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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彭博社（Bloomberg）委托民調公司Nanos在
2017年最後一周所做的消費者信心調查，加拿大人
對本國經濟信心十足，為2009年年末加拿大人走出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份最新報告顯示，加拿大人的信心指數達到
62.17，僅次於2009年年末的62.92，而後者則是加拿
大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根據相關定義，該指數若高於
50，就說明加拿大人對經濟前景的看法正面。

在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期，加拿大人的
信心指數曾經低至43.28。加拿大人仍然看好房地產市
場。多少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調查發現，儘管從月初
開始實施更加嚴厲的按揭新規，但加拿大人似乎仍然
看好房地產市場，超過43%的加拿大人認為今年房價
還會上漲，這個比例高於過去十年的平均—37%。

加拿大人之所以對經濟信心十足，與本國就業市

場強勁，且薪資水平連續增長不無關係。

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去年11月份加拿大淨增

近80,000份工作職位，將失業率一舉拉下0.4個百分點，

從10月份的6.3%降至5.9%，這是近10年來的最低水平。

加拿大失業率低於6%還要追溯至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也就是2008年2月，該月的失業率曾經低至5.9%。

這是加拿大連續第12個月錄得工作職位增長，

應該是本國近10年來最佳的就業表現。再從最近12
個月來看，就業增長率為2.1%，淨增工作數量為

390,000份，其中大部分為全職工作。

此外，去年11月份也是連續第12個月錄得薪資

水平增長。統計局的調查顯示，若與一年前相比，

平均時薪漲幅達到2.8%，這是自從2016年4月以來的

最大增幅。

調查還發現，全國各省區中，魁省民眾的信心指

數最高，高達65.19。彭博社的報告分析說，魁省民眾

有理由對經濟有信心，首先是該省的失業率降至5.4%
，這是魁北克歷史上的最低水平；再是BC和安省都先

後對海外買家徵收15%的轉讓稅，故外國投資者都往

魁省跑，多多少少提升了該省民眾的信心指數。

由於國際市場的原油價格已經衝破每桶$60美
元大關，似乎也提升了草原三省的信心指數。調查

顯示，這三省的信心指數已經達到2014年以來的最

高，而2014年就是原油價格開始下降的年份。各省

區中信心指數最低的是大西洋省份，僅為57.97。

加拿大人對新一年經濟充滿信心及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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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股市高漲，市值增加逾9萬億美元，為金融危
機以來最高的年度增長規模。由於經濟增長加快以及公司
利潤強勁促使投資者購買股票，幾乎所有衡量全球股市的
主要指數都取得了兩位數百分比漲幅。與此同時，各國央
行基本上維持了刺激經濟的措施。這些措施壓低了借款利
率，削弱了相對安全的政府債券的收益率，促使投資者在
估值上升之際繼續持有股票。標普道瓊斯指數的數據顯示
，涵蓋48個國家多數股票的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指數在
2017年攀升22%，截止上周四市值增加9.6萬億美元。這
個數字超過了2009年8.1萬億美元的市值增幅，當年全球
股市從金融危機的谷底反彈。
據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 Co.)，美國股市標準普爾
500指數2017年累計上漲19%，截至上周四市值增加約
3.9萬億美元，其中約四分之一來自美國五家市值最大的
公司：蘋果、Alphabet、亞馬遜、Facebook和微軟。科
技和互聯網巨頭因業務迅速增長和前景光明而受到投資者
追捧，這五大股票去年均至少上漲30%，市值合計增加1
萬億美元。對一些人士來說，科技巨頭股價大漲讓人想起
20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繁榮和隨後的破滅。一些投資
者和分析師稱，關鍵區別在於當時投資者是在押注未來前
景，而目前科技已經改變了各行各業和人們的生活。科技
股在提振中國市場方面也發揮了主要作用。2017年，中
國科技巨頭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市值總計增加5,110億
美元。標準普爾中國寬基指數全年上漲46%。

2017年對新興市場股市來說是一個豐收年，標準普爾新
興市場寬基指數以美元計價上漲近32%，創2009年以來
最大漲幅。很多新興市場經歷協調發展，同時巴西和俄羅
斯等高度依賴石油收入的國家從油價暴跌中復甦。2017
年該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公司市值增加近1.5萬億美元。
與此同時，隨著美國以外的發達市場股價大幅上升，
2017年標準普爾發達市場（除美國外）寬基指數以美元
計價上漲23%，市值增加3.9萬億美元。2017年歐元區19
個成員國經濟有望創10年來最快增速。在日本，企業利潤
不斷改善，同時加強企業治理的舉措開始確立愈發令投資
者受到鼓舞。
投資者已迅速將新資金注入持有海外股票的基金。按傳統
指標衡量，海外股票估值低於美國股票。FactSet的數據
顯示，標準普爾500指數成分股基於過去一年利潤的市盈
率上周為22.8倍。歐洲斯托克600指數的市盈率為19.1倍
，日經指數市盈率為18.3倍。美國投資公司學會的數據顯
示，投資者2017年向全球股票基金注入2,210億美元資金
，截至2017年12月初就已經是至少2000年以來最大的年
度規模。與此同時，2017年約350億美元資金流出美國股
票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許多分析人士稱，在美國下調企業稅率將提振利潤並促進
美國經濟增速溫和上升的情況下，全球股票市場2018年
將再次表現穩健。不過，投資者和經濟學家普遍擔心的是
，全球經濟過熱可能推動央行官員以較市場預期更快的速

度取消刺激措施。美國通脹率可能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多
年來一直低於美聯儲設定的2%年度目標。投資者表示，
通脹率上升快於預期有可能迫使美聯儲更快加息，這可能
促使投資者重新考慮其對股市的押注。Nuveen首席投資
策略師Brian Nick表示，預計2018年央行政策不會成為重
大風險，除非通脹率上升的速度比他們預期得要快，多年
來，即使通脹水平緩慢上升，也沒有成為投資者或央行需
要應對的問題。
美聯儲計劃在2018年加息三次，歐洲央行計劃從1月開始
縮減每月購買政府債券和其它債券的規模。基金公司領航
(Vanguard Group)的全球首席經濟學家Joseph Davis指
出，他們預計未來一年波動性將略微擴大，且通脹率將上
升，同時股市回報將減少。

2017年全球股市市值激增逾9萬億美元

過去幾個月來許多大宗商品貨幣沒能跟隨油價一同上漲，
這種常常被視為穩妥的交易策略變得不那麼簡單了。9月
初以來，受供應緊張和美國及海外經濟復甦帶動石油需求
上升的預期提振，美國油價上漲了 27% 。但同期加元兌
美元下跌 0.7%，挪威克朗下跌 5.9%，俄羅斯盧布上漲
0.8%，墨西哥比索下跌9.3%。抑制大宗商品貨幣的一個
因素是美元走強。9月份以來，隨著美國全面稅改預期日
漸高漲，美元持續攀升，但後來回吐了大部分漲幅。另外
，在油價上漲的同時，許多大宗商品貨幣卻因為國內的一
些原因引發的謹慎情緒而受到阻礙。對於外匯市場交易員
來說，創多年低點的市場波動率已經影響了利潤，現在油
價與大宗商品貨幣走勢的脫節則增添了一道難題。
以加元為例。Commonwealth Foreign Exchange首席市
場分析師Omer Esiner說，市場此前預計加拿大央行將在

12月份第三次加息，但後來隨著相關頭寸被解除，加元也
在今年最後兩個月受到不小的打擊。墨西哥比索目前接近
約九個月來的最低水平，因為市場擔心，如果美國總統特
朗普說到做到，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墨西哥
和美國的貿易將受到衝擊。其他拖累墨西哥比索的因素還
包括國內經濟增長減弱，通脹走強，2018年7月總統大選
引發的政治變數。
俄羅斯盧布則受到俄羅斯政治不確定性的壓制。美國正對
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進行調查，並威脅對俄羅斯實施
更多制裁。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預計將贏得2018年3月大
選，但在反對派領導人Alexei Navalny本月早些時候被判
無參選資格後，反對派威脅要舉行抗議抵制大選。油價走
高也沒有給挪威克朗帶來多大幫助。挪威是西歐最大的石
油生產國。最近幾周挪威零售額和消費數據疲軟，圍繞挪

威樓市大跌的擔憂等因素也拖累了挪威克朗。除石油貨幣
外，澳元對始於10月中旬的鐵礦石價格上漲也反應不大，
原因是美國加息使澳元在追逐高收益的投資者看來吸引力
下降。但受全球銅需求上升預期提振，最近幾周智利比索
上漲。銅是智利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大宗商品貨幣為何沒搭上油價上漲的快車？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白菜仔 夏威夷黃木瓜

昇牌香菇
顆粒調味料

東埠橋牌
黃冰糖

法老牌
白粟米粒

康特娜牌
雙層廁紙

短紹菜

朦古牌
果汁連椰果佛祖牌椰奶

順帆牌
東莞米粉

新鮮牛腩

特級
美國富士蘋果

芹菜無核紅提子

大甜橙

中國紅蔥頭

新鮮特級豬腱
新鮮特級
童子雞 牛心/肝/腎

美極牌醬油

白蘿蔔意大利瓜

新鮮紐約牛扒
（原袋）新鮮特級雞翼

泰國香蕉

海燕牌特幼米粉

生猛馬尼拉蜆

黃心蕃薯

原箱
$1.59/磅

原箱
$1.99/磅

仙女牌泰國香米3699
Fairy Brand Thai Jasmine 
Rice 2018 New Crop

2018年
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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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市場在2017年出現反彈，但一些
知名公司仍持觀望態度，這讓許多銀行人士和投資者感
到失望。這種情況在2018年不太可能改變。雖然今年通
過美國市場融資的公司數量料將增加，但預計愛彼迎
(Airbnb Inc.)、優步 (Uber Technologies Inc.) 和
WeWork Cos. 等許多高估值的知名非上市公司的上市時
間將至少再推遲一年。美國銀行美洲地區股票資本市場
主管Jim Cooney稱，在經過了相當低迷的2016年之後，
該行的確看到IPO市場恢復了常態，但並沒有出現很多投
資者期待的那種大規模交易。投資者在2017年Snap Inc.
備受矚目的IPO交易上大多虧了錢。Snap於2017年3月
上市，雖然最初上漲，但在2017年大部分時間裡都在17
美元的發行價下方交投，這使許多投資者遭受了賬面虧
損，也讓他們變得更加警惕。
雖然去年 IPO 市場有所反彈，但一些重量級的融資活動
卻出現在私募市場。比如，雖然 Snap 的上市交易是繼
2014年阿里巴巴集團上市之後最大的科技行業 IPO，但
39億美元的融資額卻不及WeWork從軟銀集團及其科技
領域專門基金 Vision Fund 獲得的44億美元私募投資。
2017年，Slack Technologies Inc.和Pinterest Inc等一些
原本可能通過上市籌資的公司最終選擇通過私募渠道籌
集了資金。摩根士丹利全球資本市場部門副董事長兼科
技股權資本市場部門負責人Colin Stewart說，私募市場
仍是IPO市場的「排氣閥」。
根據Dealogic的數據，2017年美國IPO交易共計189宗
，合計融資493.3億美元，融資額較上年增加超過一倍；
2016年美國共進行111宗IPO，合計融資242億美元。這
份數據還顯示，以融資額計，2016年是2003年以來美國
IPO表現最糟糕的一年。作為IPO市場的一個支柱，科技

公司上市交易去年共計37宗，合計融資124.6億美元，融
資額幾乎是上年的三倍；2016年共有26家科技公司IPO
，融資43億美元。Stewart表示，公司和董事會成員意識
到公開市場正在回暖，但他們還在權衡上市時機是否成
熟，以及能否對業務擁有足夠的掌控，他們知道公開市
場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審視非常嚴密。
儘管許多大型初創公司暫時不準備上市，但還是有一些
知名公司計劃在2018年試水IPO市場。音樂流媒體公司
Spotify是預計上市的公司中知名度較高的一家，但該公
司在紐交所的上市可能不進行任何融資。據知情人士稱
，Spotify計劃在3月或4月採用直接上市方式掛牌，過程
中不涉及融資或聘請承銷商銷售股票。這種上市方式讓
Spotify現股東有退出的機會，但並不額外籌集資金。掛
牌後，新投資者就可以購買Spotify股票。
與此同時，據知情人士稱，在2014年上輪融資中獲得
100億美元估值的Dropbox Inc.計劃在3月或4月上市，這
樁IPO料對公司估值100億美元左右或更高。知情人士稱
，私募股權投資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LLC擁
有的家用安保設備公司ADT也準備在這段時間上市，估
值可能超過150億美元。儘管優步可能不會在2019年以
前上市，但不少銀行家和業界觀察人士預計，優步的主
要競爭對手Lyft有望在2018年底IPO。Lyft一名發言人稱
，公司會在合適時間上市。據多位銀行家和律師稱，一
些保險公司、房地產投資信託和幾個特殊目的併購公司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等多家大型公
司計劃2018年第一季度上市。
2017年新股表現不錯，略微跑贏大盤。美國市場新上市
股票2017年平均漲幅為21%，相比之下標準普爾500指
數同期上漲19%。承銷商表示，在 Snap 和 Blue Apron 

Holdings Inc.市場表現不佳後，公司擔心投資者會變得
更加挑剔，在上市情況不及預期時更傾向於跳船逃離。
Blue Apron在去年6月份將IPO價格定在每股10美元，低
於指導區間15-17美元，目前股價較IPO發行價跌逾50%
。德意志銀行美洲股票資本市場聯合主管Jeremy Fox稱
，對於在IPO時買入股票，投資者希望有充分的信心。他
表示，基於傳統的估值標準，很多高增長科技公司的IPO
估值過高，且沒有利潤。
投資者稱，他們仍對IPO充滿渴望，對知名高增長企業缺
席IPO市場感到失望。基金Glade Brook Capital 
Partners LLC首席投資長Paul Hudson表示，高估值未上
市公司的增長速度仍將快於上市公司，但他也預計將有
更多估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最終會推進IPO。該基金投資
於美國和中國處在成長階段的科技公司。

2018年美國不太可能出現重量級IPO

MKM Partners分析師Rob Sanderson上周五表示，
在全球六家領先的互聯網巨頭之中，中國電商巨頭阿里
巴 巴 集 團 最 有 可 能 到 2 0 2 0 年 實 現 1 萬 億 美 元 市 值 。
Sanderson在報告中寫道，這將使阿里巴巴超越其他
五家公司，即蘋果、Alphabet、亞馬遜、Facebook
和騰訊。他寫道，蘋果目前市值最接近1萬億美元，不
排除在2019年達到這一關口的可能。他寫道，該機構
認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這一關口在2021年被一家互聯

網公司突破，但也認為阿里巴巴或許最有可能在2020
年突破這一關口，儘管該公司目前在這幾家高市值公司
中 規 模 最 小 。 他 表 示 ，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 阿 里 巴 巴
2018年日曆年的利潤需要比當前平均預期高出20%，
2019年每股收益增長45%，並預期2020年日曆年利潤
增長40%，同時維持24倍的預期市盈率。阿里巴巴股
價2017年上漲96%，同期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20%
。

阿里巴巴市值或在2020年首先突破1萬億美元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三養牌即食
雞味辛辣拉麵

BRAGG
有機蘋果醋

AAA牌
有頭老虎蝦

海天使牌
野生加州魷魚

白家牌
酸菜魚烹飪料

高高牌
蘇打椰子水雞嘜特選筍尖

九福牌沙琪瑪
FIBISCO牌
朱古力餅 利勤牌蝦片

米利娜牌
急凍意粉

尼加拉亞牌
魚皮花生

幸福牌
巴沙魚扒

PINOY DELIGHT
急凍熱狗腸最佳海鮮牌

鹽醃馬駮魚柳

金樂牌
乾蒸燒賣

海燕牌
鮮蝦燒賣

海燕牌
鹽煮花生

布娜牌
急凍嫩椰絲

PENTA牌
急凍原個榴槤

海燕牌
急凍木薯糕

海燕牌馬駮魚

秋菊牌
椰子水連肉

萬歲粟米油

幸福牌
太平洋秋刀魚 海燕牌泥鰍魚

急凍去腸肚鯽魚

美味精選
火鍋肉片
組合裝
(豬/牛/羊)

數量有限

新鮮
瘦免治牛肉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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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15, 11566 - 24 Street S.E. Calgary (Douglas Square Shopping Center Mall)Unit 315, 11566 - 24 Street S.E. Calgary (Douglas Square Shopping Center Mall)
電話︰403-457-3885 / 403-457-3886電話︰403-457-3885 / 403-457-3886營業時間︰每周七天 (11:00am - 9:00pm)營業時間︰每周七天 (11:00am - 9:00pm)

歡樂時光Happy Hour大優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時至五時

凡惠顧壹客主菜連飲品 (茶及汽水除外)

可免費獲贈鮮蝦海卷壹客及汽水壹杯

特價酬賓

Free Free

【袛限堂食及外帶，送餐除外。】

正宗越南湯粉 地道美食及飲品正宗越南湯粉 地道美食及飲品正宗越南湯粉 地道美食及飲品正宗越南湯粉 地道美食及飲品
春綠越南美食 歡迎光臨惠顧春綠越南美食 歡迎光臨惠顧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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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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 - 01/11

特 價
899

特 價
389

Two Bite
Brownies 280g

Kraft 
Peanut Butt er 
1kg

Country Harvest 
Bread 600g

Red Grapefruit

Michelina’s
Frozen Entrees  
255g

Fresh
Chicken Breast

Brussel Sprouts

Jamieson
Supplements

Frozen Basa Fillets

Broccoli Crowns

Webber Natural 
Products

Frozen Lamb Racks

朱古力小食

卡夫花生醬

全麥麵包

西柚

急凍即食晚餐

急凍雞胸肉

甘藍

自然之寶保健品

急凍巴沙魚柳

去莖百加利

維柏健保健品

急凍羊排
ealb

特 價
199

lb
特 價
299

ea

特 價
499

ea
特 價
1212

for

特 價
52

for

特 價
55

for

特 價
1498

lb

特 價
50%

o� 
特 價

50%
o� 

特 價
.49lb

Selected VarietiesSelected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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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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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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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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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東 方 天 地 商 舖 ， 可 自 用 或

投資。 $219,000

東北Coventry Hills，獨立兩層，
1332呎，樓上三房，主人套房，
共兩個半浴廁，開揚光猛，W/O
土庫，遠眺市景，近學校、商場
及公共交通。 $399,800

$335,000

$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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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ur Lake湖區，獨立兩層，2203呎
，樓上三房，主人套房，主層書房更可改為

睡房，土庫完成，另有兩房及浴廁，共2800
多呎實用面積，連屋雙車房。 $5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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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S i l ve r a d o城市屋，三層式
，1 2 2 0呎，兩房，兩個半浴廁
，連屋車房。

C/SC/S

SOLD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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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加利市政府已於2018年1月4日寄出2018年度商業估

價通知書，閣下應於本通告發行日收到。市政府將以

此評估通知書的内容籌備2018年度商業稅稅單。

客戶審核期（2018年1月4日—3月12日）
如閣下對所收到的商業估價通知書有任何疑問，可於

客戶審核期内（即日起至3月12日止）致電市政府

403-268-2888 商業評估部（Assessment）查詢。

卡城市府互聯網站備詳盡資料
欲查閲更詳盡資料，可瀏覽卡城市政府互聯網站     

calgary.ca/assessment，登入後點擊「Assessment 

Search」便可閲讀閣下商業的評估，並可與類同商業

作出比較或更多功能。

2018年度商業估價通知書
敬請留意

17-01063082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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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物業估價通知書
敬請留意

17-01063082

卡加利市政府已於2018年1月4日寄出2018年度物業估

價通知書，閣下應於本通告發行日收到。市政府將以

此評估通知書的内容籌備2018年度物業稅稅單。

客戶審核期（2018年1月4日—3月12日）
如閣下對所收到的物業估價通知書有任何疑問，可於

客戶審核期内（即日起至3月12日止）致電市政府

403-268-2888 物業評估部（Assessment）查詢。

卡城市府互聯網站備詳盡資料
欲查閲更詳盡資料，可瀏覽卡城市政府互聯網站     

calgary.ca/assessment，登入後點擊「Assessment 

Search」便可閲讀閣下物業的評估，並可與類同物業

作出比較或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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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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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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車行榮獲二零一七年度
《加拿大平原三省萬事得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及《顧客滿意度最高大獎》
承蒙各界貴客鼎力支持，本車行將再接再厲

為各貴客提供最優質服務。

謹祝各界　新年進步

本車行榮獲二零一七年度
《加拿大平原三省萬事得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及《顧客滿意度最高大獎》
承蒙各界貴客鼎力支持，本車行將再接再厲

為各貴客提供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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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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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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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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送橄欖枝 文在寅望握「良機」韓促和談
北韓領袖金正恩於元旦的新年賀詞中，罕

有向南韓拋出橄欖枝、指有意派團參加平昌
冬季奧運會，為改善兩韓關係提供契機。南
韓統一部昨日隨即提議於下周二，在板門店
舉行兩國高層會談。倘兩韓會談順利舉行，
將會是兩國政府之間自二○一五年以來、以
及南韓總統文在寅上任以來的首次對話。

向朝走私石油被扣 兩油輪屬華企擁有
南韓早前扣押兩艘分別在香港及巴拿馬註

冊的油輪，指控它們涉嫌在公海上，以「船
對船」方式向北韓船隻轉移石油。美國傳媒
昨日報道，擁有兩艘涉事油輪的船公司均為
中國企業。有日本傳媒則聲稱，文件顯示中
國及俄羅斯的企業向北韓走私石油。

日皇室新年祝賀 2萬人覲見
日本皇室昨日舉行傳統的新年祝賀，日皇

明仁伉儷及其他皇室成員，在長和殿露台向數
以萬計的群眾揮手，並接受民眾祝賀。明仁祝
民眾新年快樂，祝願各人新一年過得安穩和充
實，又為日本和世界的人民祈求幸福。

伊革命衞隊隨時鎮壓
伊朗反政府示威周二踏入第六日，仍未

見平息迹象，首都德黑蘭在元旦日入夜再爆
發新一輪示威，多輛汽車着火焚燒，大批警
員在街上戒備。示威已增至至少二十二人死
亡，包括一名革命衞隊成員，單在德黑蘭已
有四百五十人被捕。革命衞隊正密切監察事
態，一旦政府發出紅色警報便可參與鎮壓。

外媒：伊流亡記者煽動
伊朗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續，有聲音指控是

以色列，甚至是美國極右組織煽風點火。但
近日有西方傳媒披露，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流
亡海外的伊朗記者扎姆（Roohollah Zam）
，通過其新聞網絡在通訊程式Telegram的頻
道遙距煽動群眾。

彭斯訪以再押後 稱日程難夾
在以巴關係惡化的背景下，美國副總統彭

斯的以色列之行第二度押後。以國外交部官
員周一解釋，彭斯未能如期到訪，是因為日
程安排出現困難，包括以國總理內塔尼亞胡
將於本月中訪問印度。

特朗普斥巴國庇恐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發出新年首個Twitter

貼文，猛烈抨擊巴基斯坦「講大話及欺詐」
，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風港，威脅會中止
對該國的援助。巴國外交部周一晚傳召美國
大使希爾，對特朗普言論表達不滿。

美海關壞腦 眾機場排長龍
美國海關及邊防局的電腦系統於周一元旦

日晚上，發生大規模故障，影響國際航班的
入境旅客。紐約、芝加哥及洛杉磯等大城市
的機場出現長長人龍，行李更是堆積如山，
系統在兩小時後修復正常。

國台辦被指資助共諜網
台灣執法部門早前大動作搜索和帶走台灣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等四名黨工，引起社會
爭議。台北地檢署（北檢）昨公布該案偵結，
指早前被判刑的陸生共諜周泓旭，利用與王炳
忠等人運作的網媒發展共諜組織，物色結交台
灣軍方人員，並獲大陸國台辦承諾每年一千五
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元新台幣資助，將對王炳忠
等新黨人士另案偵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
晚回應，有關內容純屬無稽之談。

京驅低端人口 新建村變死城
北京大興區新建村公寓發生奪命大火後，

當局展開大規模安全隱患整治活動，被指藉
機趕走「低端人口」。有海外媒體近日到新
建村拍攝，發現部分工業區已被拆成廢墟，
村裏除了工作人員外，幾乎看不到居民或打
工人員，而當地幼兒園、學校、餐館等亦悉
數關閉；至於起火公寓則有保安把守，整條
村淪為死城。

台成立「反斬首」部隊
對應解放軍多次模擬對台進行「斬首」

演練，以及解放軍戰機頻繁繞台，台灣的國
防部日前指令憲兵指揮部成立「憲兵快速反
應連」，由女連長張書毓率領，昨起執行「
反斬首」任務。該連將會納入雲豹八輪裝甲
車、反空降機、反特攻等裝備，另增添新式
通訊裝備，務求以最快速度調動兵力。

台贊同統一人數首增
台灣有雜誌近日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顯

示台灣僅得約五成六受訪者認同自己是台灣
人，創五年來新低，另有三成四受訪者認為
自己是「台灣人」亦是「中國人」，佔比則
創歷年新高。在兩岸關係方面，贊同「統
一」的人數則首度翻轉，出現上升趨勢。

華料2030年擁5航母
中國軍方近年積極擴大海軍軍事實力，日

本傳媒引述中國軍方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海
軍為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感，正加速
建造航空母艦，計劃在二○三○年之前，有
多四艘航空母艦戰鬥群服役，其中兩艘為核
子動力航母，而這四艘不包括購自烏克蘭改
造而成的遼寧號航母。

印耗資一萬億盧比 優先擴充邊境軍力
中印邊境對峙雖然暫告一段落，但印度仍

積極在兩國邊界擴軍。有印軍高官表示，印
軍已根據作戰需要，調整下一項五年計劃，
將花費約一萬億盧比，興建基礎設施和增強
作戰能力等；又稱會從洞朗對峙中「吸取教
訓」，優先擴充中印邊境兵力。

應習邀請 馬克龍下周國事訪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宣布，法國總

統馬克龍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將於
下周一至下周三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此行
將會是馬克龍上任後首度訪華。

新年賀詞放狠話 金正恩核武鍵在桌上
新年伊始，朝鮮半島局勢仍然不明朗。北

韓領袖金正恩趁周一元旦日發表新年賀詞，
宣布已完成國家核武力量建設的歷史大業，
要求大規模生產核武及導彈，以便加快作
戰部署。他又警告發射核武按鈕已在辦公桌
上，重申北韓核武攻擊範圍包括美國本土。
對於金正恩隔空放話，其「死對頭」、美國
總統特朗普簡單回應「我們走着瞧」，他亦
在社交網祝支持者和敵人新年快樂。

金向韓示好 願派人參加冬奧
金正恩周一發表的新年賀詞中，亦有提及

兩韓關係。與其核政策的強硬言論相比，金
正恩罕有地向南韓伸出橄欖枝，表示須改善
兩韓關係，願派人參加今年在南韓平昌舉行
的冬季奧運會。

示威圖佔軍事基地 伊朗增至12死
伊朗示威浪潮持續擴大，國營電視台報

稱，全國各地已有十二人在示威中喪生，更
指持械的示威者企圖佔領警署及軍事基地。
伊朗總統魯哈尼首度開腔，警告暴力示威不
可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表示，伊朗
是時候變天。

東風31AG或可實戰部署
北韓領袖金正恩宣布已完成核武建設，

令朝鮮半島的戰爭陰霾進一步加深。中國網
上隨即流傳雜誌報道圖片，指火箭軍某導彈
旅近日在雪域練兵，演練實裝發射導彈。有
分析認為，該型導彈為解放軍新型號的東風
31AG彈道導彈，意味已可作實戰部署。

紐約時代廣場 百萬民眾冒寒慶2018
全球各地的民眾暫忘恐襲陰霾，出外迎接

新一年的到來，主要地標都有盛大的煙花匯
演，因翻新而暫停報時的英國倫敦大笨鐘，
亦按照傳統敲響鐘聲。紐約逾一百萬名民眾
聚集時代廣場，於除夕夜冒着自一九一七年
以第二冷的天氣迎來新年。今年紐約的保安
明顯加強，估計花費達七百五十萬美元。

天安門升旗展新姿
新年第一天，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元旦

日升旗儀式，首次由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和軍
樂團執行，近十萬名民眾到場觀看。過去三
十五年來由武警執行的升旗儀式，正式成為
歷史。而新儀式在原升降國旗儀式基礎上，
陣容加強，呈現七大變化，包括吹升旗號角
等，以展示新時代強國強軍風采。

蔡英文元旦活動處處示威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昨日早上出席總統府舉

辦的元旦日升旗典禮，大批不滿蔡英文施政
及主張台獨人士到場抗議，現場一度混亂，
而她隨後赴新北市出席活動時，亦有示威者
到場。另方面，台軍方決定成立反斬首行動
的「快速反應連」，以防解放軍突襲。

多國封路迎2018
「我的新年願望是，再沒有恐怖襲擊！」

全球各地先後踏入二○一八年，民眾懷着不同
的盼望送舊迎新。回顧不平靜的二○一七年，
美日韓等國的政壇經歷大洗牌，朝鮮半島以至
國際局勢翻波，恐怖主義此消彼長，一切未解
的問題、未知的結局將帶到新一年。但在跨年
的特別時刻，不少人暫放下困擾歡度新歲，展
望來年；在恐襲陰霾下多地政府不敢怠慢，紛
紛把保安級別升至史上最高。

習近平：30年藍圖會變現實
國家主席習近平周日晚發表新年賀詞，向

全國各族民眾、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致以
新年祝福，強調要實現中共十九大所描繪的
今後三十多年美好藍圖。他指出，二○一八
年將迎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要以慶祝改革
開放四十周年為契機，將改革進行到底。

國台辦：大陸不會坐視漸進式台獨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發表新年賀詞，過

去一年台海形勢複雜嚴峻，批評台灣當局放任
縱容台獨勢力推動去中國化和漸進台獨，強調
大陸絕不會坐視不理。台灣則有民調顯示，台
人對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感情溫度」（即
好感度），超過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英德女領袖謀求政局穩進
世界各地領袖提早於昨日除夕發表新年文

告，其中英國首相文翠珊談到在過去一年，
國家於脫歐進展中遇到不少難題，但在新一
年終會重拾自信及光榮感。德國總理默克爾
則趁機促友好黨派盡快合作組成新政府。

街頭斬人一死一傷 京都菜刀狂徒自首
日本京都巿伏見區於除夕日下午發生持

刀兇案，造成一死一傷，據報男兇徒一度逃
逸，同日晚上向警方自首。有消息指兇徒事
前曾跟受害人發生爭執，相信他存心報復，
警方已就事件展開調查，初步相信不涉及隨
機殺人。

星籍IS發片招新血 槍決三人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在中

東敗亡，外間擔憂組織的東南亞成員會回流
亞洲。其中，一名新加坡籍的黨羽便於上周
五在互聯網發布短片，公然招募新血，更在
鏡頭前行刑式槍決三名男子。新加坡官員警
告，反恐立場強硬的獅城，可能成為恐怖分
子的襲擊目標。

賭城又爆槍擊 酒店兩保安亡
美國拉斯維加斯去年十月初爆發的大屠

殺事件，導致人心惶惶；事隔兩個多月，一
所賭場酒店上周六發生槍擊事件，兩名保安
員遭槍殺。警方其後在一所民居的洗衣房發
現兇徒，其頭部有傷勢顯示他曾自轟尋死未
果，情況危殆。警方未完成調查，但率先表
明事件不涉及恐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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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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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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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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飛漲 失業率高 貪污嚴重 怨氣爆煲 伊
朗示威美撥火

伊朗與美國的關係陷入低潮之際，伊朗多
個城市上周四起爆發罕見的反政府示威。西
方媒體形容，示威者不滿國內物價與失業率
高企，及政府貪污嚴重。警方上周五清場，
以催淚氣體及水炮驅散示威者。單方面撕毀
伊朗核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Twitter
公開支持示威者，指伊朗政府要尊重人民「
和平示威」權利，並謂全世界都看着伊朗。
伊朗政府則指示威有外國勢力鼓動，另有陰
謀，並批評華府舉動虛偽。

美極右組織 疑有份煽動
對於伊朗在局勢詭譎之際發生罕見大規模

示威，令各界猜測四起。有網民指部分示威
者竟高呼反回教口號，因而懷疑美國極右組
織有參與煽動示威。其中一名美國伊朗裔前
講師更被點名與事件有關。

以巴再衝突 逾百死傷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

以色列首都，激起回教世界及巴勒斯坦人怒
火，西岸及加薩地帶上周五再有大型示威活
動，最終更演變成流血衝突，據報至少一百
零六名巴勒斯坦人受傷。以色列軍方表示，
加薩地帶武裝分子一度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
箭，以軍隨即派遣坦克及戰機報復。是次衝
突期間，再有一名巴勒斯坦示威者喪生。

普京向特朗普發新年賀電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合

作反恐，其後通電互相感謝。普京上周六向
特朗普發新年賀電，提出美俄雙方在對等及
互相尊重前提下，發展長遠務實合作關係。
普京形容，美俄必須透過具建設性的對話，
令世界局勢變得更穩定。

北韓：新一年核政策不會變
北韓官媒昨日表示，該國已經成為無敵及

負責任的核武國，未來將繼續提高國家的核
武力量，新一年不會改變核政策。美國國防
部長馬蒂斯同日指，無計劃在南韓平昌冬奧
期間，暫停在朝鮮半島的軍演。

俄爆禽流 殺66萬禽鳥
世界動物衞生組織（OIE）上周五證實，

俄羅斯本年首次錄得爆發高傳染性的禽流感
H5N2，農業部已在中部科斯特羅馬州一個
養殖場銷毀逾六十六萬隻禽鳥。

澳阻華企鋪海底光纖
中國與澳洲關係風波不斷，兩國在南太平

洋角力加劇。英國媒體披露，中國科技企業
華為旗下的華為海洋網絡公司，早前與南太
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談好合作，準備為該國
鋪設長逾四千公里的海底光纖到澳洲。惟近
日澳洲政府擔心這帶來中國滲透的風險，欲
阻止該項目，更表明願意出資負責這項價值
約一億澳元的項目。

除夕倒數防恐 英美地標加強戒備
在恐怖襲擊陰霾的籠罩下，美國及歐洲國

家在除夕倒數前加強戒備。紐約警方周四宣
布，將於時代廣場採取近年來最高級別的安保
措施，警方屆時會架設路障，阻止施襲者以貨
車施襲，狙擊手則在高處戒備。英國倫敦警隊
則計劃加強首都街上部署，並封閉部分路段。

菲警追槍手 誤殺2平民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執政後展開掃毒戰，

警員濫權濫殺問題引起外界關注。首都馬尼
拉警方周四在市郊地區曼達盧永追捕槍手
時，誤向載有平民的汽車開槍，導致車上兩
人死亡，涉事的十一名警員已停職，包括曼
達盧永警察總長。

指違制裁供朝石油特朗普轟華斷正
繼美國指控中國船隻違反聯合國制裁令，

在黃海向北韓提供石油後，南韓亦指香港一艘
油輪向北韓輸油。總統特朗普周四開炮，形容
中國「斷正」，自言在對華貿易問題上已寬待
中國，中方也應協助向北韓施壓。他揚言耐性
有限，威嚇會採取行動。中方強調一直遵從聯
合國安理會決議，官媒批評特朗普在沒有確鑿
證據下發表情緒化言論，不似總統所為。

二階俊博晤王毅促放涉諜8日本人
近日正訪華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

博，周五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舉行會
談，雙方就朝鮮半島問題等交換意見。對於
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新制裁決議，王毅表
示中方當然會履行，目的是使北韓重回談判
桌，強調了重視對話的姿態。

美跌至-38℃ 狂人：全球暖化抗寒流
美國東部及中部廣泛地區受寒流吹襲，周

三平均氣溫跌至攝氏零下十二度，其中明尼
蘇達州有地方跌至零下三十八度，打破當地
九十三年紀錄。身在避寒勝地佛羅里達州度
假的總統特朗普周五語出驚人，竟稱「應以
全球暖化對抗寒流」。

意解散國會 明年3月重選
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周四簽署法案解散國

會，政府隨即商議大選日期，並定於明年三
月四日舉行選舉，預計沒有單一政黨可以在
大選中取得多數議席。分析認為意大利近年
政局分裂，擔憂若疑歐派佔優，將令歐盟的
情況雪上加霜。若結果出現懸峙議會，馬塔
雷拉稱總理真蒂洛尼將繼續留任處理政務，
直至新政府產生。

埃及槍手 教堂外擊斃10人
埃及首都開羅赫勒曼區一名槍手周五騎

電單車到一所教堂外開槍，殺死至少十人，
包括兩名警員及八名基督教徒，另有五人受
傷，現場血漬斑斑。槍手之後被保安部隊人
員殺死，另一名涉案男子則逃離現場。當地
傳媒報道，被擊斃的槍手身上佩戴炸彈腰
帶，教堂附近另有兩枚炸彈已遭拆除。

俄超市土彈恐襲13傷
俄羅斯將在明年三月舉行總統選舉，該國

反恐形勢日漸嚴峻，早前更與美國聯手搗破
恐襲陰謀。然而總統普京家鄉聖彼得堡前日
卻發生超市儲物櫃爆炸，造成十三人受傷。
閉路電視拍攝到一名男疑犯，估計並非本土
人。當局指，爆炸由威力達二百克TNT炸藥
的土製炸彈造成，裝置附有可致命的碎片。
當局將事件列作企圖集體殺人案，普京則稱
事件為恐襲，反恐部門正協調搜捕疑犯。

納瓦尼禁選 克宮促美勿介入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不獲准參加明

年舉行的總統選舉，美國國務院隨即表示嚴
重關切，指這會限制「獨立聲音」。俄羅斯
外交部周三反駁指控，警告美方不要干預大
選。納瓦尼同日呼籲全國選民於下月廿八日
上街示威，支持他杯葛是次大選。

疑化學污染 聖彼得堡飄藍雪
俄羅斯聖彼得堡在寒冬中，一如既往大

雪紛飛，但日前有居民發現覆蓋地面的雪花
竟然是藍色的。目前尚未清楚雪花為何會呈
現藍色，有居民認為是因為市內的化學製藥
研究所拆遷導致，但有專家估計可能是金
屬元素鈷或醫療用物質亞甲藍（methylene 
blue）造成。當局已派人收集樣本化驗。

烏克蘭與親俄武裝交換306俘虜
經歷近四年血腥衝突後，烏克蘭政府與

盤據東部的親俄武裝分子周三在東部交換俘
虜。烏克蘭政府釋放二百三十三名俘虜，換
取武裝分子釋放七十三名俘虜，為歷來最大
規模的交換俘虜儀式之一。

越南心虛 銷毀歷史書籍
越南出版印刷發行管理局周二以書中含有

有關越南對南海主權的「錯誤內容」為由，
要求全面回收並銷毀由中國復旦大學教授葛
劍雄主編的書籍《中國封建王朝興衰錄—第
3集：明朝與清朝》。葛劍雄教授認為越南
當局的做法，「銷毀」不了南海諸島主權屬
於中國的歷史事實，只反映越方「心虛」。

「只允台獨放火 不許宣統點燈」
新黨四名黨工日前被台灣當局以涉違反    

《國安法》帶走調查，事件引發兩岸關注。大
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周三表示，這是非常糟糕
的信號，又強調台灣若真的搞「法理台獨」、
「激進台獨」，觸犯、踩踏到大陸的紅線， 
「大陸就沒有別的辦法，必定會出手。」

德美促放吳淦 京斥干政
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內地異見人士吳淦

及律師謝陽，日前分別被判監八年及免於刑
事懲罰，美國及德國駐華大使館、歐盟均發
聲明聲援二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事件，批評此舉是對
中國內政及司法主權的公然干涉，有違法治
精神，中方堅決反對，絕不接受。

變節朝兵有炭疽抗體證北韓研化武
北韓近年積極發展洲際彈道導彈及遠程火

箭技術，本月又至少兩度被美日傳媒指已掌
握生化武器的關鍵元素。南韓傳媒周二引述
政府消息指，當局從一名變節北韓士兵的體
內發現炭疽抗體，可能是北韓研發生化武器
的證據，令外界擔憂平壤會策動災難性的生
化攻擊。南韓統一部翌日公布，在四名原住
於北韓豐溪里核試場附近的難民體內，檢驗
出輻射超標。

專研導彈 朝兩高官遭美制裁
美國財政部周二公布，就北韓彈道導彈研

發計劃，制裁兩名北韓高級官員。同日，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討論
北韓核計劃問題，強調需要展開談判程序。

孌童頻道肆虐 YouTube不察
互聯網巨擘Google旗下的短片分享網站

YouTube，經常遭詬病沒嚴加檢查上載的
短片。英國傳媒報道，有疑似孌童癖人士在
YouTube設立頻道，上載帶有性暗示的兒童
短片，與同好分享。有專家直指Google形同
孌童者的「同謀」，責無旁貸。

韓日慰安婦協議 報告斥朴槿惠失策
南韓和日本政府兩年前就慰安婦問題達成

協議，但一直遭南韓國民反對。由南韓外長
康京和領導的工作小組周三發表報告，指摘
前總統朴槿惠政府與日簽署「陰陽協議」，
當中存有隱情，決策過程中亦無充分考慮到
受害者的意見。

炸彈襲東京都廳 真理教女幹部終極甩罪
日本奧姆真理教前女幹部菊地直子，涉嫌

參與一九九五年東京都廳郵包炸彈恐襲，一
審被裁定罪成判囚，但她上訴得直，在二審
的「逆轉裁決」獲判無罪，引起輿論嘩然。
儘管檢方不服提出終極上訴，惟周三仍被最
高法院駁回，維持二審的無罪判決。有受害
者質疑「年月洗禮令立證受阻」。

聯國特使 怨昂山拒談羅興亞
本月中訪緬甸了解羅興亞人情況的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關注性暴力特使帕頓（Pramila 
Patten），上周致函向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報告此行成果。她指出，緬甸國務資政昂
山淑姬與她會面時拒談羅興亞人問題；軍方
進行「內部調查」時，亦涉以鏡頭及救濟品
向受訪民眾施壓。

京批台獨「以武拒統」沒出路
台灣周二發表《國防報告書》，大陸國

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在北京回應稱，兩岸
實力懸殊現實下，「以武拒統」沒有出路，
並指搞台獨分裂對台海和平穩定是最大的威
脅，又表示解放軍軍機繞台是例行訓練，「
大家慢慢會習慣」。安峰山亦指台電騙犯罪
猖獗，台灣方面應反思。

12月31日 (星期日) 12月30日 (星期六) 12月29日 (星期五) 12月28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至 

一
八 

年 

一 

月 

三 

日

專營各類鮮肉、海鮮、蔬果

HT 雄記雜貨店
#106-4909 17 Ave SE     403-569-2289 / 403-880-6197

Monday - Saturday: 8am- 8pm
  Sunday: 9am- 7pm

每周推出不同特價貨品
價錢公道，服務至上

每周推出不同特價貨品
價錢公道，服務至上

Sale Week From Jan 05 to Jan 08  (只限4天)

Lucky Boat Fried Banana – Chuoi Chien
幸運船炸蕉片

Golden Bayan Dried Seaweed Laver 50g
紫菜 紅帆船魚露

10.49
/ea

Thai Best Shrimp Cooked Head On 300g 26/30
泰國熟基圍蝦

Pork Chop Boneless
去骨豬扒

Pork Butt
豬脾肉

Pork Tenderloin
豬柳

Beef Stew
牛腩

4.59
/lb

Beef Fingermeat
牛坑腩

5.79
/lb

1.59
/ea

泰國熟基圍蝦

Pork Shoulder
梅頭叉燒肉

2.49
/lb

4.99
/ea

Thai Best Shrimp Cooked Head on 400g 31/40

Red Boat Fish Sauce – Nuoc Mam Phu Quoc 525ml

1.99
/ea

Manila Best Shredded Coconut 1lb
馬拉椰絲

2.99
/lb

原價:$2.79 原價:$3.49 原價:$12.99

原價:$7.99

1.89
/ea

原價:$3.29

2.49
/lb

2.19
/lb

設有649及彩票投注服務

4.99
/ea

原價:$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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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長者跌倒並受傷。跌
倒是65歲及以上長者受傷和喪失自理能力的主
要原因之一。

長者跌倒有很多原因。他們可能是因為踏
出街頭路邊時失去平衡，也可能因為服藥後頭
暈，還可能因為老化，如肌肉無力或反應遲緩
，也可能是因為中風。

專家認為，長者的一些跌倒是可以預防的
。但鑑於每個人面臨的風險不盡相同，諮詢您
的醫生以下哪些建議可能會對您有所幫助。

照顧好自己 (Take care of yourself )

• 保持骨骼強健。諮詢您的醫生，確保自
己攝入足夠的維生素D和鈣。

• 每年或每當察覺到視力或聽力變化時都
進行一次視力和聽力檢查。若存在聽力或視力障
礙，您可能無法躲開會使您失去平衡的物體。

• 若您的足部有需要切除的皮繭、雞眼或
不癒合的瘡瘍，請聯繫您的醫生。若因足部問題
選擇穿寬鬆的鞋子，您可能會失去平衡而跌倒。

• 若您快速起身時會感覺頭暈，請緩慢從
床上或椅子上起身。醒來後最好先坐起來，然後
慢慢數到10再起身。起身後站立幾秒鐘再走動。

• 若您非常虛弱或頭暈，不要試圖走動，
而是應該盡快就醫。

• 若您頭暈或跌倒，請聯繫您的醫生。您
可能有有需要治療的健康問題，比如血壓或內
耳問題。或者，您服用的藥物可能有副作用。

• 請務必補充足夠水份，尤其在天氣炎熱
的時候。

獨自居住時更需多加小心 

(Take extra care if you live alone)

• 如果您獨自居住，可以考慮佩戴一個警
報裝置，它會在您跌倒且無法起身的時候幫您
尋求幫助。在家裡走動時，您也可以隨身攜帶
無線電話或手機，以便在需要的時候快速致電
尋求幫助。

• 制定一個計劃，每天與家人或朋友聯繫
一次，以便有人了解您的行踪。

• 學習跌倒後如何起身。可在有人協助時
多多嘗試起身動作。如果您可以自行起身，請
多加練習，直至能流暢地完成動作。如果您不
能自行起身，請聯繫物理治療師尋求幫助。

學習保持身體平衡的方法

(Learn ways to keep your balance) 

• 嘗試做一些鍛煉增強力量和平衡性。每天
進行這些鍛煉可以幫助您保持活力和自理能力。

• 穿合腳的低跟鞋，為您的足部提供舒適
的支撐。穿帶有防滑鞋底的鞋子。修補或替換
磨損的鞋跟和鞋底。

• 若您使用助行車或拐杖，請確保其適合
您使用。若您使用拐杖，務必要替換磨損的橡
膠頭。

• 若您養了寵物，夜間請把它們圈養在一
個區域。訓練您的寵物，教導其不要隨意跳躍
或鑽到腳下。考慮為您的寵物購買一個帶鈴鐺
的項圈，以便您知道其在附近。

了解您的藥物 (Learn about your medicines)

• 了解您所服藥物的副作用。諮詢醫生您
服用的藥物是否會影響您的平衡力。例如，安
眠藥和一些抗焦慮藥可能會影響您的平衡力。

• 如果您服用兩種或多種藥物，請諮詢醫
生混合服用這些藥物將會如何。有時候藥物混
合服用會導致頭暈或昏昏欲睡，两者都可能導
致跌倒。

讓您的家更安全 (Make your home safer)

• 移除或修理可能會絆倒您的東西（如凸
起的門檻），移動式小地毯或鬆掉的地毯。 

• 將電線和雜物歸置整齊，保持走道暢通。 

• 使用防滑地板蠟，有東西灑到地面時立
即擦淨。

• 保持您的房屋有良好照明。在走廊和衛
生間使用夜燈（或讓頭頂燈夜間一直亮）。

• 樓梯旁應安裝堅固的扶手。確保樓梯頂

部和底部裝有照明燈。 

• 將東西存放在較低的儲物架上，避免需
要攀爬或伸手到高處。

• 在床邊準備一部電話和一個手電筒。經
常檢查手電筒電池，確保其仍能使用。

• 欲查看家中是不是有安全隱患存在並需
修整的地方，請參閱防跌倒檢查清單。

保持沐浴安全  (Stay safe while bathing)

• 在浴缸和淋浴處安裝扶手和防滑墊。 

• 使用淋浴凳或浴椅。您還可嘗試使用手
持花灑。

• 進入浴缸或淋浴處時先邁入力量偏弱的
腿，離開浴缸或淋浴處時則先邁出更有力的腿。

 

防止户外跌倒  (Prevent outdoor falls)

• 您前往戶外時，請使用斜背的單肩包、
腰包或背包，以便空出雙手。

• 若佩戴雙焦或三焦眼鏡，您在踏出街頭
路邊或爬樓梯時會受到不良影響。可以考慮購
買一副單焦眼鏡在行走時佩戴。

• 了解您附近可以通過電話接受訂單並且
可送貨上門的24小時藥店和雜貨店。您可以使
用這些服務，尤其是在天氣惡劣之時。

• 若您居住在冬天會下雪和結冰的地方，
需讓家人或朋友在濕滑的台階和人行道上撒上
鹽或沙子。

如需每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護理諮詢服務
和一般健康信息，請撥打健康熱線 ( H e a l t h 
Link) 811。

來源：www.myhealth.alberta.ca

最後更新時間：2016 年 8 月 4 日

經Healthwise Inc.© 許可後翻譯；其內容不能
用於代替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其他保健專業人
員所提供的醫療保健建議。關於醫療診斷和治療
的事宜，請務必諮詢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預防長者跌倒
(Preventing Falls In Older Adults)

CULTURAL LEADERS LEGACY ARTIST AWARDS
NOMINATIONS OPEN DECEMBER 4, 2017

$30,000 IN CASH PRIZES
Nominate an outstanding

Calgary-based artist
of any discipline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ATB Financial Healing Through the Arts Award
Colin Jackson and Arlene Strom Creative Placemaking Award

RBC Emerging Artist Award
Calgary Catholic Immigration Society New Canadian Artist Award

SANDSTONE City Builder Award
Doug and Lois Mitchell Outstanding Calgary Artist Award

These awards will be given out at the next
Mayor's Lunch for Arts Champions

NOMINATION DEADLINE IS JANUARY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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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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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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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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卡城福建同鄉會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Unit 3, 207 - 1st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T2G 2G3
Tel: (403) 263-8899   Fax: (403) 263-8878

通　告

卡城福建同鄉會秋冬兩季耆英生日會

本會謹定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中午
十二時正，在本會會所慶祝秋冬兩季耆英生日會。

歡迎卡城社團友好，凡六十歲或以上及於七月至十二
月生日者如有興趣參加，請向本會預先登記，以便安
排食物。由於本會所場地有限及安全起見，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多謝合作，不便之處懇請見諒。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Seniors’ Birthday Celebration for 
Fall and Winter of 2017 will take place on Sunday, January 21, 2018 
at 12:00PM at the Associtaton.

All Seniors of the Calgary Community whom are 60 years age and 
older with birthday on July to December are welcome to attend.  
Due to limited facility capacity, please contact us to register for this 
event.  Availability is based on a �rst come �rst served basis.

We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New Year and all the best 
for 2018.

恭祝各界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十八屆理事會 敬約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恭祝各界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十八屆理事會 敬約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Seniors’ Birthday Celebration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Seniors’ Birthday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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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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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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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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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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Honda Pilot EX-L
D160284A79,783 km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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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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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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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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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403.390.5295
手提

粵/英語

Bernie Put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403.589.2269
手提

本 田 新 年 優 惠本 田 新 年 優 惠
所有17年存貨
以清倉價優惠
所有17年存貨
以清倉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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