 或到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報名
備住: 請自備水、穿保暖舒適的寬鬆衣服及襪子; 不設兒童托管服務

情緒管理系列 (二)

活動: 情緒管理訓練小組

目的/內容:
本小組以正念（Mindfulness）帶領學員進行有助於壓力緩解和情緒調節的
心理能力訓練。正念是一種特殊的心理注意能力，可以通過訓練和練習而
獲得提高。目前已有大量的科學研究顯示，較高的正念能力可以有效促進

市中心繪圖、美術、卡加利動物園（費用$160）
第三週:七月十八至廿二日Fort Calgary、參觀消防局（費用$160）
第四週: 七月廿五至廿九日各國文化差異、語言、美食、做壽司（費用$170）
第五週:八月二至五日Heritage Park 、Telus Spark 科學館（費用$150）
第六週: 八月八至十日-（Camp Impeesa)
三日兩夜野外露營、叢林飛行、攀石、獨木舟（費用$190）
備註：1.第五週因八月一日是假日，營會只有四天活動
2. 報名參加五週或以上活動可享有85折優惠
3. 接送地點及時間：Bridgeland Riverside Community Association
(09:00-16:00pm )
4. 參加者需自備食物及飲料
報名及查詢可電403-265-8446或電郵致 keith.ong@cccsa.ca 跟Keith Ong 聯絡。

人的身心健康、增強應對壓力的能力並優化決策和記憶等

法律知識講座

日期: 7 月 3、10、17、24、31

家事法庭自我代理（普通話）

節數: 共八節

/

8 月 7、14、21

時間: 中午 1:00-4:00

語言: 普通話 (附設廣東話)

日期： 2016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參加對象: 18 歲以上男女皆可費用: $40
參加辦法: 請致電 403-265-8446 或到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備住: 請自備水、穿保暖舒適的寬鬆衣服及襪子;不設兒童托管服務
每節的重點如下:

（本講座旨在提供法律信息，並非法律意見）

1. 自動引導

2. 處理障礙

3. 正念呼吸

4. 活在當下

5. 順其自然

6. 想法不是事實

7. 更好地照顧自己

8. 應對未來的心境

時間： 6:30pm – 7:30pm
講者： Iris Li（卡城華人社區中心社區法律計劃助理）
內容：從申請到執行，了解離婚、監護、撫養等家事糾紛
的法庭處理程序以及在不聘請律師的情況下如何自我代理
地點：中央圖書館 2 號會議室
（請乘坐電梯至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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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T
U
O
D
L
O
S
滿
爆
場
全
購票:

‧本賭場內禮品店 ‧致電 1-866-943-8849 ‧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精美自助餐廳

每日不同主題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晚市
自助餐

星期一/二

西式美食

星期三

亞洲美食

星期四

海鮮美食

星期五/六/日

燒焗牛排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1.888.47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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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位
$
2499/位

午市
自助餐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
WWW.STAMPEDETOYOTA.COM

1799/位
$
3299/位
$
3899/位
$
2499/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