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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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

$1599

$2499

$2699$2699

$2499$2499

$3899$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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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昨天
（11月8日）向業主發出警告，稱如果到明年2月2
日，業主仍然不能完全說清楚其物業的“身份”，
那麼將要繳納房屋空置稅（Vacant Home Tax），
外加$250的罰款。

羅品信稱，業主們將從本周開始陸續收到市
府信件，其中會指導業主怎麼做。一旦發現業主
謊報，將面臨每天罰款$10,000的嚴厲處罰。

他說從明年開始，市府將為此專門成立執
法隊，增聘人手處理相關事務。他還強調，很多
房屋的主人購買房屋之後並沒有選擇在內居住，
他們更多只是將溫哥華的房屋當做一個投資的商
品。而作為溫哥華人來說，這些空置的房屋如果
能夠出現在租房市場上，對於溫哥華眼下的居民
將會有很大改觀。

去年6月，溫哥華市議會通過動議，將實施
徵收房屋空置稅政策，以此手段打擊炒房行為，
抑制房價，並緩解租房市場壓力。

根據溫哥華市議會的解釋，空置稅主要適
用 於 那 些 沒 有 登 記 為 “自 住 房 ”（ Pr i m a r y 
Residence）的住宅，而且一年內空置6個月及以
上。因此業主專門用於投資的第二套房子，基本
可以算作此類，稅率則為房屋估價的1%。

溫哥華市府曾經根據水電煤氣使用情況，
估計的溫哥華當地空置房屋約有1.08萬個單位。
其中9,700個空置房屬於公寓單位，約佔溫哥華
地區公寓總數的12.5%左右，其它單位則是獨立
屋、城市屋等類型。

溫哥華目前出租房空置率僅為0.6%，令租
客難以找到居所。而溫哥華市府估計，如果出租
市場增加2,000套住房，租房空置率可以從0.6%
上升至3.5%。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也曾經提到徵收空屋稅
。就在今年4月，也就是多倫多房價飆升到歷史
最高的時候，多倫多市長莊德利也曾經表示，對
於多倫多是否徵收空置稅，他持開放態度。他當
時建議市議員們先作討論，多倫多需不需要效仿
溫哥華推出房屋空置稅。

在今年8月，多倫多市府希望就徵收房屋空

置稅聽取各界人士意見，並在市議會大樓內召開

了公聽會。而不能親自出席公聽會的市民，則可

以通過填寫一份網上問卷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省府實施新稅之後，多倫多的房市由熱

變涼，但租房市場仍然火爆，不僅租金高，而且

一房難求！除了本市人口自然增長的原因之外，

每年有90,000多人湧入多倫多也是令出租房供應

緊張的原因之一。

據多倫多地產局MLS的統計，今年第三季度

condos的平均租金上漲10%或$220，到$2,220。
其中studios的月租金要$1,672，一睡房$1,839，
兩睡房$2,498，兩睡房連書房$2,510，三睡房月

租金則需$3,065。

不僅租金上漲，而且有錢也難租房，因為

多倫多出租房空置率僅為1.4%，租房廣告平均掛

出10天就可將房子租出去，令租客在找房過程中

大傷腦筋，為尋一處居所安身疲於奔命。

多倫多的房產市場轉變風向，不僅房屋銷

量下滑，房價也開始下跌。有鑒於此，莊德利及

多倫多市府再沒有重提房屋空置稅之事。

溫 哥 華 市 府 對 樓 價 飆 升 再 發 功
明 年 徵 收 房 屋 空 置 稅 並 重 罰 謊 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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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集團稱第二財季利潤增長
132%，該公司利用龐大的消費者數據推動消費支出
。該公司公佈利潤為人民幣177億元（27億美元），
高於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估計，上年同
期利潤為人民幣76億元。分析師此前預計該公司利
潤為人民幣120億元。

截至9月30日的財季收入為人民幣551億元，上年同
期為人民幣343億元。該公司將財年收入增速預期上

調至最高53%，之前預期最高49%。上調預期考慮到
該公司前關聯公司菜鳥網絡的銷售額。9月底阿里巴
巴集團成為持有菜鳥網絡多數股權的股東。

阿里巴巴集團稱，其在線零售網站天貓和淘寶的收
入增長63%，至人民幣465億元。數字媒體和娛樂業
務銷售額增長33%，至人民幣48億元。該業務包括
移動瀏覽器UC瀏覽器、視頻流媒體網站優酷土豆和
阿里巴巴影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阿里影業)。阿里

影業持有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旗下Amblin 
Partners數量不明的少數股權。

阿里巴巴集團稱，雲計算業務收入增長99%，至人
民幣30億元。該業務今年正在馬來西亞和印度等國
際市場擴大份額，目前處於虧損狀態。不過，今年
截至6月份，付費客戶增加近一倍，摩根士丹利分析
師稱，他們預計該業務未來幾個季度將實現盈虧平
衡。

油價已觸及逾兩年來最高水平，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
幫助提振了原油和燃油需求，此前原油和燃油供應過
剩曾令市場承壓。目前全球經濟出現10年來首次同時
擴張。工業活動升溫增加了柴油需求。更多裝載了貨
物的船舶跨過大洋運輸，消耗了船用燃油。失業率的
下降意味著更多通勤者開車去上班。所有跡象都預示
著原油需求升溫。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 Group)研究主
管Jason Thomas稱，全球經濟增速明顯高於12個月前的
預期。他稱，不僅是增速提高，而且還剛好是石油消
費地區的經濟增速提高。

自9月初以來油價已經上漲了超過15%，為一年多來表

現最好的兩個月。美國原油期貨上週四升至54.54美元/
桶，為2015年7月2日以來最高水平。全球原油基準布
倫特原油上週升破60美元，原因是投資者注意到有跡
象顯示，石油輸出國組織(簡稱：歐佩克)及其他主要產
油國控制產量的聯合行動正在發揮作用。全球經濟增
長也幫助推動美國股市今年創下新高。石油公司利潤
也增長。荷蘭皇家殼牌集團上週四公佈，受油價反彈
推動，第三財季利潤增長近兩倍。

油價走勢明顯反轉。今年2-6月，油價曾暴跌超過20%
，原因是市場對歐佩克是否有能力扭轉已持續三年多
的市場供應過剩狀況感到懷疑。

知情人士稱，高盛集團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
﹕中投公司)擬聯手設立一個規模數十億美元的基金，
為後者這個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美國製造業及其他行
業提供幫助。該基金的目標規模是50億美元，由高盛和
中投公司共同投資，這兩家公司計劃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本週訪華期間聯合宣佈上述計劃。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稱
，高盛和中投公司各出資多少目前還在磋商之中。該交
易如果完成，將成為美中兩國在本週四的一個儀式上宣
佈的一系列協議之一。本週四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將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主持這一儀式。
其他合約、意向書和協議將圍繞航空、液化天然氣和
大豆等領域，這些披露的交易將彰顯兩國貿易關係出
現的進展。此前，特朗普曾多次批評美中貿易關係過
多地向中國傾斜。特朗普訪華期間將有數十名美國企
業高管現身北京，其中包括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
行長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通用電氣公司副董事長

John G. Rice，以及DowDupont Inc. 的執行董事長利偉
誠(Andrew N. Liveris)。
美國商業團體表示，這個代表團和相關交易意在凸顯
特朗普政府正在努力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提
振美國的就業。對中投公司來說，與高盛合作將幫助
其擴大在美投資，業務範圍將不再僅限於公開交易證
券、房地產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領域。上述知情人
士中的一位表示，通過與華爾街的一家頂級公司合作
，中投公司正在尋求減少投資受阻的可能性。另一位
知情人還稱，是中投首先向高盛提出了成立該基金的
想法。對高盛而言，這樁交易賦予了其聲望，凸顯了
該公司在一個被美中兩國視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倡議
中所具有的地位。
此外，如果中國有關部門決定擴大外國機構在中國金
融領域的準入，與中投公司的交易可能令這家總部位
於紐約的投行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中國的金融領域由

國有銀行主導。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加以考慮的問題包
括，是否允許外國銀行擴大在它們的中國合營公司中
的所有權比例。

油價觸及兩年高點 受全球經濟增長加快推動

阿里巴巴第二財季利潤增長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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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與中投擬聯手設立規模高達50億美元的基金

上海白菜 迷你西瓜

奧天瑪牌意粉
媽媽斯塔牌
烤肉醬 壽星公煉奶

皇家牌
高級雙層廁紙

新鮮牛肉眼扒
（原袋）

台灣椰菜

番茄連藤

大廚牌魚露 莎基歌牌飲品海燕牌椰奶

新寶牌
香糙米

嫩炒牛肉

鴨梨

茼蒿菜

大黑提子

迷你砂糖桔

特級基拿蘋果

蓮藕

大廚牌
特級絲苗米

五花腩連骨 新鮮豬扒 火雞胗

惠豐牌
雞味即食麵

中國茄子

生猛馬尼拉蜆

長豆角

多款口味

指定選擇

多款選擇

原箱
$2.19/磅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or $1.49/lb 
for whole case lot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原箱
$1.49/磅

16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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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彭博消息，蘋果公司計劃發行債券，為回購股票和
派發股息籌集資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蘋果計劃最
多發行六筆固定利率債券，其中期限最長的為30年，
收益率或較美國國債收益率高約1.125個百分點。因事
未公開，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蘋果計劃到2019年3月底
，向股東總計回饋3000億美元的資本，該計劃已經完
成了超過四分之三。

美國政府提出的新稅制或令蘋果受益。蘋果首席財務
官Luca Maestri此前在業績電話會議上表示，截至9月30
日，該公司坐擁2689億美元的現金和有價證券，其中

94%在美國以外。這意味著，總部在美國加州Cuperti-
no的蘋果可能受惠於眾議院共和黨人的稅改計劃。該
計劃對企業境外利潤徵稅的稅率為12%。而目前，企業
境外利潤面臨的稅率為35%，但只有在匯回美國的情況
下才需繳納。

不久前，蘋果市值短暫突破9000億美元，為美股歷史
上的首例，對新款iPhone X的旺盛需求令蘋果預計，今
年第四季度銷售額將至少達到840億美元，創出紀錄新
高。美國銀行、高盛集團和摩根大通將負責發債事宜
。

最新泄露的一批離岸公司文件，即所謂的「天堂文件」
(Paradise Paper)，將外界目光聚集到了利用這類工具避
稅的美國人和美國公司身上。匿名人士向德國《南德意
志報》(Suddeutsche Zeitung)提供了1,340萬份泄露文件
並通過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分享，這些文件揭示了總部位於
百慕大的律師事務所Appleby的大量精英客戶及19個司
法轄區注冊公司的離岸商業活動。涉及人士有英國女王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搖滾歌星Bono和其
他名人。泄露文件揭示了蘋果公司、耐克公司(Nike Inc.)
等藍籌股公司的避稅策略：這些公司設法進入離岸避稅
天堂來實現少納稅或不納稅。

駐華盛頓的反洗錢專家Ross Delston稱，最新得知的信息證
實了他們一直以來的懷疑，那就是利用離岸公司避稅的行
為比以前人們想象的更加普遍；不僅不法者、獨裁者、政
界名人，全球大公司和最高凈值個人也利用離岸金融中心
避稅。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在公布第一份文件時稱，與去年
的巴拿馬文件等早前泄密事件不同，「天堂文件」曝光了
更多公司和美國公民。有專家對《華爾街日報》表示， 

「天堂文件」中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公司，這在一定程度上
與百慕大作為安全經商之所的聲譽有關。專家表示，雖然
在百慕大或其他離岸司法管轄區經營業務通常不違法，但
這些地區本身的保密性提供了在金融系統中鉆空子的機會
。Delston表示，一般來說，上市公司喜歡與高端離岸金
融中心打交道，百慕大是其中之一。

激進投資者和觀察人士表示，有一個專門從事離岸金融
的行業，幫助公司和富人逃避稅收或監管。他們表示，
律師事務所和其他非金融組織不受客戶盡職調查和反洗
錢規則約束，在代表尋求避稅的客戶開展業務時自己監
督自己。提倡反腐政策的組織聯盟FACT Coalition的副主
管Clark Gascoigne稱，美國人不去巴拿馬，因為他們認
為巴拿馬比較危險，而百慕大和海峽群島則被視為適合
華爾街人士隱藏資金的地方。他表示，這就是美國人和
美國公司出現在這次泄露事件中的原因。

全球見證組織(Global Witness)反洗錢行動主管Mark Hays
稱，巴拿馬文件揭露了企業和實體進入離岸及非法金融
行業的機制，而「天堂文件」則更加細致地描繪了金融
專業人士在為其客戶建立相關工具及幫助客戶運用這種

機制中所發揮的作用。這些人的目標是找到一個恰當的
地方，他們在這裡可以進入更廣大的離岸系統，而不僅
僅是將資金存在百慕大。

中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就美國對中國鋁箔
產品的反傾銷初裁等措施提出補充磋商請求。商務部
條約法律司負責人就此發表談話。該負責人指出，中
方自2016年12月12日在世貿組織起訴美國反傾銷「替
代國」做法（DS515）以來，一直積極尋求友好解決爭
端方案。令人遺憾的是，美方無視《中國加入議定書》

第15條到期的規定，依然堅持其錯誤做法，在自中國
進口產品反傾銷調查中繼續使用「替代國」方法，違
反其在世貿規則下的義務。美方做法損害了中國企業
的合法權益和世貿規則的權威性。中方對此提出補充
磋商請求，並將堅定地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製下捍
衛自己的權利。

該負責人強調，多邊貿易體制為全球貿易和經濟發展
提供了穩定的競爭環境和全球治理規則保障，中方再
次敦促美方切實尊重多邊貿易體制，盡快糾正錯誤做
法，履行對中國棄用反傾銷「替代國」做法的國際義
務，確保相關反傾銷措施符合世貿組織規則，與中國
一道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與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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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在WTO就美對華鋁箔產品反傾銷案提補充磋商請求

「天堂文件」曝光知名企業和精英人士的離岸避稅策略

蘋果擬發行債券 為回購股票和派發股息籌資

UFC牌香蕉醬
泰香牌
即食咖哩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潘泰諾華星牌
黃咖哩醬料

亞來地牌
菠蘿蜜假日牌午餐肉

Jack n Jill 牌
粟米片

韓式
已調味紫菜

樂蒂牌
水果捲尺糖

海燕牌
鹽煮花生罐裝啫喱

海燕牌
有頭白蝦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海燕牌
去頭
老虎蝦

海燕牌
塘虱魚
酸子湯料

三魚牌急凍
梭子蟹盒裝

海天使牌
急凍魷魚

海燕牌
原條秋葵

小廚師牌
鮮蝦雲吞湯

幸福牌
急凍指天椒

幸福牌
太平洋秋刀魚

幸福比內牌
白椰果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海燕牌
去腸肚鯰魚

海燕牌
巴沙魚扒

幸福比內牌
泥鯭魚急凍特級童子雞

數量有限

新鮮鱸魚

數量有限

甜味
辣味

原味 辣味紅 黃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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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McMillian
銷售總經理

Joe Zhang
403.629.9387

精通︰國語、英語

Gary Han
精通︰韓國語、英語

Andrew Cho
信貸服務部經理

PLEASE READ. ALL OFFERS OAC. ALL REBATES TO DEALER. $6,000.00 CASH REBATE ON ALL REMAINING 2017 TUNDRA IN STOCK, 0% ON SELECTED MODELS AND TERMS. 90 DAYS NO PAYMENTS VALID ON BANK FINANCING ONLY. 
2018 RAV4 LE UPGRADE (BFREVT BM) 64 MONTH LEASE BASED ON 3.99% WITH $0 DOWNPAYMENT AND 24,000 KM/YR DRIVING LIMIT. LEV= $12,844.10. 2017 TUNDRA CREWMAX (DY5F1T CM) 64 MONTH LEASE BASED ON 
3.49% WITH $0 DOWNPAYMENT AND 24,000 KM/YR DRIVING LIMIT. LEV= $19,832.00. 2017 SIENNA (ZZ3DCT AL) 64 MONTH LEASE BASED ON 3.49% WITH $0 DOWNPAYMENT AND 24,000 KM/YR DRIVING LIMIT. LEV= 
$11,454.00 TRADE-IN VOUCHER VALID WITH TRADE-IN ONLY. AEROPLAN OFFER SUBJECT TO CONDITIONS. INVENTORY ACCURATE AT TIME OF PUBLICATION. VEHICLES DEPICTED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LIMITED TIME 
OFFER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SIENNA LE V6
2017 TOYOTA

INCLUDES: REAR PRIVACY GLASS • BACKUP CAM
OUTSIDE TEMP. GAUGE • ROOF RAILS

$95 每星期 首期
$0

64個月租賃 @ 3.49% + GST

節省 $3,504

RAV4 LE UPGRADE
2018 TOYOTA

INCLUDES: HEATED FRONT SEATS • BACKUP CAM
4.2 INCH TOUCH DISPLAY • TONNEAU COVER

$79 每星期 首期
$0

64個月租賃 @ 3.99% + GST

節省 $3,452

INCLUDES: POWER MOONROOF • POWER REAR SLIDING
WINDOW • HEATED SEATS • NAV SYSTEM • TRD PACK

$131每星期 首期
$0

64個月租賃 @ 3.49% + GST

節省 $5,945

TUNDRA CREWMAX 4x4
2018 TOYOTA

SI884083 RA700800 TU689995

$6,000節省
高達0% 指定型號

全新豐田汽車低至 或可獲
借貸或租賃利率

指定型號
全新豐田汽車

現歡迎以銀聯付款

370 Canyon Meadows Dr SE, Calgary, AB, T2J 7C6
(403) 278-6066 www.canyoncreektoyota.com

ANDERSON ROAD

CANYON MEADOWS DRIVE

M
A
C
L
E
O
D
 
T
R
A
IL

D
E
E
R
F
O
O
T
 
T
R
A
IL

B O

W
BO
TT
OM

TR
A I
L

ON THE CORNER OF MACLEOD TRAIL S. AND CANYON MEADOWS DRIVE

免供款 另加
飛行里數

可獲
高達 5,25090天

(OAC) 及 $1,000舊車貼換
新車禮券

可獲

WITH TOYOTA SAFETY SENSE.WITH TOYOTA SAFETY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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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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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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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Canyon Meadows Dr SE, Calgary, AB, T2J 7C6
(403) 278-6066 www.canyoncreektoyota.com

We Are Growing Again!

Canyon Creek Toyota – Product Advisor – Sales Consultant

100% commission, this business you earn what you put in and are   
rewarded on your own personal contributions

Canyon Creek Toyota ha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a Product Advisor in 
Calgary, Alberta.

If you are a Sales Consultant now with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outstanding 
sales we will train you if you are the right �t!

Automotive Industry experience as is preferred but not a must.

We o�er a very competitive compensation package including bene�ts that are 
unmatched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Compensation can be $75,000.00 plus 
for the right individual.

We thank all applicants for their interest, however only those that will be 
considered for interview will be contacted directly.

Please forward your resume in con�dence to adam@canyoncreektoyota.com

急聘豐田汽車營業代表

B e d d i n g to n獨立屋，複式四層

，共四睡房，兩浴廁，交通及

購物方便。 $378,000
K e n s i n g t o n，商用物業，兩層

，12車位。 $2,480,000

西北  R o y a l  O a k  ，獨立兩層

， 2 2 5 7 呎，樓上四房，前進

三車房。 $585,000

西北Capitol Hills，獨立平房，RC-2
地段，1006呎，內外上下大翻新
，新屋頂，新廚具，新暖氣/熱水

爐，上下合
法分租，月
收$2190。投
資極品。

$699,900

新 東 方 天 地 商 舖 ， 可 自 用 或

投資。 $219,000

西北Sunnyside，近市中心，獨
立平房，824呎，兩睡房，一全
廁，後園特大陽臺及車房，交
通方便，近公車及輕鐵站。

$509,900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專業服務，顧客至上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今期特別推介
西北Panorama Hills城市屋，兩層式，1241
呎，樓上兩房加書房，主人套房，共兩個

半浴廁，九呎高樓底，高級廚具，暖氣雙

車房，購物及交通方便。 $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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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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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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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 11/16

特 價
199

特 價
129

特 價
299

特 價
699

ea
特 價
299

ea
特 價
249

ea

特 價
499

ea
特 價
399

lb
特 價
177

lb

Carrots

Green Giant 
Bagged
Vegetables 750g

Kraft  Peanut Butt er 
1kg

Mandarin Oranges

Dessert Bars
1.1kg or 1.48kg

Pork Tenderloin

Green Grapes

Rogers Sugar 
10kg

Frozen Lamb Rack

Grape Tomatoes
(hot house 283g)

Coke 6 by 710ml

Frozen Tilapia

胡蘿蔔

急凍什錦雜菜

卡夫花生醬

柑橘

甜品

新鮮豬柳

青葡萄

砂糖

急凍羊架

聖女果

可口可樂

急凍𩶘鱼

lb ealb
特 價

.59lb

特 價
1199

ea

Buy one

get on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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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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usofroyaloak.com 優惠至十一月三十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Total Cash Purchase Credits include Delivery Credits and Cash Purchase Credits. Cash Purchase Credits may not be combined with special lease and finance rates offered through Lexu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are available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select new 2017 Lexus vehicles in November including 2017 Lexus IS 200t ($1,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IS 300 AWD ($1,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IS 350 AWD ($1,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NX 200t ($2,000 on suffixes B, C, 
D & S; $1,500 on suffixes F, G & H), 2017 Lexus NX 300h ($1,000 on all suffixes). ^Delivery Credits in November are available on the purchase/lease of select new 2017 Lexus vehicles including 2017 Lexus RX 350 ($4,000 on suffix A; $2,000 on all 
other suffixes), 2017 Lexus RX 450h ($2,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NX 200t ($4,000 on suffix A; $3,500 suffixes F, G & H; $3,000 on suffixes B, C, D & S), 2017 Lexus NX 300h ($4,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IS 200t ($3,000 on all suffixes), 
2017 Lexus IS 300 AWD ($3,000 on suffixes B, F & G; $2,000 on suffixes A & C), 2017 Lexus IS 350 AWD ($3,000 on suffixes G & H; $2,000 on suffix D).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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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 350 sfx ‘A’ on a 40 month term at an annual rate of 1.9% and Complete Lexus Price of $60,411. Bi-weekly lease payment is 
$279 with $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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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4. 48,000 kilometre 
allowance; charge of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Complete Lexus Price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2,045), Dealer fees, block heater ($237), air conditioning charge ($100), tire charge ($20), AMVIC fee ($6) and Filters (up to $1.90).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if applicable), and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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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effective beginning November 1st and expire on November 30th unless extended or revised. See your Lexus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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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ktor Liang
Sales Consultant

精通國、粵、英語及四邑話
手提︰403.498.6999

冰 天 雪 地
凌 志 四 驅 　 暢 通 無 阻

AMVIC LICENSED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營業代表
Sunridge Nissan is looking for an energetic, 
self-motivated individual who can work well as 
part of our vibrant sales team.

No prior auto sales experience is required as we 
will provide training on-site.

Must speak �uent English, Cantonese and      
Mandarin. We o�er a competitive payment plan 
and bene�ts package.

Please email resume to Vince Huang 
vhuang@sunridgenissan.com to apply.

3131 32 Ave N.E., Calgary, AB, T1Y 6J1
(403) 291-2626 • www.sunridgenissan.com

營業時間
星期二至日
11am-9pm
逢星期一休息

Pho Huong VietPho Huong Viet
Vietnamese Noodle House

3855 17 AVE S.W.      403-686-3799
#145, 1829 Ranchlands Blvd N.W.      403-239-3388

正宗越南湯粉
及 特色美食
正宗越南湯粉
及 特色美食

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2508 - 24th Ave., Calgary, NE1.888.479.78891.888.479.7889 WWW.STAMPEDETOYOTA.COMWWW.STAMPED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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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啟　事

加拿大卡城中華協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十月廿八日正藉重陽佳節，卡城中華協會周仕栢會長率領第廿五屆眾執行理事及社團會員，虔備金豬、三牲酒醴、
糕點果品、紙寶鮮花等，前往卡城南北華人墓園致祭先僑，謹代表華人社區表達對先僑緬懷之情。承蒙各熱心社團及  
個人捐助拜祭經費，功德無量，特此登報鳴謝！

卡城中華協會　敬謝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請原諒！】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  $100
卡城佛學居士林      $100
李氏公所            $100
五邑同鄉聯誼會       $80
福建同鄉會           $50
黃氏宗親會           $50
越南華裔聯誼會       $50
卡城至孝篤親公所     $50
亞省越棉寮華人協會   $30

精武體育會           $30
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 $30
馬氏宗親會           $30
余風采堂             $20
弓河音樂研究社      $20
趙莉舞蹈學校         $20
錢有金  $50
夏來和  $50
周仕栢  $30

余策源  $30
李民新  $30
李新民夫人 $30
劉端河 $30
吳麗君 $25
司徒明 $20
黄國樑 $20
葉秉三 $20
盧廣同 $20

李相群    $20
關秋爕 $20
夏德明 $20
李文傑 $20
李烱輝 $20
凌景彬 $20
董領先 $20
趙光奕 $20
李權烈 $20

來自美國的B ett y Chan
與餐廳東主Peter合影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惠午餐及晚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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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rk Loin              (豬嫩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Salmon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Baklova）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 歡迎預早訂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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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致電Amy預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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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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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指定型號汽車

購車借貸
利率優惠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閣下可選擇

或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6,921 起，稅項另計。

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621 起，稅項另計。

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1,516 起，稅項另計。

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37,046 起，稅項另計。

年終大優惠

Thermal Paper $2799／箱

$5799／箱

卡城市內免費送貨

(For Debit Machine)

(For POS Terminal)

*NO HIDDEN FEES
*NO HAULAGE FEES

Process Visa, Mastercard, ATM, American Express and DebitProcess Visa, Mastercard, ATM, American Express and Debit

Savings GUARANTEE!Savings GUARANTEE!

保證為你節省費用 歡迎來電預約比較保證為你節省費用 歡迎來電預約比較

1.62% 1.55%1.55%
1.59% 1.49%1.49%1.49%

per
transaction

per
transaction

Payment lnc.Payment lnc.
卡城查詢電話  (Louis Lee)其他城市或省份

各商戶請注意
本公司保證給予較目前使用中所付費用更低廉價格

如未能達至保證願付$500現金作抵償

終止服務　無須額外收費終止服務　無須額外收費

現增設租機服務現增設租機服務
無須合約 無額外收費無須合約 無額外收費

免費安裝．免費培訓免費安裝．免費培訓

緊急支援服務．兩小時到達緊急支援服務．兩小時到達

機件終身保用機件終身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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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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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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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免佣百家樂免佣百家樂

已於高投注額貴賓廳登場！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應有盡有

全新

liveatDiseño.ca
403-235-3857
#104, 214 Sherwood Square NW

 

it ’s what ’s insideL ANDMARKHOMES.C A

卡 城 西 北 尊 貴 時 尚 住 宅 區

優惠期有限

可節省高達 $25,000 購買全新樓房住宅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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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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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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想動武應談判

正展開亞洲之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朝鮮半島戰雲密布之際，昨日踏上南韓領
土。他與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首腦會談，
雖然表明不想對朝動武，但強調如有必
要，美國將動用所有軍事力量保護盟友，
呼籲北韓重返談判桌；而文在寅則再度重
申要和平解決北韓核危機。北韓同日強硬
回應，批評美國「以核威脅恐嚇北韓是癡
心妄想」，並嘲笑南韓是美國傀儡。

韓萬五警力 壓制反特示威

特朗普視察駐韓美軍基地後，前往首
爾南韓總統府青瓦台，警方出動一萬五千
人嚴密戒備。大批民眾在青瓦台附近抗議
特朗普到訪，斥責他會為朝鮮半島帶來戰
爭，文在寅政府罕有拉人壓制示威。

韓慰安婦出席國宴

經過一整日的行程，文在寅周二晚上在
青瓦台設下國宴，款待特朗普伉儷，宴會
現場衣香鬢影。有日本傳媒報道，八十八
歲慰安婦李容洙亦有獲邀出席，與特朗普
同場，日本政府已表示關注。

三航母傳數日內朝鮮水域軍演

美軍早前宣布，尼米茲號、羅斯福號及
列根號三大航空母艦戰鬥群將於亞太舉行
聯合軍演，震懾北韓。有美國官員昨日透
露，軍演將於未來數日在西太平洋舉行，
是十年來美軍首次有三大航母戰鬥群在同
一地區軍演。

特朗普今起訪華三日 京：禮尚往來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今日至周五訪華。
負責運送其物資的兩架美軍運輸機，昨已
抵達北京；特朗普下榻的酒店亦進入嚴密
保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這是
十九大後中方接待的首場國事訪問，兩國
元首將就朝核等重大問題，進行戰略性溝
通。她還指，中國講究禮尚往來，世界足
以容納中美和平共存。

中美冀簽訂120億美元投資項目

特朗普訪華共有四十多家美國企業代表
隨行，中美可能達成七十億美元的能源投資
項目；亦可望共同設立一個規模達五十億美
元的投資基金，投資對象是美國製造業。

沙特40權貴 關押酒店席地睡

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早前
大舉肅清反貪，一口氣拘捕十一名王子及
至少三十八名高層政府人員。有外國傳媒
在首都利雅得一家五星級酒店，疑似拍攝
到平日習慣高床軟枕的四十多位權貴，被
囚禁在會議廳，他們只獲發簡單臥鋪，被
迫躺地入睡。

教堂槍手懷恨外母大開殺戒

美國德州周日的教堂槍擊案舉國震驚，
警方最新調查證實，殺害廿六人的槍手凱

利最終自轟頭部身亡，相信其犯案動機純
粹為家庭糾紛。他的外母是出事教堂教
友，事前曾收到恐嚇短訊，警方正朝此方
向追查。空軍被揭發無按規定，將凱利服
役時的犯罪紀錄交予聯邦調查局（FBI），
使他可以取得槍械；空軍周一承認事件，
國防部已展開調查。

平民英雄 拍住追兇

美國德州教堂槍擊案中，兩名英勇平民
朗根多夫（Johnnie Langendorff）及維勒
福德（Stephen Willeford）協助追逐和制
服槍手凱利。維勒福德事後受訪時坦言，
當時嚇得要死，又謂自己並非英雄，只是
希望拯救生命。

天堂文件揭蘋果公司Nike避稅

日前曝光的「天堂文件」進一步揭露多
間跨國企業避稅情況，最新文件揭露蘋果公
司在愛爾蘭決定改變商業稅收政策後，將大
部分財產從愛爾蘭總部，遷移到英國屬地海
峽群島的澤西島。而運動用品公司Nike亦被
指另開公司避稅。這些行動均屬合法。

尤權出任統戰部長

中共十九大後，內地官場再有人事變
動。據內地官媒報道，中央書記處書記尤
權昨日以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身份，主持無
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和新的社會階
層人士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座談
會，並發表講話，這意味着尤權已接替孫
春蘭，出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預料他將兼
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

王岐山撰文：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在中共十九大卸任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日前發表題為
《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的文章。官
媒昨刊登全文，強調要實現偉大夢想，必
須全面從嚴治黨，解決長期執政條件下自
我監督問題，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
上。

國際合作反腐敗 華提三建議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七屆締約國大
會，周一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開幕。中國
代表、外交部部長助理錢洪山率團出席，
並在大會上闡述中方立場。他強調中國高
度重視反腐敗工作，除了不斷完善國內反
腐敗法規制度，強化權力監督，同時亦積
極展開反腐敗國際合作，為反腐敗全球治
理貢獻「中國方案」。

蔡英文政策礙兩岸和平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自執政以來，其兩岸
政策屢受批評。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昨公布有關蔡英文兩岸政策滿
意度的民調，四成六民眾認為蔡英文的政
策對兩岸關係沒幫助。有分析認為未來恐
形成蔡的領導危機。

特朗普安倍共訂目標 拉印澳抗衡中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日之行在昨日進入高

潮，他事前在另一場合就貿易逆差開火，
避免與日揆安倍晉三正面交鋒，換來首腦
會談的平和氣氛。安倍宣布配合特朗普政
策對北韓施壓，並跟從美國把亞太地區改
稱「印太」地區，把印度拉入抗衡中國的
藍圖。特朗普表示，日本同意採購大批美
製軍備，能把北韓導彈打飛。他又重申對
北韓的戰略容忍時代告終，會談在未有大
突破之下結束，安倍亦無法把美國拉回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被促加強對北韓施壓 華：不需人告訴做甚麼
特朗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周一會談

後，認為中國需要在解決北韓核問題上發
揮更重要作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同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不需要任
何人告訴中方應該做甚麼，並指中方一直
推動半島核問題透過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
決，並希望各方像中國一樣，真正發揮負
責任的作用，作出有建設性的努力。

印擬邊境增建機場 以便調兵制華
中印今年六月至八月在洞朗對峙，氣氛

一度緊張。據印度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指，
當時印度在中印邊境附近的拉達克地區，
以演習為名部署了近萬名兵力，並下令邊
境地區保持足夠的兵力及警覺性，駐兵近
日已經撤離。

首爾大布防禁示威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日本後，今日前

往下一站南韓作國事訪問，與南韓總統文
在寅舉行首腦會談，料將討論多項棘手議
題，包括朝核危機、美韓經貿、部署薩德
等。特朗普訪問期間，首爾警方將維持最
高級別保安。有韓媒指，由於美韓、中美
及中韓領導人會談均於本周內舉行，因此
這是影響朝鮮半島局勢的「超級周」。

沙特肅貪 王子逃亡 也門墜機八死
沙特阿拉伯陷入多事之秋，繼首都利雅

得上周六罕有地遭也門什葉派叛軍青年運動
襲擊，及王儲穆罕默德•薩勒曼同日肅貪拘
捕多名王子及高官後，前王儲穆克拉的兒子
曼蘇爾王子（Mansour bin Muqrin）乘坐的直
升機，周日飛至沙特與也門交界時墜毀，機
上八人身亡。沙特隨即宣布關閉和也門接壤
的海陸空邊境。有指曼蘇爾和穆罕默德•薩
勒曼並不咬弦，惟暫未確認直升機是意外失
事，抑或遭擊落，令事件顯得撲朔迷離。

比國有條件釋前加泰五官
身在比利時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前自治

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周日向比利時自首，經
過十五小時盤問後，比利時同晚宣布有條件
釋放普伊格蒙特及四名前加泰部長。普伊格
蒙特翌日在Twitter發文，批評西班牙無理
地扣留他的內閣成員。另有消息指，比利時
法院將於本月十七日首次開庭審訊。

特朗普甫抵日 戎裝警告平壤

美國總統特朗普乘坐專機空軍一號，
昨日抵達訪問亞洲行程第一站日本。他首
先在駐日美軍面前發表強硬演說，就朝核
危機警告北韓，勿低估美國的決心及壓倒
性軍事實力。美國軍方除了調動三艘核動
力航母前往西太平洋，同時暗示不排除派
出地面部隊入侵北韓，鎖定所有核設施。
特朗普之後與日揆安倍晉三展開高爾夫球
外交，並準備今日舉行首腦會談，尋求統
一對北韓戰線。北韓則反擊指美國如錯判
形勢，會遭無情懲罰。

尼米茲號入南海 三航母日內會師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由夏威夷轉抵日
本訪問，美軍亦在區內調動兵力，為特
朗普的亞洲之行造勢。美軍核動力航空母
艦尼米茲號戰鬥群，已經由印度洋駛入南
海，另一航母羅斯福號戰鬥群於同日亦離
開關島。加上位處日本水域的列根號，意
味美軍三個航母戰鬥群已經集結在西太平
洋，準備會師及共同演習，劍指北韓。

美眾院續查通俄 傳召特保鏢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亞洲之行，受到國
內通俄案困擾。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向特
朗普私人保鏢發出傳票，要求他周二出
席聽證會，交代特朗普於二○一三年到
訪莫斯科時的活動詳情。

中俄籌建冰上絲綢之路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早前訪華期
間，中俄提出要共建「冰上絲綢之路」
。有內地專家指出，這條穿越北冰洋的
北極東北航線，將連接北美、東亞和西
歐三大經濟中心，相較馬六甲海峽等傳
統航路，不僅可以縮短三分之一航程，
亦大幅降低耗油等航運成本，有助推動
「一帶一路」經濟活動

沙特攔截也門叛軍導彈

美國撕毀伊朗核協議後，中東局勢再
起波瀾。被指獲伊朗背後支持的也門回
教什葉派叛軍青年運動，上周六向回教
遜尼派龍頭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國
際機場發射一枚飛毛腿導彈。導彈罕有
地穿越逾千公里防線，幸被沙特防空導
彈攔截，避免人命傷亡；青年運動承認
責任。沙特昨日還擊，空襲也門首都。
這是沙特首都中心地帶首度遇襲，分析
指發射導彈的指令或來自伊朗。

加泰前主席及4前部長比利時自首

西班牙中央政府早前發出國際拘捕令，
緝捕逃往比利時的前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
主席普伊格蒙特及另外四名前部長。上述
五人昨日向布魯塞爾警方自首，當地檢察
官表示將會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公眾公布
有關詳情。法官會在二十四小時內，決定
是否正式拘捕他們及會否引渡他們回國。

11月8日 (星期三) 11月7日 (星期二) 11月6日 (星期一)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至 

十
一 

月 

八 

日

食物類食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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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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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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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大統華

8 AVE. NE

36
 S

tr
ee

t N
E

5 AVE. NE33
 S

tr
ee

t N
E

Beef / 牛肉　Chicken / 雞肉　Pork / 豬肉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 越式肉餅

Shredded Pork / 豬肉絲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越
式三文治越
式三文治 $500$500

每條

起

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

多種美食甜品 應有盡有 常備大量中、越雜貨 歡迎選購

每月首星期九折優惠
現增設愛城送貨服

務，歡迎愛城各食

肆批發訂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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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戰機奔半島照 特朗普新招懾朝

朝鮮半島局勢動盪不安，美軍以三艘
航母及演習威懾北韓。開戰氛圍籠罩東北
亞、加上國內通俄醜聞愈演愈烈之際，美
國總統特朗普展開上任後首次亞洲之行，
於香港時間昨晨先飛抵夏威夷，往美國太
平洋司令部總部聽取亞太地區局勢匯報，
並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的陪同下，
檢視美軍戰略轟炸機及戰機直飛朝鮮半島
的照片。北韓官媒同日發文反擊，斷言拒
絕無核化談判，美國不要癡心妄想，更稱
北韓的「核武寶劍將變得更鋒利」。

應韓與日對等要求 取消登上出雲號

曾有報道指特朗普訪日期間會視察
日本「準航母」出雲號，惟日媒報道，
韓方曾要求美國調整特朗普的行程，認
為停留日、韓兩國的時間應該對等。最
終，白宮安排特朗普周二在日本沒有官
式活動，並取消當日登上出雲號的行
程，上午便出發往南韓首爾。

文在寅向華示好 拒美日韓軍盟

在特朗普到訪前夕，南韓與中國的
關係「破冰」。南韓總統文在寅上周五
表示，反對美日韓三國組成軍事同盟，
更警告日方不要以朝核威脅作為軍事擴
張的藉口。文在寅接受新加坡傳媒訪問
時表示，重視有六十七年歷史的美韓同
盟，但誓言加強與中國的外交努力，希
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

習近平下周訪越 王毅赴河內籌備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日前訪問越南，
分別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及總理阮春福
會面。內地官媒透露，中越雙方討論了
一帶一路合作，及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
期訪問越南，參與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APEC）的準備工作。

東京四萬人反安倍修憲

上周五是日本憲法公布七十一周年，
約四萬人在位於東京的國會前集會，反對
首相安倍晉三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
民望急升的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魁枝
野幸男、共產黨黨魁志位和夫、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的代表亦有
到場。有參加者直言，由新安保法、特定
秘密保護法、共謀罪至現在的修憲，予人
「在準備戰爭」的感覺。

西班牙正式緝捕加泰五巨頭

西班牙國家法院上周五發出國際拘捕
令，緝捕目前正在比利時的加泰羅尼亞自
治區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及四名前部長。比
利時檢察部門翌日確認收到通緝令，指一
旦發現相關人士，法官將在二十四小時內
決定，是否逮捕或將他們收監。普伊格蒙
特昨日在Twitter呼籲加獨支持者團結，
參加下月舉行的議會重選。

「B-1B模擬核攻北韓」
在美軍三艘核動力航母「護航」下，美

國總統特朗普於香港時間周五晚展開訪亞洲
之行，他出發前再向中國施壓，指如果容忍
北韓繼續妄為，日本將會出手。但消息指他
已拒絕登上日本「準航母」出雲號。北韓則
嚴厲批評美軍緊密的軍事威懾手段，指美
軍派遣B-1B轟炸機飛抵南韓領空，是演習向
北韓「投擲核彈」，意圖挑起朝鮮半島的戰
爭。中方呼籲各方謹言慎行。

三航母勢借自由航行制華
特朗普訪亞前夕，美軍加強在亞太的

軍事部署，派出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罕有
同時出現在區內，之後更會共同演習。南
韓傳媒周四引述消息稱，美軍航母很有可
能執行「自由航行任務」。美國近年多次
以此任務為名，派軍艦闖入南海，引起中
方不滿。如果屬實，意味演習旨在遏制中
國，而非向北韓展示軍力。

中美聯手年破四大毒品案
中美緝毒執法合作案件新聞發布會周五

舉行，透露今年以來，公安部禁毒局與美
國司法部緝毒署合作，加強情報交流、聯
合辦案，連續偵破四宗特大毒品案，顯示
中美緝毒執法工作有重大成效。

加泰宣獨14要員遭拘緝
西班牙中央政府繼續「追殺」被免職的

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前要員，法官周四
裁定，九名被捕的加泰前內閣成員中只有
一人准許保釋，其餘八人需還押。前加泰
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與另外四名閣員
仍身處布魯塞爾，法官周五考慮向五人發
出拘捕令，將向比利時提出引渡申請。普
伊格蒙特的代表律師表明會力爭免除遞解
出境，但不會尋求庇護。

習應邀赴越出席APEC會議
外交部周五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應越

南邀請，將於本月十日至十一日到越南峴
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廿五次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並於十二日至十四日，
對越南及老撾進行國事訪問。

習籲全軍強化備戰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周五以「軍委聯指總指揮」身份率
領新一屆中央軍委成員，視察「軍委聯合作
戰指揮中心」，習近平強調要從軍委做起，
強化備戰打仗鮮明導向，並首次公開與駐守
非洲吉布提海外基地的官兵視頻對話。

在台涉諜被押多月 陸生上訴
台灣政治大學陸籍畢業生周泓旭因涉在

台發展共諜組織，被羈押在土城看守所已八
個月。他透過友人向台媒喊冤，指自己認識
自稱外交部官員的阿偉，被對方詢問賣情報
價碼，隨口回應後遭插贓逮捕。周泓旭強調
遭陷害，但法官不信，他已提出上訴。

美B-2 B-52演習 擬對金正恩斬首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美國時間周五啟程展
開亞太之行，朝鮮半島局勢迎來新一輪風
浪。有美國軍事新聞網站周一透露，可搭
載核武的美軍B-2隱形戰略轟炸機及B-52戰
略轟炸機，疑於上月中在密蘇里州演習，
模擬針對北韓領袖金正恩的「斬首行動」
。與此同時，南韓情報機構昨日警告，沉
寂了一段時間的北韓，有再發射導彈的迹
象；韓軍同日即舉行實彈防空演習，包括
出動自行研發的「天弓」中程防空導彈。

限韓令結束 女團准訪華

中國與南韓日前宣布「破冰」後，韓
媒周四引述消息指，南韓外長康京和將
於本月訪華，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料
討論朝鮮半島局勢、總統文在寅訪華等
議題。隨關係解凍，中國「限韓令」結
束，有南韓女團獲准在華演出。

法護衞艦赴南海 華戰機潛艇跟蹤

特朗普訪亞前夕，南海局勢再成焦
點，法國海軍更首度染指南海北部。法國
傳媒披露，海軍最新裝備的反潛護衞艦奧
弗涅號，上月二十日首次開赴南海，更聲
稱途中疑被中國潛艇跟蹤，並因解放軍海
上巡邏機監視兩度改變航線。

紐約倍增狙擊手 周日照辦馬拉松

美國紐約市發生自九一一以來最嚴
重的襲擊後，反恐戒備全面升級，車
站、機場均有大批警員巡邏，並即將迎
來大型活動的保安挑戰。市政府於周三
宣布，下周日將如期舉行國際馬拉松大
賽，為保護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數萬選手
及觀眾，市政府將派出當地歷來最嚴密
的警力布防，包括狙擊手翻倍，並以運
沙車阻擋汽車恐襲。

科州超市槍擊三死 兇徒落網

美國紐約市發生恐襲後一日，科羅拉
多州桑頓市一間連鎖超級市場，於當地
時間周三發生槍擊案。當地警方表示多
人中槍，增至最少三人死亡，相信事件
不涉及恐襲。有目擊者稱，現場傳出多
達三十下槍聲。當局其後證實疑兇為四
十七歲男子奧斯特姆（Scott Ostrem）
，並於周四落網。

加泰原主席等五人勢遭通緝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單方面宣布
獨立後，國家法院傳召已被撤職的自治政
府主席普伊格蒙特等約二十名加泰官員，
周四到馬德里接受正式調查。早前已透過
律師表明會無視傳召的普伊格蒙特，以及
另外四名身處比利時的前內閣成員未有現
身法院；檢察官要求向上述五人發出在歐
盟範圍內的通緝令，並尋求將他們遣返回
國。其「第二把手」、已撤職的副主席洪
克拉斯如期到庭。

貨車血洗單車徑8死13傷IS孤狼落網
美國紐約市於周二萬聖夜，遭受九一一

恐襲十六年來最嚴重的襲擊。一名擁美國
居留權的烏茲別克裔孤狼在曼哈頓下城區
駕駛小貨車，直剷上世貿中心紀念館附近
的一條單車徑，瘋狂猛撞多人後再持槍下
車施襲。事件中至少八死十三傷，包括多
名外國人。警員當場開槍制服疑犯，並在
其車上尋獲聲言效忠回教極端組織「伊斯
蘭國」（IS）的字條。總統特朗普譴責事
件。中國外交部指事件無中國公民傷亡。

兩軍機逼近列根號遭攔截 俄美東海鬥法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展開訪問亞洲之

行，在外交施壓的同時，美軍三艘核動力航
母亦罕有到區內示威。此舉刺激莫斯科神
經，俄軍派出可搭載核彈的兩架戰略轟炸機
到亞太，展示在區內的實力，更在東海飛近
美軍核動力航母列根號。列根號和日本自
衞隊派出戰機攔截，在東海上空展開角力。

俄總理訪華 獲習近平接見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周二展開其訪

華行程，昨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釣
魚台國賓館接見。習近平強調俄羅斯是
中國的最大鄰國和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中方對發展和深化中俄關係的目標和決
心不會改變。

特訪亞期間 三航母料多次演習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國防部官員消

息指，包括羅斯福號、尼米茲號和列根號
在內，共三個美軍航空母艦戰鬥群，即將
前往朝鮮半島，並考慮在特朗普訪亞期間
逗留該區，舉行多次軍事演習。

楊潔篪密晤韓官 終達薩德協議
因南韓部署薩德導彈防衞系統而凍結

的中韓關係，日前宣告「破冰」，有韓
媒披露，中韓關係出現轉機，源於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南韓總統文在寅七月
在德國柏林結束首次會面後，中國國務
委員楊潔篪與南韓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
鄭義溶秘密會晤，減少分歧，最終就發
表雙邊關係溝通結果達成一致。

通俄風波 揭馬納福特擁1億3600萬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

及其生意拍檔里克•蓋茨的通俄案件繼續
審訊，周二庭上再披露更多細節。法庭文
件指，馬納福特在二○一四至一六年間的
資產總值曾高達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曾
擁有三本不同序號的美國護照，並曾連續
兩年到訪中國。 

加泰原主席 拒西班牙法院傳召
西班牙最高刑事法院法官，周二傳召

被撤職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
蒙特，及十三名前閣員，於今日到馬德
里接受正式調查。身在比利時的普伊格
蒙特拒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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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門 酒 家龍 門 酒 家
DRAGON GATE RESTAURANT

4408 - 17th Ave. SE Calgary
電話：403-272-8701

每周六天營業（逢星期二休息）
星期一至五︰11am-2:30pm / 4pm-10pm

星期六／日︰11am -10pm

香辣脆骨䱽魚香辣脆骨䱽魚 紅燒元蹄紅燒元蹄 刴椒多寶魚刴椒多寶魚 梅菜扣肉梅菜扣肉 潮式鹵水鴨（半隻）潮式鹵水鴨（半隻）

$1795$1795 $2895$2895 $2195$2195 $1895$1895 $1595$1595

全新推出多款精彩美食

（祇限堂食，必須連同兩個正價小菜同時享用，每日售完即止。）

北京片皮鴨
片皮 / 骨湯 / 炒飯

$2888

三食
另加$300 可獲

麻辣鴨絲粉皮

晚 飯 小 炒 奉 送 老 火 例 湯 及 甜 品

午 市 粥 粉 麵 飯
奉送
例湯起

片鴨六和餐
北京片皮鴨
蟹肉魚肚羹

奶油或薑蔥龍蝦
貴妃雞（半隻）

京都肉排
牛肉菜心

清蒸老虎斑
絲苗白飯

$138

四 和 套 餐
蟹肉魚肚羹

奶油或薑蔥龍蝦

紅燒元蹄

蒜香雞（半隻）

上湯菜心

絲苗白飯

$88

自選三菜套餐 $5595
在以下三類小菜，每類各選壹款，奉送餐前小食、老火例湯及飯後甜品。

游 水 龍 蝦

游 水 肉 蟹

《自選食法》
薑蔥/奶油/上湯/避風塘

(麵底另加$5.00)

骨 香 老 虎 斑

紅 燒 元 蹄

片 皮 鴨 一 食

A
貴妃走地雞 (半隻)

炸子雞 或蒜香雞 (半隻)
潮州煎蠔餅

椒鹽 或金沙中蝦
金牌沙拉骨

煎釀茄子
金沙 或椒鹽多春魚
梅菜 或鹹魚蒸肉餅

蘿蔔牛腩煲
斑腩豆腐煲

煎封龍脷/鯧魚

B
蒜蓉芥蘭

金菇扒芥蘭
蒜蓉菜心

乾煸四季豆
欖菜肉粒炒豆仔

勝瓜雪耳炒雞(牛)片
椒鹽/紅燒/麻婆豆腐

魚香茄子
滑蛋蝦仁

鹹魚雞粒豆腐煲
多款炒粉、麵、飯

C

上述 B、C 兩類小菜各有 20 多款選擇
款 式 繁 多 　 不 能 盡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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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Leung

國/粵/英語
403.769.9844

Sales Manager

Vincent Kang 康則文

英語/國語
587.890.8688

Lease Portfolio Manager

William Wong

國/粵/英語
Product Advisor

587.438.4427

John Chow

國/粵/英語
Product Advisor

403.667.6111

Don Eam

英/柬埔寨語
403.607.4853

Product Advisor

Eric Ngo

國/粵/越南/英語
Product Advisor

587.719.2888

STAMPEDETOYOTA.COM

2508 - 24 AVE NE
1.866.938.1518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SEE DEALER FOR DETAILS.

Sunridge Blvd NE

26 St N
E

23 St N
E 24 Ave NE

24
 S

t N
E

27 Ave NE

23 Ave NE

27 St N
E

Sunridge Way NE

Barlow
 T

ail N
E

Barlow
 Trail N

E
r

2017
RAV4

STK#170749

$27,251 +GST
特價

2017
CAMRY

STK#170334

XSE

原價$30,503*+GST

LE UPGRADE PREMIUM PACKAGE

原價$33,455*+GST

$27,955 +GST
特價

2017
COROLLA CE

原價$19,160*+GST

$16,575 +GST
特價

2017
RAV4

2017
CAMRY XSE

LE UPGRADE PREMIUM PACKAGE

2017
COROLLA CE

供款
每兩星期

$99 供款
每兩星期

$99 供款
每兩星期

$99

$3200
節省超過 $5500

節省超過 $2585
節省超過

豐田特價優惠

Applebees

Dr. Ming Hsu  D.M.D.
Dr. Ryan Chen  D.D.S.
Dr. Xin Zhang  D.M.D.
General Dentists

（Pro Grace Dentistry N.E.）
Rundle Dental

587-317-9989

Tel: 1 (866) 938-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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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適美”隱形矯正牙套採用最新

科技無托槽、無鋼箍透明牙套。

能輕鬆地矯正閣下子女的牙齒，

同時讓他們在治療期間維持原有

的生活方式，令他們重拾自信，

展現真實自我的笑容。

光臨myORTHODONTIST，

Dr. Dhol牙醫會為每位客人作出個人

不同付款計劃，包括：

■ 　$0首期

■ 　富彈性供款計劃

■ 　可要求保險公司直接付費

■ 　可預約晚間或周末診治

■ 　無需轉介

“令卡城充滿真摯的笑容”是我們的承諾

請來電預約作免費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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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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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鄭
鄧
潔
真
老
太
夫
人 

仙
遊

敬
輓

溫

恭

淑

慎

溫

恭

淑

慎

永

懷

風

範

永

懷

風

範

輓
卡

城

中

華

協

會

仝

人

卡
城
榮
基
護
理
中
心
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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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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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舊碑加字    翻新修理  價錢特別優惠
中文服務    中文排字  特別妥當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先人墓碑，無需與殯儀福地同時購買，自行選擇，可節省大量經紀佣金）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Mike Nghi 403-370-1316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英語、
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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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城
華
埠
耆
英
中
心

基
金
會
全
體
委
員

輪候時間短 歡迎預約或街症輪候時間短 歡迎預約或街症
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應診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應診

現 接 受 新 症
請聯繫本診所預約

#105 - 3223 5th Ave NE
Calgary, AB T2A 6E9

由 Marlborough 輕鐵站
前 往 本 診 所

黃 醫 生黃 醫 生
( 國、粵、英語 )( 國、粵、英語 )

Dr.
Joanna
          Wong

Dr.
Joanna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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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輓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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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人
文
娛
協
會

全

體

理

事

及

會

員

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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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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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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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Honda Pilot EX-L
D160284A79,783 km $35,800

《精選二手靚車推介》《精選二手靚車推介》

2015 Honda Accord EX-L-NAVI V6
176768A-HF39,997 km $28,900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2971 Main St. SW Airdrie2971 Main St. SW Airdrie

2018201820182018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2017201720172017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2,500$2,500回扣回扣

2017201720172017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2,000$2,000回扣回扣

2017201720172017
0.99%0.99%
借貸利率借貸利率

起起

**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750$750 回扣回扣

(雙門/四門)(雙門/四門)

2017201720172017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性能更高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750$750 回扣回扣

邱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708.3911
手提

國/粵/英語

Robert Qiu

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390.5295
手提

粵/英語

Bernie Put

莫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680.8112
手提

國/粵/英語

Angus Mok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403.589.2269
手提

2017201720172017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1,000$1,000回扣回扣(四門)(四門)

租賃/借貸租賃/借貸 可獲可獲
$2,500$2,500回扣回扣(雙門)(雙門)

$1,500現金購買現金購買 可獲可獲 $1,500回扣回扣

2018201820182018
內外全新設計內外全新設計

渦輪增壓引擎
性能更強勁
渦輪增壓引擎
性能更強勁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參觀試車

本田入冬大特價本田入冬大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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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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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403-253-1333
Service Coordinator

Tony S Wong

403-253-1333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營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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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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