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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667.6111PAYMENTS BASED ON 84 MONTH FINANCE THROUGH TOYOTA CANADA AT 1.49% O.A.C INCLUDING GST WITH $0 DOWN.  PRICES INCLUDE ALL FEES AND TAXES EXCEPT GST.  2017 COROLLA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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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優惠

免供款90天 有效日期至 2017年3月17日

$1,500
舊車貼換
新車優惠

多達60輛汽車可供選擇 0 %
2017 3 17

COROLLA

2017 Toyota Corolla CE 2017 Toyota Corolla LE 2017 Toyota Corolla S
SAFETY SENSE, LED, HEAD LAMPS, BLUETOOTH BACK UP CAMERA, CRUISE CONTROL, BLUETOOTH, LOADED BACK UP CAMERA, SPOILER, BLUETOOTH, LOADED

$19,059 + gst

$15,998 + gst

或
首期$0
$97每兩星期供款

原價
每兩星期供款

$116

$23,459 + gst

$20,833+ gst

或
首期$0
$126每兩星期供款

原價
每兩星期供款

$142

$24,259 + gst

$21,633 + gst

或
首期$0
$131每兩星期供款

原價
每兩星期供款

$148

飛行里數公司Air  M i les曾經兩度試圖推

行里程積分過期作廢的政策，但迫於1100多

萬加拿大客戶的強大壓力下均告流產，為挽

回負面影響，安撫眾多客戶的 “受傷之心 ”，

該公司在本星期二（3月1 4日）宣布推出數

項新政，不僅造福於持有大量里程積分的忠

實客戶，也讓積分較少的客戶亦可以受惠。

在以前的“Cash and Miles”的計劃中，持

卡人用積分兌換的商品相當有限，很多積分

較少的客戶甚至無法通過該計劃兌換商品。

Air Miles決定擴大用積分兌換的商品範圍，

現在“Cash and Miles”計劃中幾乎40%的商品

均可對客戶開放，此舉不僅令積分多者有更

多選擇性，也讓積分較少的客戶有資格兌換

，令其更容易從計劃中受惠並獲得獎勵。

第二項新政是鼓勵客戶多積分，成為頂

級持卡人，因為積分越高獲益越大：如黃金

卡成員（Gold Member）在兌換商品時能夠

獲得高達10％的價格優惠，其商品包括廚房

小工具，電子產品，以及電影票等。更高一

級的Onyx成員則有高達20％的折扣。

此外，為了提高服務質量，Air  M i les稱

將通過社交網站Facebook 和Twitter賬戶為

客戶提供24/7的服務。

所有上述新政

將於4月3日開始實施

但多個市場研究機構皆認為，參加此類積

分計劃，每位會員須不斷查澄計劃更新內容。

所獲獎積分亦不宜儲存太久，應盡早兌換心儀

貨品或服務。因為積分有如市場兌現貨幣，貨

品不時升值，亦等如所儲積分貶值。

Air  M i les屢次試圖推出里程積分過期政

策引民怨。

多年之前，Air  M i les曾經嚐試積分過期

政策，擬規定7年內未被使用的積分作廢，

但隨即遭到消費者強烈抵制，該政策在2013
年胎死腹中。

在2016年2月份，Air  M i les公司又宣布

實施新政策：未使用的飛行積分累計時間超

過 5年則自動作廢。換句話說，到 2 0 1 7年 1
月1日，客戶在2 0 1 2年前的積分都會作廢；

而2 0 1 2年開始積分也有5年限期，並按季度

作廢。

Air  M i les試圖推出的新政策激怒了加拿

大1100萬Air  M i les持卡人，他們認為多年苦

苦積攢的積分可能就要作廢，覺得不公平，

於是聯合發起集體訴訟。Air  M i les最終抵擋

不住突然爆發的 “民怨 ”，於是在去年1 2月初

宣布，取消積分過期作廢的政策，並於12月
31日起生效。

Air Miles推出新計劃

安撫萬千抱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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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房地產建築商協會（NAHB）報告稱，美國建築
行業對剛剛上台的特朗普採取的放鬆監管等初步措施
表示歡迎，受此推動，美國3月房地產建築商信心指
數攀升至12年來新高。

NAHB報告稱，3月房地產建築商信心指數攀升6點，
升至71點，為2005年6月以來的最高值。該指數在美
國總統大選後大幅攀升至經濟週期的最高點，但隨後
小幅下滑。此前經濟學家平均預期3月房地產建築商
信心指數將增長1點、增至66點。

該指數的分項指數同樣攀升，追蹤目前銷售狀況的指
數上漲7點升至78點，衡量未來6個月銷售狀況的指數
上漲5點，升至78點。衡量潛在買家的客流量指數上

漲8點，升至54點，同樣創2005年中以來最高值。該
指數高於50則表明狀況好轉，而客流量指數很少高於
50。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去年12月該指數於經濟泡
沫破滅後首次突破50點。

在聲明中，NHAB指出，其成員認可特朗普採取的初
步措施，其中包括取消被NAHB稱之為「難以負擔」
的潔淨水體規定等行政命令。但NAHB同時表示，建
築商仍然認為面臨著過去幾年來一直抱怨的一些挑戰
：原材料價格上漲、缺乏建築用地與勞工等。

NAHB首席經濟學家Robert Dietz稱，在抵押貸款利率
持續數年維持低谷之後，現在建築商猛相信加息將構
成阻力。儘管建築商們顯然很有信心，但預計未來該

指數將會出現某種緩和。在過去的經濟循環中，建築
商信心指數的提升意味著營建步伐更加強化。但自從
房地產危機與衰退以來，美國的建築商活動一直不溫
不火。最近幾個月，美國的新屋開建數字仍不足過去
50年平均數字的三分之二。

美國3月住建商信心指數創12年新高

聯儲局宣布，一如預期調高聯邦基金利率0.25厘，至介
乎0.75至1厘，亦是美國今輪加息周期第3次加息。此外
，當局預期今年共加息3次，與去年12月預測一致；並
維持對短期經濟前景風險「大致平衡」的評估。消息公
布後，美元迅速走弱，最新報101.86，跌0.74%。紐約期
金於電子交易時段漲0.6%，最新報每安士1,210.45美元。
美股反應做好，道指最新報20,925點，升88點；標指報
2,381點，升16點。

聯儲局發表聲明，稱美國就業市場持續轉強，職位依然
穩定增長和失業率近期變動不大，經濟活動續以溫和步
伐擴張，而家庭開支溫和上升，商業固定投資亦略走強
。議息聲明稱，通脹近數季上升，快將邁向當局2%的目
標，市場通脹指標仍然偏低，大部分長期通脹預期近月
來變化不大。

聯儲局同時發表經濟前景報告，維持今明兩年美國利率
升至1.4及2.1厘，2019年由2.9厘，調高至3厘。當局估計

今年美國經濟增長2.1%，與去年12月預測一致，失業率
預測亦維持於4.5%。通脹預測則輕微上調，當局重視的
通脹指標――個人消費開支核心指數，今年增長預測由
12月的1.8%，調高至1.9%。投票取向上，公開市場委員
會(FOMC)成員以9比1通過加息0.25厘，其中，明尼阿波
利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卡什卡利反對通過加息。聯儲局
主席耶倫會後舉行記者會，為今次加息決定解畫。

摩根大通國際主席弗倫克爾預料聯儲局今年或加息最多
4次，他指出，美國經濟活動遠較之前活躍、失業率處
於非常低的水平、失業時間縮短，通脹亦向2%目標邁進
，滿足當局的加息條件，而當前息口仍非常接近零，與
約3厘的正常水平有一段距離。

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泓認為，市場一早已消化
消息，料美匯指數會回落，而港匯則相應轉強。新鴻基
金融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認為，美國息率向上長遠是利
好美元，中長線美匯可升上105。

議息聲明反映美國聯儲局今年傾向加息3至4次，溫傑相
信尤其利好股市。

聯儲局加息0.25厘符預期 市場估未加完

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

美國天然氣供應的過剩正在演變為全球市場的過剩，
對該國天然氣生產商增加出口、擺脫國內市場過剩局
面的努力形成阻礙。在過去兩個半月中，天然氣期貨
價格累計下跌25%。周二跌勢仍在繼續，紐商所四月交
割的天然氣期貨合約下跌3.45%，報每百萬英熱單位
2.938美元。由於暖冬導致取暖需求減少，天然氣生產

商成為今年表現最差的類股之一。

許多投資者押注，新燃氣電廠的上線以及達到紀錄高位
的出口將有助於消化很大一部分過剩的供應。但達到歷
史高位的出口量並不足以改變局面，目前美國天然氣市
場由天氣因素以及大規模的新頁巖氣供應所主導。

Simmons & Co. International 駐休斯敦的分析人士Pearce 

Hammond表示，目前投資者普遍不看好天然氣相關投
資產品。對於美國天然氣生產商來說，一個問題是其
本身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全球范圍內運輸船上待售
的天然氣規模增加，這緩解了一度推動當地價格大幅
攀升的供應瓶頸。近年來全球天然氣價格大幅下跌，
一些地方價格甚至縮水50%。

美國天然氣供應過剩擴散至全球 擴大出口面臨阻力

芥蘭 特級紅蘋果 大甜橙 鴨梨

青豆仔 中國紫心番薯

家樂牌
即食意粉

美味精選
傳統手切臘腸 亨氏醬汁豆 營火牌煙肉片

特級雞腳

青提子

原隻新鮮嫩雞

菠菜

油菜心

西洋菜中國紅蔥頭

好比牌米粉
幸福比內牌
茄汁沙甸魚

惠娜牌三合一
即溶咖啡秋菊牌椰奶

Sparks農場
細白雞蛋

仙女牌
泰國香米

新鮮鱸魚

豬柳(原袋)五花腩

大番茄

新鮮牛腩

多款選擇

原味
辣味

多款口味

原箱
$1.29/磅

3 for

新鮮特級
雞上腿連背

原箱
$1.59/磅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3/17 - 03/20

169
/lb

Chicken Thigh Back Attached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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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報導，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財長史蒂文・努欽打
算利用下週赴德國首次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部長
會議的機會，向外界明確傳遞美國不會容忍任何國家
利用本幣貶值來謀取貿易優勢的信息。這一信息其實
來自美國前政府與其它國家所達成的G-20共識，但知
情人士指出它將成為努欽的重點議題，因其政策團隊
人員未到位，無法圍繞全球貿易規則及其與特朗普總
統「美國優先」立場之間的衝突等要點製訂出詳細的
方案。

作為近年來G-20公報的重要內容之一，避免利用貨幣
政策追求匯率貶值的承諾在美國現政府指責中、德等
其它國家恰恰如此行事的背景之下具有了新的意味。
其它各國準備繼續堅持G-20制定的非正式經濟規章，
而美國似乎卻打算挑戰這一規章賴以存在的共識。了
解美國財政部參會準備情況和G-20公報起草流程的四
位歐美人士透露了上述內容。他們以相關討論涉密為
由拒絕公開自己的身份。

二十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將於3月17日齊
聚德國南部溫泉渡假勝地巴登-巴登。知情人士稱，
美方參與公報起草時間晚，但該國官員已提出要在其
中插入以前會議在競爭性貶值問題上的標準措辭。其
中一位知情人士說，努欽還將表達這樣的觀點，即美
國的貿易逆差就是其它主要經濟體沒有盡到自己的責

任來支持全球需求的一個證據。儘管這也是美國的一
貫怨言，但其它國家都在密切關注美方的這一立場是
否正在變得更為強硬，尤其是對去年貿易順差在本國
GDP中占比超過8%的德國。

有關反對貿易壁壘的措辭可能也會成為各方在巴登-
巴登討價還價的焦點之一。二十國集團去年7月在中
國成都發表的公報要求各成員國抵禦「各種形式的保
護主義」，而這一表述料將成為美國新政府力圖剷除
的內容。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立場、重談北美自貿
協定的計劃以及可能實施的邊境稅都決定了努欽幾乎
根本不可能同意這一措辭。

3月1日的公報草案初稿就刪除了這一承諾，儘管東道
主德國和其它大部分成員國依舊支持這一立場。兩位
知情人士稱，美國要求在其中插入「公平和平等貿易
」的表述，以此體現特朗普支持的內向型貿易政策。
若努欽在德國進一步兜售這一論調，他會發現和自己
的高盛老同事德拉吉存在分歧。身為歐洲央行行長的
後者駁斥了特朗普政府對於德國操縱歐元的指責並捍
衛了二十國集團的現狀。他在法蘭克福舉行的記者會
上說，二十國集團重申自己的承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反對保護主義且支持市場匯率的共識「很多、很
多年來一直都是世界繁榮的支柱」。

多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一直忿忿不平的人民幣兌

美元匯率問題短期內可能降溫。儘管特朗普競選期間
曾承諾要在就任總統第一天就將中國定性為「匯率操
縱國」，但努欽暫時還是將這一措施束之高閣。實際
上，中國的干預是為了阻止人民幣過快貶值，而並非
特朗普所指責的那樣不讓匯率升值。中國人民銀行行
長周小川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說，今年的人民幣匯
率應該會比較穩定。

美國新財長G20首秀在即 在匯率問題上強硬表態

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  F)旗下林肯(Lincoln 
Motor Co.)將在2019年年底前在中國生產汽車。該
公司目前正尋求更好地與德國和美國競爭對手展開
競爭，從而在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汽車市場上獲得更
大的豪華車市場份額。通過這種做法，林肯希望追
趕上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Co.,  GM)旗下的
凱迪拉克(Cadillac)，改變林肯略顯古板的形象，成
為中國市場上的時尚暢銷品牌。

林肯周一稱，將在2019年年底前開始在中國西部城
市重慶生產林肯汽車。福特汽車在重慶已與當地國
有汽車生產商長安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Changan Automobile (Group) Co.)展開合作。福
特汽車首席執行長Mark Fields曾在1月份表示，由
於來自當時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支
持美企在國內開展生產業務的壓力，該公司取消了

在墨西哥的建廠計劃。

福特汽車的一位發言人周一稱，福特汽車的全球理
念是在銷售市場當地生產汽車。這位發言人表示，
即便在中國本地生產的新運動型多功能車 (SUV )上
市之後，美國生產的林肯汽車仍會出口到中國。福
特汽車未就計劃在中國生產的林肯汽車數量置評。
福特汽車2016年在中國銷售了33,000輛進口林肯車
，是2015年銷量的三倍，本地化生產將幫助該公司
滿足未來需求。福特汽車去年中國地區銷量達到創
紀錄的127萬輛。

多年來，中國豪華車市場一直由德國奧迪公司
(Audi AG)、寶馬汽車公司(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BMW ))和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 DAI) 
旗下梅賽德斯 -奔馳 (Mercedes-Benz)三家公司主導
。

林肯將在2019年年底前在中國生產SUV

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一周環球經濟新聞

泰玫瑰牌粿條 海燕牌米粉

越金牌去頭白蝦急凍去腸肚鯽魚
Penta牌
原個榴槤

雞嘜樹糖
匯豐牌
是拉差辣醬潘太牌蠔油

金童牌魚露
亞來地牌
嫩菠蘿蜜

勤柏文牌
橄欖油 菲達牌餅乾拉帕塔牌多士

為食牌泥鰍魚
美心海鮮牌
急凍原隻藍蟹

越金牌
去頭白蝦

頂級海鮮牌
半殼青口

日昇農場
吉列雞柳

海燕牌
原條秋葵 MW牌毛豆莢

精選牌
菲律賓雪糕

海燕牌
綠豆鹼水粽

海燕牌鯛魚

萬字牌醬油

天鵝牌醬油

美味精選
特級草羊粒連骨

海燕牌石斑魚 海燕牌馬駮魚

特級牛扒(原袋)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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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樂旅行社
I & J TRAVEL INC.

Dragon City Mall (龍城商場二樓)
Bay #255, 328 Centre Street, S.E.
Tel:403-234-0553    Fax:403-265-8641
卡城以外免費長途電話﹕1-877-700-7780

自由自助遊
（天天出發，回程免費停留香港）

出發日期：2月20日至5月20日
【費用包括】卡城--溫哥華--首爾 來回機票

 三晚首爾酒店住宿；回程免費停留香港

韓國首爾5天3晚韓國首爾5天3晚

費用以雙人房計，已包稅。以上為淡季價格，必須在出發前15天前完成
所有訂購程序，如少於15天內或如淡季價格機票售罄，則需另付機票差額。

本旅行社代理韓國首爾多間酒店供選擇，
以下是部份酒店連機票價目，歡迎查詢其他酒店價格。

本旅行社代理韓國首爾多間酒店供選擇，
以下是部份酒店連機票價目，歡迎查詢其他酒店價格。
Western Co-op Residence Dongdaemun 東大門西方公寓  $1268
Ramada Seoul Dongdaemun   東大門華美達酒店 $1288
Summit  Hotel Seoul Dongdaemun  東大門頂峰酒店  $1318
Hotel  P J Myeongdong    明洞P J 酒店  $1338
Best Western Premier Hotel Myeongdong 明洞西方高级酒店 $1388

Western Co-op Residence Dongdaemun 東大門西方公寓  $1268
Ramada Seoul Dongdaemun   東大門華美達酒店 $1288
Summit  Hotel Seoul Dongdaemun  東大門頂峰酒店  $1318
Hotel  P J Myeongdong    明洞P J 酒店  $1338
Best Western Premier Hotel Myeongdong 明洞西方高级酒店 $1388

面額 H K $ 4 8 香港電話卡兩張加送

亞省代表愛城Edmonton-South West選區

的華裔議員鄧凱堯（Thomas Dany）提出私人

議案，建議亞省全面廢除夏時制，全年均使用

中部標準時間（central standard time），再

不用把時鐘撥來撥去。

這 名 2 1 歲

，最年輕的亞

省議員表示，

他進行過專門

的調查研究，

不少省民對實

施冬夏時制很

不適應。有父

母群稱調整時間對兒童的發育與健康以及日

常生活節奏有負面影響；長期服用藥物的老

人對時間很敏感，冬夏時制帶來困擾；而蛋

奶農場的農民則說，調整時間不利於他們的

日常操作。

他提出此法案後，越來越多的亞省居民和

官員要求停止實行夏令時，認為這樣做可以不

花一分錢就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而

且讓民眾省去了一年兩次更換時間的不便。

鄧凱堯還在議案中建議，廢除冬夏時制之

後亞省的時間應稱為“亞省標準時間”（Alberta 

standard time）。如果他的議案在省議會通過

，也要等到今年11月份正式生效。

上周日（12日）淩晨2時，加拿大隨美國

進入“日光節約時間”（Daylight Saving Time）

或夏令時間，也就是俗稱的夏時制。雖然全球

有70多個國家採用夏時制，但因其利弊皆有，

故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不過即使在實施夏時制的國家，也並非是

全國一體化，如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和夏威夷

等地就未實施，加拿大的沙省也未採用夏令時

。就沙省（Saskatchewan）的情況而言，據

說主要因為這個草原省農民多，長期以來形成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照顧到這一

特性，並在該省居民的強烈要求下，沙省居民

每年不必把時鍾撥來撥去。

有關夏令時的利弊一直是爭論不休的的問

題，無論在歐洲還是在北美。其有利方面顯而

易見，諸如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有利於人體

合成維生素D 以及對患有夜盲症的人大有好處

等等，不一而足。

但現在即使節省能源的說法也遭到反對者

的質疑：在近期一份卡城經濟研究發現，亞省

居民在夏令時間用電量反而增多約1%。

自從此法案提出後，引起很多亞省省民對

此爭辯，亦有衆多省民認為亞省新民主黨政府

在此經濟疲弱的關鍵時刻，理應尋求一批有經

驗的機構或單位去解決一些更應即時解決的經

濟問題，就業問題等，而並非費時失事去通過

一些“雞毛蒜皮”的法案。

亞 省 華 裔 立 法 會 議 員
    提 出 法 案 廢 除 夏 時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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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or nothing.

© 2017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7 C 300 4MATIC Sedan/2017 C 300 4MATIC Coupe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Stock 
numbers for advertised vehicles are N4587/N2482. *Total price of $46,614/$50,714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including Freight/PDI of $2,495, dealer admin fee of $4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5.80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MSRP starting at $44,000/$48,100. Lease APR of 2.9%/3.9% applies for a term of 45/45 month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for 2017 C-Class (including AMG) up to a total of $450 (including taxes)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50 (including taxes) for finance programs.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Offers valid on in stock vehicles only. Offers end April 2, 2017.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Nothing But The Best Sales Event.
吸引目光的外型與售價，今天就請親臨本車行感受我們2017年最佳陣容汽車並可獲三個月免費供款。
2017 C 300 4MATIC Sedan TOTAL PRICE: $46,614* 2017 C 300 4MATIC Coupe TOTAL PRICE: $50,714*

2.9% $3,000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可獲

現金回扣
三個月免費供款**
額外可獲

††

*Taxes extra. *Taxes extra.

3.9% $4,000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可獲

現金回扣
三個月免費供款**
額外可獲

††

Tel: 1 (866) 938-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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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7 - 03/23

特 價
399

ea

特 價
599

特 價
299

ea

特 價
149

ea

特 價
599

lb

特 價
248

lb

特 價
309

lb

特 價
499

lbRed Onion Pineapple

6 Pack Strudels 
(apple or cherry)Fried Dace

Beef Shank
Digital Muscle

Beef Rib
Finger Meat

Asparagus

Michelina’s Entree

Pork Shank

Thai Chilli
紅蔥頭 菠蘿

蘋果/車里子酥豆豉鯪魚

金錢牛腱牛坑腩

蘆筍

急凍晚餐

珍珠豬腱

泰國辣椒

11.3kg

184g 284g

特 價
1099

ea

lb

特 價
54

for

buy one get one 

F R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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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屆卡城傑出移民獎
「環宇菁英　造福加國」
由卡城移民中心主辦，每年一度傑出移民獎頒獎典禮經於三月十日（星期五）晚上在市中心Westin 
Hotel 圓滿結束。本年的主題是「環宇菁英，造福加國（Global Talent – Canada’s Advantage）」。

當晚到場嘉賓約 600 人，政商界雲集。特別嘉賓包括︰亞省省督 Lois Mitchell、卡城市長南施（Nahee 
Nenshi）、亞省社區服務部長 Irfan Sabir、聯邦國會議員；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兼國防副部長Kent Hehr、
亞省保守黨黨領候選人Jason Kenny等。

大會由移民服務中心主席Paul Avender及行政總監Krystyna Biel致歡迎辭，並表揚移民獎大會主席盤世寶
女士（Josephine Pon）過去五年的無私貢獻，令大會添上無限風采，成績有目共睹。而盤世寶女士亦預
祝新任大會主席能再接再勵秉承大會宗旨，令傑出移民獎能再創高峰。及後由多位特別嘉賓分別致辭，
讚揚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在加拿大努力的成就，為加拿大作出鉅大的貢獻，令加拿大能成為一個更充
滿活力，更多元化及更富裕的國家。本年度獲提名的參選者盡是業界精英，經嚴格評選後，獲獎者更實
至名歸。

2017年度傑出移民獎共有七個獎項，各項得獎名單如下︰

企業及創新獎︰Dr. Anmol S. Kapoor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獎︰Dr. Wael Badawy

藝術及文化獎︰Elena Bushan

社區服務獎︰Dahlia ElShafie-Mostafa

終身成就獎︰Dr. Richard Guy

35歲以下成就獎︰Dr. Annpam Das

多元文化機構︰Genesis Centre

PRES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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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理念：
•本校以推行「德智」二育為宗旨。
•傳承中華文化，讓學生認識祖裔語言及傳統文化。
•實踐教學，重質不重量，培養下一代對學習中文之興趣。

本校特色：
•創校於1996年，為卡城教育部立案不牟利之中文學校。
•設有國、粵語班級，顧及學生不同水平及文化背景，因材施教。
•注重培養學生投入學習，提升成效。
•小班教學，讓老師與學生有更多教學的交流時間。
•通過遊戲、手工、唱遊等活動教學，打穩學童聽説讀寫能力的基礎。
•“快快樂樂學中文” 從學前幼兒班開始採取國、粵雙語教學。
•高中十至十二年級學生，完成課程可獲亞省教育部認可之高中學分。

課程 ：         學前幼兒班 (滿3歲) 至高中學分班 (國語及粵語課程)
學費 ：         全學年$225 (提早註冊 $200) 同家庭第三名及以上子女學費半額優惠
上課時間 ： 星期六上午9:15至下午12:15
校址 ：         509 – 32nd Ave. NE  (Georges P. Vanier Junior High School)
校務處 ：     #270 – 328 Centre St. SE AB T2G 4X6   (唐人街龍成商場二樓270室) 
電話 ：         403-271-8033 ; 403-510-4388       傳真 ：403-288-8887
電郵 ：         info@AlbertaChungWahSchool.ca
網址 ：         www.AlbertaChungWahSchool.ca

誠聘粤語教師。有教育志趣者，歡迎與本校接洽。

亞  省  中  華  學  校
Alberta  Chung  Wah  School

現 招 收 2 0 1 7 – 2 0 1 8 學 年 度 新 生
3 月 1 8 日 前 報 名 可 獲 提 早 註 冊 優 惠

聘 請
3/4 年修車技工

或有證書技工，厚薪
有意請親臨面洽

王医生王医生

王医生逢星期二至五应诊王医生逢星期二至五应诊

轮候时间短 欢迎预约轮候时间短 欢迎预约
逢星期一至星期六应诊逢星期一至星期六应诊

我们欢迎新病人
请联系本诊所预约

从太古广场购物中心 或
Marlborough 轻铁站前往本诊所

#105 - 3223 5th Ave NE
Calgary, AB T2A 6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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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黃氏宗親會於上周日（3月12日）舉行丁酉年春

節聯歡暨慶祝本會 成立50周年雙慶已圓滿舉行。當

日中午12時正在本會所備金豬三牲舉行祭祖典禮，

以紀念先賢功德。同日下午六時，假座華埠銀龍酒

家舉行雙慶晚宴，筵開二十多席，出席嘉賓包括中

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高振廷，僑

務領事商海昕，愛城黃氏宗親會主席黃若凡，卡城

伍氏宗親會會長伍紹倫，及各大社團僑領，當晚筵

席豐富美味，又有各來賓卡拉OK獻唱助興，還有豐

富幸運大抽獎，場面非常熱鬧。

卡城黃氏宗親會仝人致謝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卡城黃氏宗親會2017春節聯歡晚宴花絮
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
高振廷副總領事致辭
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
高振廷副總領事致辭

愛城黃氏宗親會
黃若凡主席致辭
愛城黃氏宗親會
黃若凡主席致辭

卡城伍氏宗親會
伍紹倫會長致辭
卡城伍氏宗親會
伍紹倫會長致辭 卡城黃氏宗親會

黃港富會長伉儷合唱
卡城黃氏宗親會
黃港富會長伉儷合唱

卡城黃氏宗親會
黃炳樞副會長献唱
卡城黃氏宗親會
黃炳樞副會長献唱

卡城黃氏宗親會婦女部合唱卡城黃氏宗親會婦女部合唱

幸運大抽獎幸運大抽獎 嘉賓及全體理事向大家祝賀新春嘉賓及全體理事向大家祝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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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最新 LEXUS 凌志汽車代理」到本車行選購心水凌志是閣下最佳選擇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2017 Lexus GS F shown: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101,386 and Delivery Credit of $2,500. ^F SPORT Credits in March are available on the purchase/lease of select new 2017 Lexus vehicles including 2017 Lexus RX 350 ($2,000 on suffixes G & H), 2017 Lexus NX 
200t ($3,500 on suffix F; $3,000 on suffixes G & H), 2017 Lexus IS 200t ($3,000 on suffix F), 2017 Lexus IS 300 ($2,500 on suffixes F & G), 2017 Lexus IS 350 ($2,500 on suffixes G & H). F SPORT credit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purchase/lease price after 
taxes. *Lease offers provided through Lexus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7 IS 300 sfx ‘F’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50,53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19 
(includes $2,500 F SPORT Credit) with $6,450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6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4,949.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7 NX 200t sfx ‘F’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53,28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39 (includes $3,500 F SPORT Credit) with $6,530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6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6,761.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2017 RX 350 sfx ‘G’ on a 39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68,386.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339 (includes $2,000 F SPORT Credit) with $6,520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in, $0 security deposit and first bi-weekly lease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Total 
of 86 bi-weekly lease payments required during the lease term.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35,203. 52,000 kilometre allowance; charge of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Complete Lexus Price includes freight/PDI ($2,045), Dealer fees, EHF Tires ($17.75), EHF Filters 
($1), A/C charge ($100), and OMVIC Fee ($10). Taxes, license, registration (if applicable) and insurance are extra. Lexus Dealers are free to set their own prices. Limited time offers only apply to retail customers at participating Lexus Dealer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required (but may not be availabl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Off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Offers expire at month’s end unless extended or revised. See your Lexus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lexusofroyaloak.com 優惠至三月卅一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Eric Zhang
Sales Consultant
精通國、英語

手提︰587.969.6799

Andy Luo
Director of Asian Market (市場總監)

精通國、粵、潮、英語
直線︰403.656.9682
手提︰587.888.6106

Howard Lum
Sales Consultant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969.9238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BOLD JUST GOT BOLDER
THE LEXUS F SPORT EVENT
2017 IS 300 F SPORT
LEASE APR BI-WEEKLY LEASE PAYMENT F SPORT CREDITS OF

1.9%* $219* $2,500^
39 MONTHS DOWN PAYMENT $6,450

PAYMENT INCLUDES $2,500ˆ F SPORT CREDIT.

2017 NX 300t F SPORT
LEASE APR BI-WEEKLY LEASE PAYMENT FROM F SPORT CREDITS OF UP TO

1.9%* $239* $3,500^
39 MONTHS DOWN PAYMENT $6,530*

PAYMENT INCLUDES $3,500ˆ F SPORT CREDIT.

2017 RX 350 F SPORT
LEASE APR BI-WEEKLY LEASE PAYMENT FROM F SPORT CREDITS OF

1.9%* $339* $2,000^
39 MONTHS DOWN PAYMENT $6,520*

PAYMENT INCLUDES $2,000ˆ F SPORT CREDIT.

CREDITS AVAILABLE ON ALL F SPORT MODELS ~2017 LEXUS GS F SHOWN

經驗豐富．服務誠懇可靠
全力以赴．助你穩操勝券

鄧立添律師執業超過廿五年，成功個案無數！

現擴展業務為華人服務，本律師行將竭盡所能，

為各界提供最專業的法律途徑，為閣下解決疑難！

TIMOTHY DUNLAP LAW
鄧 立 添 律 師 行
專門辦理︰個人交通意外索償，離婚個案，刑事訴訟

鄧立添律師 及 資深華語助理 Candi Lo

Suite 100
224 - 11 Ave SW
Calgary Alberta

 T2R 0Z3
Tel: 403.265.5299

  Fax: 403.265.5298

地址︰

Website: www.timothyjdunlap.com
Email: dunlaplaw@telus.net

歡迎致電資深華語法律助理
Candi  Lo (403)  265-529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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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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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今大選吹右風 首相：不要特朗普
被視為歐洲極右翼浪潮前哨戰的

荷蘭大選今日投票，執政自民黨、現
任首相呂特與支持度緊咬的極右自由
黨黨魁維爾德斯，在選前最後一場電
視辯論上唇槍舌劍，藉與土耳其的外
交風波爭取籌碼。現時有六成選民甚
至仍未決定投票意向，分析指，維爾
德斯有機會取勝，極右風潮將繼續延
燒，影響法、德等國大選，改變原本
歐洲的政治生態。

法檢控菲永挪用公帑
法國右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菲永

早前被揭僱用妻子佩內洛普當議會助
手，惟並未有履行任何職務，於九八
年到一三年期間仍獲支付八十萬歐元
公帑。法國檢方周二初步以挪用公帑
和挪用公司資產等罪名，對菲永作出
檢控，並於周三接受檢方盤問菲永。

默克爾瞞歐與土交易
德國總理默克爾堅持收容大批難民

的政策，俄羅斯傳媒報道，默克爾、
荷蘭首相呂特被指於去年，與土耳其
前總理達烏特奧盧秘密會面，同意每
年由土耳其接收十五萬至廿五萬名敍
利亞難民，惟默克爾事後並沒有公布
此一數字，導致一眾歐洲國家領袖及
德國民眾蒙在鼓裏。

土耳其熱氣球硬着陸 15華客傷9骨折
土耳其中部旅遊勝地加柏都斯亞

昨日有三個熱氣球，在強風天氣下硬
着陸，導致四十九名外國遊客受傷。
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透露，傷者中有
十五人為中國內地遊客，其中九人骨
折，其中兩人傷勢較重。

華「天波」雷達抗薩德
隨着美軍薩德導彈防衞系統正式部

署南韓，中韓關係愈趨緊張。內地多
個媒體近日重提中國於一月公布、設
於內蒙古的超地平線雷達「天波」，
指出是次部署就是為了反制位於南韓
的薩德系統。據了解，「天波」覆蓋
範圍包括日本及朝鮮半島全境，甚至
有傳能將美國在日本山口縣基地部署
的F35B隱形戰機盡收眼底。

英通過脫歐 料月底啟動程序
英國國會上下議院在當地時間周一

終於通過了英國脫歐法案，只待英女
王御准就會成為法律。首相文翠珊料
會在本月底啟動英國脫離歐盟程序。

金正男案 朝官指美韓策劃
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同父異母長兄金

正男，上月中在馬來西亞被人用VX神
經毒劑殺害，並引起一連串的外交風

波。北韓駐聯合國副大使金仁龍（Kim 
In Ryong，音譯）周一就事件發表意
見，直指金正男案「由頭到尾」都是
美國及南韓策劃。

澳外長促美介入印太區制華
澳洲外交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

op），周一在新加坡國際戰略研究所
發表演講，表示中國在亞洲迅速崛
起，為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印太地
區）的海權爭端帶來全新挑戰。為了
讓印太地區繼續保持穩定，美國及其
盟友應在地區內扮演更有力的角色。

中東僱傭兵公司 訓練疆獨
敍利亞內戰連年，成為極端回教組

織培養國際恐怖分子的溫床。英國媒體
報道指，當地近來出現一間烏茲別克人
領導的僱傭兵公司，專門為極端武裝組
織提供各種軍事服務，包括訓練來自中
國新疆的維族東伊運分離分子。

捲右翼購地醜聞日防相被迫認錯
日本防衞大臣稻田朋美捲入右翼

團體「森友學園」低價購地建校的醜
聞。稻田及其丈夫被指十三年前曾為
該學園擔任法律顧問，稻田一直矢口
否認，惟周二有媒體稱有鐵證後，她
終改口承認並為此謝罪。

東暴雪西酷熱美冰火兩極天
美國東岸在冬末初春之際，迎來今

季最惡劣的暴風雪，多地進入緊急狀
態。名為「斯特拉」的冬季風暴周二席
捲華盛頓、紐約等地，逾六千八百航班
需要取消，影響數千萬居民。惟西部及
西南部多地卻提早受熱浪侵襲，形成東
西「冰火兩極天」的極端天氣。

免費印相 私隱災難
內地多地不少商家為吸引顧客，都

擺放照片打印機供人免費使用，顧客
只要用微信掃描打印機上的二維碼，
將照片上傳到微信公眾號，便可列印
相片。不過免費照片打印機卻是洩密
重災區，有女事主曾用此打印自己的
大尺度私密照，最終外洩，在網上任
人觀看。另有受害人被盜用微信，甚
至遭受陌生人短訊騷擾。

好人法今表決 救人免民責
內地近年屢現民眾「見義勇為」後

被追責，甚或遭誣告索償事件，輿論就
定立「好人法」呼聲日漸高漲，全國人
大昨開會審議備受關注的《民法總則》
草案建議表決稿，當中草案內的「好人
法」條款第三度修改會於今日進行投票
表決，外界都預料順利通過，屆時只要
被官方定為「見義勇為」的行為，都一
律不需負擔民事責任。

荷大選「反土」成主調
荷蘭與土耳其的外交風波持續發酵

之際，荷蘭周三迎來國會大選。在荷蘭
排外情緒滋長的背景下，現任首相呂特
在拉票時強硬應對事件，拒向土耳其道
歉。最新民調顯示，呂特的執政自民黨
與極右自由黨的支持度不相伯仲，加上
今年是歐洲選舉年，荷蘭的選情被視為
民粹主義會否席捲歐洲的指標。

狂人或將緩和對華批評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經濟顧問蘇世民

周日表示，特朗普可能將緩和對華的
批評，包括競選期間曾宣布要將中國
列為「匯率操縱國」的指控。他指，
中國領導層對特朗普任內中美關係的
態度保持冷靜，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方針「有分寸，不像美國般誇張」。

反薩德蔓延冰球賽 中韓大打鬥
南韓推進薩德部署令中韓關係急轉

直下之際，上周六一場亞洲冰球（冰上
曲棍球）聯賽常規賽事成為中國民間反
韓焦點。當日中國職業球隊「冰鶴龍之
隊」在北京迎戰南韓「大明隊」，期間
演變成群毆大戰。雖然冰球賽場打鬥並
不罕見，但內地網民都將事件緊扣薩德
風波，並且為中方球員暴打南韓球員「
叫好」，顯示民間反韓情緒仍在蔓延。

內地超市 樂天商品下架潮
南韓樂天集團供地部署薩德引發中

國民間抵制浪潮，內地多家超市均將
包括樂天旗下商品，甚至全部南韓產
品下架；除實體零售商外，多個電商
平台也開始下架樂天產品。此外，樂
天瑪特超市中國官方網站亦處於崩潰
狀態，頁面一直顯示正在維護中。

美特種部隊 演練平壤斬首行動
朝鮮半島局勢緊急之際，美韓「鷂

鷹」及「關鍵決斷」聯合軍演陸續上
演，參演規模歷來最大。除海陸空軍
外美軍特種部隊亦會「參戰」，模擬
滲透北韓首都平壤、剿除人民軍戰爭
指揮部。

軍國幽靈 日「出雲號」傳將巡南海
日本最大軍艦、準航母「出雲號」

直升機護衞艦，據報將於五月派往南海
巡航三個月，並與美軍聯合訓練。外媒
形容，倘計劃屬實，將是日本二戰後在
南海最大規模的海上力量展示。

韓檢方或本周內傳召朴槿惠
南韓憲法法院上周五通過彈劾案，

正式罷免前總統朴槿惠。她下台後不
再享有刑事豁免權，南韓檢方已啟動
調查程序，有指最快會在本周內傳召
她問話。青瓦台總統府秘書團隊十名
成員亦於昨日集體請辭。

土耳其大報復 封荷蘭使館
土耳其把總統擴權公投的宣傳擴

大至歐洲，引發與荷蘭等歐洲國家不
滿。荷蘭先後禁止土耳其外長及家庭
部長入境，並出動水炮及騎警驅散
在荷蘭鹿特丹領事館集會的土耳其僑
民。土耳其以牙還牙，封鎖荷蘭使領
館及外交大樓，有民眾扯下荷蘭領事
館的國旗，總統埃爾多安更直斥荷蘭
是「納粹餘孽」。

荷大選在即 翻版特朗普民望威脅首相
荷蘭與土耳其爆發外交風波，正值荷

蘭即將舉行大選之際，土耳其傳媒亦把
今次事件與荷蘭國內的排外風潮扯上關
係。有「荷蘭特朗普」之稱的極右候選
人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主張排拒回
教移民，近期民調支持率與尋求第二度
連任的首相呂特不相上下。

曼哈頓檢察官拒辭職 遭特朗普炒魷
特朗普上周五下令四十六名由前總

統奧巴馬任命的檢察官立即請辭，他
被指貫徹真人騷中的「你已被炒了！
」口號，把拒絕辭職的紐約曼哈頓檢
察官巴拉拉炒魷。

朴槿惠笑離青瓦台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上周五被罷免下台

後，未有立即搬離總統府青瓦台，整整
兩日沒有消息。至周日傍晚，朴槿惠終
於首次露面，坐車離開總統府青瓦台，
返回首爾私人住所。大批傳媒緊隨朴槿
惠的車隊追訪，亦早已在住所外等候，
約八百名支持者搖旗吶喊，朴槿惠下車
時面帶笑容。雖然她沒有公開回應彈劾
案，僅發聲明表示「所有後果由我一人
承擔」，又相信真相最終會水落石出。

華遏制反韓潮 樂天外拘示威者
朴槿惠任總統時，堅持要在南韓部

署美軍薩德導彈防衞系統，導致中韓
關係惡化。她被趕離總統寶座之際，
中國政府亦開始壓制薩德問題在民間
引起的怒火，多個城市的反韓示威遭
警方干預。不過，反韓怒火未見平
息，更首度有乘郵輪前往南韓濟州的
中國旅客，集體拒絕下船。

叛逃朝官踢爆金正恩暗殺密碼
北韓駐外高官接連叛逃，加上領

袖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遇刺
身亡，各界極度關注北韓動向。英國
《星期日快報》報道，平壤電台日前
廣播一段密碼，經叛逃南韓的北韓駐
英國大使館前外交官太勇浩解碼，指
金正恩下令殺害一名英國人及一名美
國人，以報復協助太勇浩叛逃。如屬
實，將證明北韓已一改其「只刺殺國
民」的政策，將矛頭指向外國人。

3月15日 (星期三) 3月14日 (星期二) 3月13日 (星期一)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至 

三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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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君經本公司多番誠意邀請下，重返SUNRIDGE MAZDA
履新為銷售總經理，其超卓的銷售經驗及以客為先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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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偉華
營業代表

（國／粵／英語）
403-681-6333

Jeremy Pon

Tel: 1 (866) 938-9816

TED LAM 林先生
本公司銷售總經理

（粵／英語）403-971-1173

歡迎閣下光臨
選購心水座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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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不滿罷免 獨守青瓦台
密友干政醜聞纏身的南韓前總統朴

槿惠，上周五被罷免後一直保持沉默，
守在青瓦台未有露面或遷走。眼見政
壇公主晚節不保，不少挺朴民眾仍未能
接受，續上街示威，要求推翻彈劾案裁
決，更有人襲擊警局洩憤及打記者。示
威至今造成三死數十傷。大批倒朴民眾
亦在首爾遊行慶祝，呼籲拘捕朴槿惠，
二萬警員出動嚴防雙方衝突。

美韓擬建聯合防空導彈司令部
朴槿惠下台，外界關心在南韓部署

美軍薩德導彈防衞系統的計劃會否生
變。美韓分別表明，餘下的薩德部件
會繼續運往南韓。有指兩國更擬建聯
合防空導彈司令部，抵抗北韓威脅。

金正男屍無人領 馬國擬下葬
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兄長金正男於馬來

西亞遇刺身亡，當局日前宣布已確認死者
身份。當地衞生部門昨日表示，暫未決定
如何處理金正男遺體，若他的家人未有前
來認領，或考慮安排在馬來西亞下葬。

荷反埃爾多安 拒土外長到訪
土耳其將於四月十六日就是否賦予

總統更大權力，舉行修憲公投。土耳
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準備前往荷蘭，參
與當地撐政府造勢大會。但荷蘭表明
不歡迎他，更於上周六宣布拒絕其專
機降落，釀成外交風波。

福島核災未退除污又爆貪腐
昨日是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災六

周年，日本各地均有悼念儀式，不少災
區民眾都到墓園拜祭親人。雖然日本政
府已陸續解封疏散區，盼盡早把福島「
正常化」，惟福島第一核電站反應堆早
前錄得的輻射量創新高亦有即將解封的
地區被揭輻射仍處危險水平。至於除污
工作亦首爆貪腐醜聞，有團體批評政府
宣傳一切回復正常，但都是假象。

英揆或周二正式啟動脫歐
英國脫歐法案早前在下議院順利通

過。惟上議院對法案提出兩項修訂，因此
下議院將於周一重新審議法案。英媒引述
消息指，如果脫歐法案當日順利在下議院
通過，文翠珊最快於周二趁着在下議院匯
報上周舉行的歐盟領袖峰會之時，利用這
個機會正式宣布啟動脫歐程序。

被揭收小費 印尼海關辱華客
過關時不允許拍攝，但內地有網民在

印尼機場過關時卻忍不住拍錄像爆料，
因他發現海關人員強制收中國人數百元
人民幣小費；當關員發現他錄影後，不
但留難他，並不斷以「支那人」作稱呼
爆粗侮辱。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在官網上
通報，指已向印尼有關當局交涉。

通過罷免朴槿惠下台
南韓憲法法院昨日就總統朴槿惠彈劾

案作出終極判決，其中密友干政醜聞大
部分指控成立，八名法官罕有地一致同
意通過罷免朴槿惠，令她由該國首名女
總統，淪為首名被罷免的總統，即時下
台。倒朴民眾為裁決歡呼拍掌，開香檳
慶祝。惟大批未能接受結果的朴槿惠支
持者企圖衝入法院，有人痛哭，甚至有
人跳上警車的車頂，與警方爆發激烈衝
突，釀成至少兩死三十傷，浴血收場。

薩德部署不變
朝鮮半島局勢不穩之際，主導部署

美軍薩德導彈防衞系統的朴槿惠下台，
中韓朝關係走向未知。中國外交部拒絕
評論朴槿惠被罷免一事，但重申韓方要
以大局為重，停止薩德部署。而美國則
強調與南韓關係牢固，不會因朴槿惠離
開而改變。有分析認為，薩德部署可能
因南韓換政府而受到影響。

華「關島速遞」亮相反制薩德
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引起中國不滿，

不但民間反韓情緒高漲，解放軍更接
連「大晒肌肉」，首次曝光了有「關
島速遞」之稱的東風26中程彈道導彈
的彈頭，反制薩德意味甚濃。

德火車站恐襲驚魂 狂徒斧劈九人
德國杜塞爾多夫中央火車站有狂徒持

斧傷人，九人遇襲浴血，至少三人傷勢嚴
重，事件再度惹來恐襲疑雲。警方發聲明
表示，一名疑兇被捕，懷疑他有「精神問
題」，而他在逃走時受傷。中國駐當地總
領館稱，事件中沒有中國公民受傷。

監控風波 阿桑奇批評CIA無能
維基解密網站日前公開大批美國中

央情報局（CIA）的機密文件，始創人阿
桑奇周四批評CIA未能好好保護其黑客武
器，是「徹底無能」。他又表示會協助蘋
果、三星和Google等科技企業化解CIA的
黑客武器，協助它們修補產品的漏洞。

建共諜網陸生被捕
台灣校園驚爆首宗共諜案。來自大陸

遼寧本溪市、曾就讀台灣政治大學企管研
究所的廿九歲男子周泓旭，涉嫌利用陸生
身份赴台發展共諜組織，向多個台灣中央
機關刺探機密，涉嫌違反台灣的《國家安
全法》，台北地方法院昨早將他收押禁
見。周男被指受到大陸國台辦高層指示，
國台辦回應指純屬蓄意捏造。

白宮拒英加澳丹民眾參觀
英國早前有過百萬人聯署，促阻止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英。未知是否有心「
鬥氣」，美國國務院近日向英國駐美大
使館發出通知，稱該國公民暫時不獲批
准參觀白宮。

監控醜聞 CIA FBI 查洩密者
爆料網站維基解密日前公開大批聲

稱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機密文
件，披露當局四面八方入侵科技產品
以監控民眾。聯邦調查局（FBI）已與
CIA合作展開刑事調查，亦驚動疑成美
國黑客基地的德國。有消息指，CIA的
承包商和俄羅斯黑客可能是洩密者。

金韓松藏身東南亞
北韓領袖金正恩兄長金正男在馬來

西亞遇刺身亡近一個月，其長子金韓
松日前首度在YouTube報平安。南韓傳
媒引述消息指，居於澳門的金韓松一
家在多國的協助下，經香港、台灣等
多地抵達某東南亞國家藏身。

馬國媒體揭朝外交官部署殺金
金正男在吉隆坡遇刺，馬來西亞傳

媒披露閉路電視片段，指被警方懷疑
為刺殺案主謀的北韓駐馬來西亞使館
二等秘書玄廣松，曾於三個月前與涉
案疑犯見面，且地點正是被搜出化學
物品的吉隆坡公寓，相信他們當時便
已密謀毒殺金正男。

拒華建議 美韓續軍演
朝鮮半島各方劍拔弩張，美國官

員一口回絕日前中國提出的「同時煞
車」建議，矢言美方會繼續與南韓舉
行大規模聯合軍演。日本國會議員亦
提出，日本應發展可先發制人、攻擊
北韓導彈設施的軍事能力。

朴槿惠彈劾案今判決 南韓緊急警戒
南韓總統朴槿惠因密友崔順實干政

醜聞而受彈劾，憲法法院於今日早上十
一時作出判決，或成為南韓史上首位被
彈劾罷免的總統。南韓警方為防判決引
發衝突，昨日起在全國實施緊急警戒，
並加強法院附近一帶的保安。

德國設置歐洲首座慰安婦銅像
慰安婦和平少女像一向被視為南韓

慰安婦的象徵，在南韓國內、美國、加
拿大、澳洲和中國共擺放逾六十座，紀
念二戰中被日軍蹂躪的慰安婦。德國巴
伐利亞州雷根斯堡附近的比金特公園趁
着婦女節，周三下午為歐洲首座慰安婦
和平少女像舉行揭幕儀式。

台慰安婦人權館開幕
台灣首間由民間成立的慰安婦人權

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周
三正式開館。負責經營的婦女救援基金
會表示，特別選擇在國際婦女節開館，
是為了宣示將從「慰安婦人權運動」，
延伸至對婦女人權的持續追求。據了
解，此前試營運三個多月期間，已累積
逾萬人參觀，當中又以日本團客最多。

美中情局再爆劣行全球監聽手機電視
爆料網站維基解密（WikiLeaks）

於美國時間周二下午，公布八千七
百六十一份聲稱來自美國中央情報
局（CIA）的文件，揭露CIA以入侵智
能手機、電視、電腦等「無孔不入」
的方式，在民間搜集情報。維基解密
始創人阿桑奇宣稱，文件數量之多是
歷來之冠，超過「走佬特工」斯諾
登；CIA則拒絕評論文件的真偽。

王毅籲半島： 兩方同步煞車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昨早舉行

記者會，外交部長王毅回應眾多熱點問
題，其中形容朝鮮半島局勢猶如兩列迎
頭列車各不相讓，建議北韓和美韓均應
「亮起紅燈，同時煞車」。他警告南韓
部署薩德導彈防衞系統損人害己。

美卿將訪東亞三國 游說華接受薩德
美韓兩國周一在南韓星州郡展開

薩德系統部署工作後，美國國務院隨
即於周二正式公布國務卿蒂勒森的東
亞之行，他將先後訪問日、韓、中三
國，與各方商討薩德問題。

納吉布示好：無意與朝斷交
金正男遇刺一案，令北韓與馬來西

亞互相驅逐大使和禁止對方國民離境。
馬國總理納吉布周三表明未打算與北韓
斷交。馬國警方繼續駐守北韓使館外，
有馬國駐平壤外交官被禁出境。

朴槿惠彈劾案明判決
南韓總統朴槿惠因密友崔順實干

政醜聞而受彈劾，南韓國家憲法法院
周三表示，將於當地時間明天上午十
一時對總統彈劾案作出判決。朴槿惠
能否恢復總統身份，或是下台收場，
屆時將塵埃落定。由於總統去留舉國
矚目，彈劾宣判將循二○○四年的先
例，向全國電視直播。

日右翼團體建校風波發酵
日本右翼辦學團體「森友學園」早

前被揭去年以低價購地建校，風波繼
續發酵。大阪府私立學校審議會近日
討論該團體設立「安倍紀念小學」一
事，發現其提交的申請資料有可疑之
處，將要求提交佐證。若證造假將不
批准建校。此外，森友學園理事長籠
池泰典亦捲入涉嫌偽造履歷風波。

菲外長涉瞞曾是美公民革職
菲律賓政府發生罕有「大地震」，

外長亞塞（Perfecto Yasay）涉嫌隱
瞞自己曾是美國公民，周三被國會議
員拒絕承認其任命，即時革職，情況
極度罕見。這不但意味總統杜特爾特
需要重新安排外長人選，菲律賓的外
交政策或出現大變化。

3月12日 (星期日) 3月11日 (星期六) 3月10日 (星期五) 3月9日 (星期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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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年 

三 

月 

九 

日 

至 

三 

月 

十
五 

日

多個緊張刺激，賠率高
更有累積彩池撲克玩意

敬請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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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現 增 設

請即光臨
加入 ELITE 55
日間優惠卡會員

會員可享有
Zen 8 Grill 八五折優惠
Centre Bar 九折優惠
每月不同會員慶典

或有關比賽
六次到訪後
可獲特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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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於上周六（三月十一日）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行慶賀春節敬老暨第十五屆理事就職典禮。當晚
筵開六十餘席，到賀嘉賓達六百多人。
特別嘉賓包括︰聯邦國會議員專責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兼國防副部長Kent Hehr、亞省財政廳長兼亞省財務委員會主席Joe Ceci、中國駐卡城總
領事館副總領事高振廷、卡城副市長Andre Chabot、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前亞省省議員鮑胡嫈儀等；並有專程由愛城遠道而來的多個社團代
表團，包括由榮譽會長龐振英率領的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代表團，由會長謝金寶率領的愛城客屬崇正會代表團；及榮譽會長梅廣壽率領的
愛城越柬寮華商敬老培英協會。卡城各大社團，商界代表及多位耆英等皆有出席此盛會。
當晚大會先由卡城精武體育會精彩醒獅表演揭開序幕，繼而唱頌加拿大國歌及由夏來和會長致歡迎辭及向各來賓拜年，隨後多位來賓分別
致賀辭，越華會法律顧問鄺說道大律師主持第十五屆理事就職典禮，最後由越華會英文秘書李烱輝致謝辭。宴會中娛興節目豐富精彩，包
括有財神大派利是、歌唱、舞蹈表演及幸運大抽獎，近百份名貴獎品送給幸運兒，晚會在全場歡樂氣氛中圓滿結束。

加拿大亞省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慶賀雞年春節敬老聯歡暨第十五屆理事就職

相片提供︰Joe Hanson Chan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全亞省最大平治汽車代理商，存貨最多！

營 業 部

維 修 部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403-809-1318

Sales Consultant

國
、
粵
、
英
語

J M Wong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粵
、
英
語

粵
、
英
語

Sam Lee

403-253-1333
Service Advisor

Tony S Wong

403-253-1333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      Tel: 403.253.1333
歡 迎 來 電 預 約 試 車

Salesman Of The YearSalesman Of The Year

熱烈祝賀

榮獲2016年度
本車行最佳營業員

Albert YiuAlbert Yiu

卡 城 西 北 尊 貴 時 尚 住 宅 區

共 管 式 單 位
售價由 $232,000 起

liveatDiseño.ca
403-235-3857
#104, 218 Sherwood Square NW

位於西北Sherwood區Diseno共管式樓房，獨特尊尚設計

，展現無限動感生活模式，社區內環繞緩步小徑和曼妙人

工湖景。購物區，康樂場所近在咫尺。

   · 多款圖則供選擇（備一睡房 、兩睡房、兩睡房+書房）

   · 面積700呎——1186呎

   · 部分單位可觀園景及湖景

it ’ s w hat ’s ins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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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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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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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心算 學校 年齡
3至14

集中
優越
成績

心算

記憶

G-Smart Kids課程幫助3至14
歲的孩童通過活潑有趣的學習方
式運用算盤增強腦力。珠算被認       
為是幼小的孩童認識數學和提高運算技能最有效的方
法。G-Smart訓練孩童同時運用左右腦的能力。我們
精心編纂的練習題可以幫助孩童在大腦未開發前提高
和促進他們大腦神經的發展。

事實上，在全球已經有數百萬的孩童在一些國家
的政府或私人學校裡學習珠算以增強腦力。

優點:

要了解更多有關你的孩子如何能掌握算
給我們一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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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聘 Thai Express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Centennial Place 及 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收銀、執碼兼學廚數名

有意者請於2pm後致電Amy預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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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4月2日周日，參加
伊甸紀念園和殯儀館的
清明活動！

*條件適用，詳情到分行查詢。優惠活動期限：2017年3月13日至4月16日

★有機會贏取2人班夫周末之旅＊

★聯絡我們預訂從佛教中心出發的免費交通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場提供食品和茶點

地點：24223 Township Rd 242, Calgary

現場活動時間：11am - 3pm 

九折清明智選活動
伊甸紀念園
和殯儀館

預 置 制 定 墓 地 產 品 獲 高 達

Eden Brook Memorial
Gardens & Funeral Home
by Arbor Memorial

請致電我們了解詳情： (403) 879-4356
網址：www.arbormemorial.ca/ching-ming

伊甸紀念園和殯儀館
24223 Township Rd 242, Calgary, AB T3Z 3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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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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亞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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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
/位

$2499
/位

$2699
/位

$2699
/位

$2499
/位

$2499
/位

$3899
/位

$3899
/位

晚市
自助餐 全新推出

午市
自助餐

泛亞自助美食泛亞自助美食

逢星期三
最新推出
逢星期三
最新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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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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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PT. 9, 2017

chatr推出「數據加油包」(Data Plus)
及 網上更改月費計劃等更多自助式服務

Chatr mobile現推出新服務，提

供更多種獲得數據流量的途徑，為

您免去按次收費的顧慮。

◆ 即日起，chatr數據用戶可享用

「數據加油包」（Data Plus）服務，這

是一種方便的途徑讓您一次性充值數

據，用戶因此能在達到每月數據使用

限額時購買額外數據。

◆ 選用$25、$35及$45「通話

及短訊計劃」（附加數據流量）的

用戶，均會在每月數據使用量達到

其配額的75%及100%時收到提醒短

訊；而選用$40、$45及$50「區內通

話、短訊及數據計劃」的用戶則會

在其每月3G速度數據使用量達到配

額的90%及100%時收到提醒短訊。

◆ 發送給用戶的短訊中提供了

購買數據包的選項。每次帳單周期

內最多可使用三次。

◇$5可享用200MB數據流量（帶

有附加數據流量的chatr「通話及短訊

計劃」）

◇$5可享用500MB數據流量（chatr 
「區內通話、短訊及數據計劃」）

◆ 上網前往My chatr帳戶，選

擇添加「數據加油包」。

除此以外，chatr還推出更多自

助式服務，讓用戶的操作更簡便。

用戶除了可選擇「數據加油包」外

，還可在網上透過My chatr 帳戶更改

月費計劃。相較以前只能透過客戶

服務部辦理，現在只需上網動一動

手指，便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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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RIDGENISSAN.COM

全加國#1
日產汽車銷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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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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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在本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免費換油/換油隔服務凡在本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免費換油/換油隔服務
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Top Trade-in Value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Top Trade-in Value

黃先生
Delivery Specialist

403.945.8808
電話

粵/英語

Ian Wong

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390.5295
手提

粵/英語

Bernie Put

邱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708.3911
手提

國/粵/英語

Robert Qiu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403.589.2269
手提

0.99%0.99%貸款
利率
貸款
利率 起起

所 有 現 貨
特 價 發 售
所 有 現 貨
特 價 發 售

2016201620162016

0.99%0.99%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長達60個月分期長達60個月分期
或或 $2,500現金回贈$2,500現金回贈

**0.99%0.99%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長達60個月分期長達60個月分期
或或 $2,500現金回贈$2,500現金回贈

**

2016201620162016

0.99%0.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長達60個月分期長達60個月分期 及及 $2,500回扣$2,500回扣
（借貸或租賃）（借貸或租賃）

**0.99%0.99%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長達60個月分期長達60個月分期 及及 $2,500回扣$2,500回扣
（借貸或租賃）（借貸或租賃）

**

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500回扣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500回扣

*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ers cannot be combined.*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ers cannot be combined.

2017201720172017
0.99%0.99%
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

新增
渦輪增壓
引擎型號

新增
渦輪增壓
引擎型號

20162016201620162017201720172017 2017201720172017

0.99%0.99%
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0.99%0.99%
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

《精選二手靚車推介》《精選二手靚車推介》

2015 Honda CR-V Touring
U131831,518 km $30,400

2017201720172017

歡迎親臨
參觀試車
歡迎親臨
參觀試車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性能更高

新增渦輪增壓引擎型號新增渦輪增壓引擎型號

現金購買現金購買 可獲可獲
$1,500$1,500回扣回扣

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500回扣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500回扣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000回扣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000回扣

本田三月份大傾銷

2017201720172017

尚餘少量存貨，欲購從速！尚餘少量存貨，欲購從速！

0.99%0.99%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
長達84個月分期長達84個月分期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1,000$1,000回扣回扣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750$750 回扣回扣

LX 手波LX 手波 租賃 更可獲租賃 更可獲
$950$950 回扣回扣

The best or nothing.

© 2017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7 GLC 300 4MATIC/2017 GLC 43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Stock 
numbers for advertised vehicles are N3422/N19566 *Total price of $48,266/$63,016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MSRP starting at $45,150/$59,900. Freight/PDI of $2,495, dealer admin fee of 
$4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5.80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Lease APR of 3.9%/3.9% applies. Total obligation is $30,003/$38,734. 18,000 km/year/18,000 km/year 
allowance ($0.20/km/$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applies). **Finance example is based on a 60-month term and a finance APR of 2.9%/2.9% and an MSRP of $45,150/$59,900.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Offers valid on in stock vehicles only. Offers end April 2, 2017.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Nothing But The Best Sales Event.
現在是擁有 2017 GLC 300 4MATIC 最佳時機，《AJAC 最佳全新豪華多功能汽車》獲獎名車。
2017 MERCEDES-BENZ GLC 300 4MATIC TOTAL PRICE: $48,266* 2017 MERCEDES-BENZ GLC 43 4MATIC TOTAL PRICE: $63,016*

2.9% $1,500
借貸利率

60個月分期

可獲

現金回扣

** 3.9%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

*Taxes extra. *Taxes extra.

2.9% $3,000
借貸利率

60個月分期

可獲

現金回扣

** 3.9%
租賃利率

45個月分期

**
• Standard AMG tuned AIR BODY CONTROL suspension
• 0~100 km/h in less than 5 seconds
• AMG tuned Biturbo V6 engine with 362 hp
• Exclusive AMG bodystyling with 20” AMG alloy w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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