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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各位
新春快樂！ 狗年大吉！
離卡 城一 小 時 車 程 ，便 可 在 風 景 怡 人 的 班芙作氣墊滑雪

一家四口在雪上飄翔祇需 $ 90
請瀏覽：BANFFNORQUAY.COM
或致電：1844 - NOR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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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卡加利警務署向華人社區拜年，
祝大家狗年身體健康、財源廣進、生活愉快。
多年以來，卡城華人社區與卡城警務署建立了良好關係。
警方感謝無分彼此，我們的共同理念是社會安全及和諧。
市民大眾之間，互助互惠，從而打造美好、優質生活。
警方感謝各界支持，並熱切祈望日後更緊密合作。
On behalf of the Calgary Police Service, I am honou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all members of the Calgary Chinese community a joyful, prosperous and
safe Year of the Dog.
For many years, we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great relationship shared betwee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Calgary Police Service.
Regardless of our backgrounds or beliefs, we all share a common goal - keeping our community safe for our families.
By working together and looking out for each other, we can all play a part in ensuring that Calgary remains a safe city in which to live, work and raise a family.
We appreciate your ongoing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this goal and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in the future.
In this New Year, may good luck,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 always be with you.

Roger Chaffin, Chief Constable

暨 卡 城 警 務 署 仝人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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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錦牌糙米
/壽司米

李錦記海鮮醬

幸福比內牌
糖水椰果

短紹菜

白菜仔

皇帝蕉

大甜橙

呂宋芒

香梨

特級紅蘋果

無莖百加利

羅馬番茄

椰菜花

西芹

蜜柑

假日牌午餐肉

美極牌調味粒

游水肉蟹

原味

海燕牌沙河粉

匯豐牌
是拉差辣醬

幸福比內牌
茄汁沙甸魚

辣味

原箱
$1.49/磅

新鮮牛腩

叉燒肉

新鮮牛肉眼扒
（原袋）

綠

免治豬肉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原箱
$1.99/磅

新鮮
特級童子雞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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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祝 各 界 2 0 18狗 年

文民 興昌
如意 吉祥
卡 城 市 政 府 第 四 區 市 議 員 The City of Calgary - Ward 4 Councillor

朱 文 祥 SEAN CHU

數量有限

新鮮牛肉眼扒連骨

海燕牌米粉

敬賀

數量有限

美味精選
猪肝連

廟牌越南米紙

三魚牌
野生紅蝦仁

海燕牌秋刀魚

海燕牌
特級魚露

萬歲粟米油

拉瑪牌
新鮮潮州粿條

新李牌甜粟米

法老牌
白粟米粒

指定口味

JHC牌
特選筍尖

帝王牌
罐裝芒果醬

帝皇魚扒

三魚牌
原條火箭魷魚

多款口味

佛祖牌椰奶

幸福比內牌
香脆魚條

日冠牌
夾心迷你蛋糕

莎基歌牌
飲品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幸福比內牌
泥鯭魚

幸福牌
巴沙魚扒

妮娜牌
去頭白蝦

海洋媽媽牌
紅蝦仁

它理牌
紐西蘭
半殼青口

最佳海鮮牌
雜錦海鮮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海燕牌蝦餃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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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6 -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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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Cabbage

椰菜

迎金狗接財神 歡迎光臨 齊賀新歲

68

.

1

08

Extra Large
lb Navel Oranges

特價

lb Daikon
特 價 白蘿蔔

特大甜橙

2

99

.

Celery

西芹

99

lb Asparagus
特 價 鮮露筍

2月16日 (星期五) 大年初一 大派利是
2月17日 (星期六) 大年初二 |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 醒獅金龍賀歲 財神大派利是
2月18日 (星期日) 大年初三

lb SunRype 1L Juice
特 價 各式果汁

Western Family
Frozen
Boneless Skinless
Chicken Breast 3kg

2月21日 (星期三) 年初六 | 泛亞美食自助餐 $18.88

1

99

2

10

1

.

lb Ginger
特 價 鮮薑

lb
特價

8

ea Breyers Ice Cream for
特 價 雪糕
特價

one
Buy one
get EE
FR

10:00AM - 3:00PM | Blaze Bar & Grill | 特價精美點心 $2.88
6:00PM - 11:30PM | High Limit Room | 百家樂大賽 | 總彩池 $6,888
詳情及報名︰Samantha.ma@greyeaglecasino.ca

88

.

18

急凍雞胸肉

t6
imi

L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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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RE

ea Whole Fresh Pork Tenderloin
特 價 新鮮豬柳 (買一送一)

Frozen Coho
Salmon Fillets

急凍三文魚柳

39

Frozen
lb Whole Tilapia

特價

急凍鯽魚

77

lb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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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廣告如有排版錯誤，以店內有關標示為準。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本店可限制購買數量。 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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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運程
(一)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屬狗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由於受到【太歲】入主
的影響，各個方面都受到嚴重的打壓，本身這一年的
運勢如果不考慮【太歲】的影響，應該是大吉大利的
；【太歲】臨頭，一些即將功成的事業、愛情都變得
剛而太過久，隨後就演變成了挫折和難以挽回的失敗
，所以屬狗的人在2018年整年運勢暗淡，前程堪憂。

屬豬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可以稱得上是功成名就
，不管是事業方面，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所有成績；愛
情方面也收穫了自己一直想要的那份愛情，家庭氛圍
也很不錯；就是在健康和財富運勢方面，也都不需要
自己操心，所謂心想事成，功成名就，大概說的就是
屬豬的人在2018年的運勢吧！

屬鼠人在2018年的整體運勢不佳，很大的原因在於
【陰煞】、【七殺】等凶星入主，導致屬鼠人在這
一年裡能看到一線希望，但是無論做什麼事情，總
是剛剛完成了開頭，後面就會從中夭折，這一點無
論是事業還是愛情，都讓屬鼠人很挫敗，這也是為
什麼屬鼠人在2018年運勢如此慘淡的原因了。

屬牛的人在2018年的整體運勢好壞參半，所謂盡人事
而知天命，所需要注意的是自己對所在乎事情的心態
，如果有所往則必須有所犧牲，患得患失之間，猶猶
豫豫則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麻煩。加之【太陰】
、【天同】等晦暗星體臨近，更加加深了運勢的不確
定性，或者說只有自己才能確定自己的未來。

屬虎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相對來說好壞參半，
【鳳閣】、【天巫】入主，導致屬虎的人在2018年難
以保持往年的常態，運勢或許整體會有所降低，事業
等方面或許也會有所危險，但在這些危險之中，也蘊
藏著一些機會給屬虎的人去發現、利用，或許可以憑
藉這些機會，直接翻轉整年的財運也未為可知。

屬兔的人在2018年的整體運勢受到【紫微】星、
【文曲】星的影響，整體運勢積極向上，雖然有那
麼一點點小的挫折，但是瑕不掩瑜，反而會讓屬兔
的人更加珍惜這一年的運勢，並積極作為，尤其是
在事業和愛情上，必然會收穫很大，如果能繼續順
應運勢的發展，收穫將持續擴大。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可以說是進退難度，根本就把
握不到平衡點，在這一年如果過於在乎財富運勢，
過於在乎財富的積累，那麼就很難放平心態，也很
難獲利；而如果放平了心態，則又會不屑於財富積
累；這兩年中間的平衡點，需要找到很難！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上佳，但在具體操作方面需要
注意，不能過於張揚自己已經收穫的財富，尤其是
對自己的合作夥伴、朋友，更需要低調做人，如此
才能低調發財；另外，不能貪圖暴利，所謂積土成
山、聚沙成塔，這樣的財富獲取才是心安理得、不
會有心理陰影的。

財運：今年財運幾乎不會有什麼可喜的走向，唯一
值得慶幸的是，在2018年屬鼠的人尚不會完全破產
，這是一個好消息；壞消息則是，這一年屬鼠的人
似乎不知道怎麼來掙錢，每進行一項決策，都會導
致自己虧錢，即使不做決策，也會由於和別人的衝
突導致的財產損失！

財運：今年財運運勢因為犯太歲的影響會有所損失
，尤其是偏財一類你需要多加註意，股票一類波動
比較大的投資不要投入太多資金，很容易套在其中
最終給你造成損失，所以不要把金錢投入其中。

事業：今年始終處於高昂狀態的事業運勢，最後總
是變成了失敗的結果。究其原因，不得不說，【太
歲】星的入主造成了屬狗的人對事業形勢判斷的失
誤，不但誤導了個人的感覺，更錯誤的判斷了事業
進行的程度，不斷的加班加點，高要求，反而造成
了負面影響，最終失敗。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讓人心寒，因為他們在開年第
一筆投資、買賣當中，就會取得很大的失敗，這樣
的失敗很容易讓屬虎的人一整年都沒有什麼賺錢的
想法，不過，如果能撐過這道坎，或許，在2018年
屬虎的人反而可以大賺一筆，這就是屬虎的人在
2018年的財富運勢。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相當剛健穩固，這樣的事業運
勢，已經碾壓了所有想要從中作梗的手段和陰謀，
如果屬豬的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自己也能積極認
真的籌謀自己的事業，那麼最終將在這一年的努力
下收貨自己想要的事業成果以及相應的名氣，可謂
是名利雙收，豈不美哉？

財運：今年財運不佳，因為有凶星的影響，可能會
導致你有破財的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平時的理
財，在這一年不能夠有太多的花銷，很容易花大價
錢卻沒有買到有用的東西，要學會理財。在投資方
面也要多加謹慎，不能夠投入太多的金錢在投資上
面，倘若有心儀的投資項目可以投入一小部分在你
能夠接受的範圍內就可以。

事業：今年運勢落到如此地步其實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為其他的運勢也不會太好過！2018年屬鼠的人
之所以事業運勢如此之差，完全就在於【陰煞】星
光臨，導致身邊小人不斷，再加上自身運勢不佳，
所以，最終釀成事與願違、小人作梗這麼個寸步難
行的局面。

感情：愛情運勢上佳，對於仍然在尋找對象和愛情
的屬豬的人，這一年可以多多邁出家門，走出去，
到外面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另一半；對於已經看對眼
、或者已經結婚的屬豬的人，這一年是激情復燃的
好時機，讓平淡的生活重新回歸激情澎湃，讓兩個
人的愛情更加牢固。

事業：事業方面可謂是有好有壞，壞的是你在這一
年的事業運比較波折，在闖蕩事業的過程中會面臨
很多困難，很容易造成你心情低落，對自己的前途
感到希望渺然，但是你千萬不能夠因此就失望，只
要堅持你的貴人星就會來幫助你，能夠幫助你解決
眼前的難關，之後你的事業就會變得坦蕩不已。

感情：愛情運勢錯亂，不斷的被其他人或者事情擾亂
到自身的愛情運勢。對於一些已經結婚的屬狗的人，
這一年尤其需要注意，防止兩個人中間產生過多的嫌
隙；而沒有結婚的屬狗人士，有男女朋友的更要注意
，防止別人從中亂入，最後弄得不歡而散！

事業：事業運勢總體來看有向上的趨勢，但是在這樣
的趨勢里，蘊藏著一些危機，這些危機的來源主要是
一些身邊的小人造成的，不過，好在這些小報告、小
破壞對運勢主體尚難造成大破壞，只要屬虎的人在這
一年保持一貫的低調，謹言慎行，並且不做虧心事，
自然不怕鬼敲門，站穩腳跟，或可東山再起 。

健康：健康運勢頹勢完全是由於自己造成的，一般
來說，減肥和運動這兩個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可
不管對於胖胖的屬狗的人還是正常的屬狗的人來說
，減肥和運動這兩個項目總是會處於失敗的邊緣，
最可怖的是減肥過度和運動過度對自身心理產生的
陰影，心病難處！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陰陽兩面，本身疾病纏身的人
，這一年的健康問題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關注，不
能有一絲一毫的鬆懈，所謂積重難返，完全需要用
全部的心思換回健康的身心；而沒有陳年舊疾的屬
豬的人，也不能大意，需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工作和
休息的時間，預防為主。

感情：愛情運勢對於他們自己來說還算可以，中間的
過程也還不錯，只是最後的結局卻不是每個人都樂於
接受的。【天巫】入主對屬虎的愛情運勢有著深遠的
影響，雖然不像貪狼影響那麼大，但是最後造成的結
局卻是讓屬虎的人在2018年愛情運勢不順。

感情：愛情運勢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單身人士在
這一年很容易遇到令你心儀的另一半。倘若是異地
戀的話在這一年你要注意多喝對方聯絡感情了，因
為這一年你的感情有很大的可能產生裂痕，平時的
話可以多多去看望對方。倘若是婚姻人士在這一年
的感情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和其他運勢一樣，都必須要有所
捨得，才能在健康方面有所收穫。因為屬虎的人在過
去一兩年裡可能有一些隱疾沒有爆發，在2018年裡也
必須有所注意，只有注重合理的生活規律、合理膳食
，起居有規律才能讓自己的健康處於可控條件下。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比較旺盛，你在這一年身體方
面不用太過擔心是很強壯的，不過你要注意自己的
精神層面，因為你很容易因為一點小麻煩就給自己
太大的壓力，從而使你的心情低迷，所以你要學會
調節你的狀態。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因為有吉星的保佑會有很好的
前景，倘若你是打工一族你在這一年可以多多嘗試
在上司面前表現自己，多做一些你擅長的工作最終
一定能夠引起上司的關注，使你的職位有很大的提
升。倘若你是創業人士，在本年可以嘗試著擴大一
下自己的經營和業務，成功的幾率是很大的，一定
能夠有很好的前途。

感情：這一年實在不適合做這些重大決定，尤其是
婚姻愛情這種可能後半輩子都會受影響的決定，屬
鼠的人在2018年面臨的【七殺】星入主局面，不僅
對自己，就是對自己親近的人都會有影響。所以，
屬鼠的人2018年的相親、約會計畫多半都不會成功
，還是另擇時機，再談婚嫁吧！

感情：愛情運勢比較平穩，倘若是已婚人士雙方感
情都比較和諧，生活中有爭吵矛盾的話都是比較小
的事情，對你的感情不會有什麽影響，平時可以試
著多給你的另一半製造一些小驚喜，能夠使你的愛
情更保鮮。倘若是單身人士，在一年開始的時候可
以先不用著急尋找另一半，等到合適的時機適合你
的命中戀人就一定回來尋找你。

健康：今年需要面臨的健康形勢也比較嚴峻，因為
其他運勢都不佳的緣故，導致屬鼠的人在2018年身
體狀況也每況愈下，尤其是舊疾的發作讓屬鼠的人
難以招架，如此急火攻心，最後有致命危險的反而
是心病！這一點尤其需要所有屬鼠的人來注意的！

健康：健康運勢比較低迷，因為犯太歲的影響使你
在這一年會遇到一些困難，從而給你造成很大的精
神壓力，最終導致心情低迷，做事情提不起精神，
在工作中很容易做錯事情受到上司指責，所以你在
這一年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請轉至第14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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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 華 埠 發 展 基 金 會
仝人敬賀

遍地祥光臨福第

滿天喜氣入華堂

喜氣盈門

金犬喜迎春

金龍醒獅迎新歲 財神大派利時
二月十六日（星期五）大年初一
晚上九時

歡迎光臨齊賀新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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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仝人敬賀

一帆風順全家福

萬事如意滿門春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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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歲祝福萬事順

狗年兆豐五穀香

福滿人間

卡城客屬崇正會
仝人敬賀

惠食街

營業時間．每周七天
早上十時至凌晨二時

K & B Noodle House

806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Tel: 403-276-3288 （前珍之味舊址）

午市粥粉麵飯．越南美食．正宗粵菜．晚飯小炒．打冷宵夜

風靡中港台 健康鮮味美食

蒸汽海鮮桑拿鍋
強勁蒸氣蒸出至「營」美食
保持海鮮、肥牛及各種食材「原汁原味」

再加上自家製鮮味粥底！！！

現推出Happy Hour歡樂時光優惠
每日不同特價粉麵飯等美食
$
明爐清湯牛腩鍋

椒鹽雞膝

1399

$
$

清蒸老虎斑
08

特別推 介

東岸空運抵步

$

23

1399

家傳秘製 廣式叉燒

1399

足料極品補鈣

99

$

魚湯米線

1699

$

5

妙手炒粉絲

99
起

豉汁蒸多寶魚

2399

$

明爐羊腩煲 $

2399

（奉送生菜壹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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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普照萬象新

福祿常臨積善家

如意吉祥

卡城 佛 學 居 士 林
仝人敬賀

CASH CASINO CALGARY
4040 BLACKFOOT TRAIL SE CALGARY AB
www.cashcasino.ca
Casino : 403.287.1635 Poker Room : 403.243.2273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十時
至凌晨三時
PO KER RO O M
廿四小時開放

KUNG HAY FAT CHOY

恭喜 發 財

Let’s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Dog”

金犬旺旺迎新歲

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年初二 下午五時
發財賀年餐

食過好運來

發財賀年餐菜譜
Feb 17, 2018 (SAT) 5:00pm
Roasted Suckling Pig
Salt And Pepper Shrimp
Honey Glazed Soya Sauce Chicken Leg
Palace Style Chicken
Stir-Fried Vegetables with Garlic
Pineapple and Salmon Fried Rice
Spring Rolls
Braised Tofu and Seafood Soup
Deep-Fried Sesame Balls
Mandarin Oranges

Special

$

8

88

Includes GST

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年初二，下午五時
紅袍嘉冠行好運 （ 鴻運 金 豬 ）
昇平夜宴笑哈哈 （ 椒鹽 蝦 ）
金雞報喜鳴天下 （ 蜜汁 燒 雞 髀 ）
錠錠黃金豐收年 （ 宮保 雞 ）
財源廣進星拱照 （ 蒜蓉 炒 雜 菜 ）
天賜五穀有盈餘 （ 菠蘿 三 文 魚 炒 飯 ）
春回大地潤萬家 （ 脆皮 春 卷 ）
竹報平安滿乾坤 （ 竹笙 海 鮮 羹 ）
笑口常開步步高 （ 笑口 棗 ）
陽光精華合家安 （ 新年 大 柑 ）

$

8

狗年好運龍馬精神

福星高照財源廣進

On the 2nd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Feb 17, 2018 (Saturday) 5:00pm
Enjoy Chinese New Year Dinner and Lots of Fun

88
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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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居寶地千年旺

福臨家門萬事興

和睦永昌

卡城中華協會
仝人敬賀

i-ACTIV 全天候特價優惠
優惠至二月二十八日止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每星期

首期
首期

利率
利率

84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7,821
$27,821 起，稅項另計。
起，稅項另計。

0% 購車借貸利率優惠

萬事
得意

冬季附加裝備 特價優惠
所有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121 起，稅項另計。

10

路路
暢通

指定型號汽車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1,516 起，稅項另計。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38,221 起，稅項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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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金犬賀新歲
多多優惠兼送大利是
凡購買新車可獲

出
入
平
安

免費雪胎或遙控撻車

$1888

龍
1,000
馬
精
神

$

成功購車顧客
可參加幸運輪抽獎
可贏取 $200 至

免 GST 優惠（袛限存貨及指定型號）$
1,888 現金
%
免利息優惠 0 Interst（袛限2018年型號）
現金回扣高至 $6,000

成功購車顧客
可獲大利是
可獲優惠高達

2月17日(年初二)下午3時
醒獅助興、財神大派利是

薄具茶點招待
歡迎光臨齊賀新歲！

以上優惠至2月17日(年初二)止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11550 - 35 STREET S.E.

(BARLOW TR. South & DEERFOOT TR. SE)

精彩一瞬間 美景不留人 勿失良機
閣下擁有功能齊全的平治 4MATIC 四輪驅動坐駕，購買2018年指定型號可獲得最高達 $5,500 現金回扣。
存貨有限，售完即止。詳情及預約試車，請瀏覽本車行網頁︰lonestarmercedesbenz.com
貸款利率

0.9%

現金回扣
**

45個月分期

PLUS

$2,000 ~ $5,500

* Taxes extra.

The best or nothing.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630 per month for 36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0 plus security deposit of $65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Lease APR of 3.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495, dealer admin fee of $4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3.80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18,000 km/year allowance ($0.3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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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 available on in-stock units. Offers ends February 28, 2018.

20 Freeport Landing NE

卡城豐田汽車代理銷量總冠軍
最強華裔銷售團隊為閣下提供最優質服務
403.290.1111 www.ch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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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2月14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八 日 至 二 月 十四 日

特朗普超級預算案 犧牲民生大擴軍
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直指中俄
為競爭對手，總統特朗普隨即於周一發表的
二○一九年度財政預算中，列出美國歷來最
大筆軍費，達六千八百六十億美元。預算案
大幅削減多項民生項目經費，被指是以犧牲
民生來達成擴軍目的。有「債王」之稱的特
朗普，更把赤字飆升至十年後的七萬二千億
美元。
殲20傳部署山東 制衡美日
據報道，最新衞星圖片顯示，在面向黃
海、渤海的山東某前沿基地，已建好殲20機
庫及專用停機坪，至少已進駐兩架殲20。分
析指，殲20今年或首先裝備三支作戰部隊，
分別是滄州飛行訓練基地、東部戰區某旅、
以及今次曝光的空軍山東半島基地。從地圖
看，部署有美國F-35B隱形戰機及日本F-35A
戰機的日本岩國基地，距山東基地直線距離
僅一千二百餘公里。
英艦擬駛經南海 勢惹怒華
正在澳洲訪問的英國國防大臣韋廉信，於
當地時間周二表示，英國薩瑟蘭號護衞艦下
月將從澳洲啟航，經南海返回英國。外界預
料，英方此舉將令中方不滿。根據澳洲媒體
報道，韋廉信拒絕透露，該艘從澳洲啟航的
護衞艦是否會和美國軍艦一樣，駛入中國島
礁十二海里範圍內。但韋廉信宣稱，英方絕
對支持美國在這方面的立場，並強調英國海
軍「有權」捍衞自由航行的權利。
朴槿惠貪污共謀 崔順實囚20年
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昨日就前總統朴槿
惠密友崔順實干政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案
中主角、濫用總統職權向三星、樂天及現代
等財團謀取私利的崔順實，被裁定濫權、行
賄及干預國家事務等罪名成立，入獄二十年
及罰款一百八十億韓圜。韓媒分析指，崔順
實的刑期是朴槿惠的審判指標，朴槿惠勢難
逃長年監禁。
金正恩喜迎妹及金永南 謝南韓接待
北韓藉平昌冬奧與南韓破冰，贏盡外交掌
聲，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周一在接見訪問完南
韓回國的高級代表團時，感謝南韓的接待，
並明言兩韓要保持着和解的氣氛。金正恩似
乎相當滿意胞妹金與正一行人表現，大合照
時除了罕有與妹妹親密翹手，更用右手拖實
代表團團長金永南的手臂。
美槍械商雷鳴登 申破產保護
美國其中一家歷史最悠久的槍械製造商雷
鳴登（Remington），因槍械銷售額下降和
受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引起的訴訟困擾下，
周一宣布和債權人達成債務重組協議及尋求
破產保護，將削減七億美元債務，並且注入
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新資金，令公司尋求破

產保護期間能夠繼續營運。
倫敦城市機場 發現炸彈關閉
英國倫敦城市機場跑道附近，周日發現一
枚二戰時間的重磅炸彈。當局緊急封閉附近
兩個區域，機場亦需立即關閉，所有航班取
消，直至警方周二成功移除炸彈。約一萬六
千名飛機乘客受事件影響。
日暴寒殺12人 山形積雪4.3米
日本大雪持續，山形縣昨錄得逾四米高
的積雪紀錄。而自本月四日起，大雪已導致
日本各地至少十二人死亡，逾一百八十人受
傷。惡劣天氣同時導致各地新幹線列車、空
中航班取消及延誤。山形縣地方氣象台表
示，當地時間早上九時，大藏村錄得當地史
上最多的四點三二米積雪，亦是入冬後全國
首次有地方積雪超過四米。
網絡沙皇魯煒雙開
臨近歲末中央再鍘貪腐「大老虎」。中共
十九大後「首虎」、曾被揭參與「高官人奶
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前副部長、中央網信
辦前主任魯煒，周二被中紀委「雙開」（開
除黨籍、開除公職）。中紀委在通報中，措
詞極為嚴厲的力數其多項違紀違法行徑，痛
斥其對黨中央極端不忠誠，公器私用，品行
惡劣，官媒形容他是「被中央定性用詞最狠
的大老虎」。
孫政才涉賄案 天津檢察院提公訴
曾被視為政壇「明日之星」的前中央政治
局委員、重慶市委前書記孫政才貪腐案再有
新進展，官方周二公布，孫政才涉嫌受賄案
已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
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陸媒證 日搜救隊拒進危險地帶
花蓮地震造成嚴重災情，日本搜救隊於震
後第二日攜電磁生命探測器到場協助，卻傳
出日方不願進入危險地帶搜救，引來網民爭
議，甚至將矛頭指向在現場指揮的消防署特
搜隊長梁國偉。隨後有大陸駐台記者在Facebook上載影片，可見梁國偉詢問日本搜救
隊：「你們有沒有同意說要進去呢？」日方
代表回應：「如果這裏（指着地圖上畫紅圈
的區域）是危險地帶，我們無法進去，但這
邊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可以交（探測器）
給你。」
英機場欺華客 免稅店道歉
日前有中國留學生在網上指，中國遊客
在英國倫敦希思路機場的免稅店遭遇差別待
遇，必須消費一千鎊才能領取優惠券，其
他國籍客人則只需消費七十九鎊。負責管理
希思路機場免稅店的Dufry集團旗下World
Duty Free 昨日發表中英雙語聲明向中國民
眾致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二表示，
「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2月13日 (星期二)

2月12日 (星期一)

東海險爆空戰
中國戰機近年在東海南海空域屢遭外國軍
機滋擾，內地官媒周日披露，東部戰區空軍
蘇30戰機，近期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執行任務
的過程中，遭遇兩架外國軍機從側後方包抄
高速接近，雙方險擦槍走火。中方戰機在空
中作出高速急轉動作，並展開近距離纏鬥，
迫使對方離開。
花蓮設靈堂 公祭地震罹難者
造成十七死、二百八十五傷的台灣花蓮地
震，搜救行動已告一段落。其中受損最嚴重的
四幢建築，包括統帥大飯店、雲門翠堤大樓、
白金雙星大樓及吾居吾宿大樓的清拆工作亦陸
續展開。花蓮縣政府昨日中午在市立殯儀館設
靈堂，為罹難者舉行聯合追思公祭，並指會全
力協助死者家屬辦理殮葬事宜。
美國天然氣輸華 中石油年購120萬噸
中國倉卒推行「煤改氣」政策，導致多地
鬧起天然氣荒之際，美國得克薩斯州切尼爾能
源公司上周五表示，已與中國石油公司簽署兩
項採購協議，中國將從美國墨西哥灣岸區，每
年進口一百二十萬噸液化天然氣，合約直至二
○四三年。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首份
與中國簽署的液化天然氣的長期合同。
台六成人不滿蔡英文 創新高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民意再創新低，台灣競爭
力論壇昨發表民調顯示，民眾對蔡英文的不滿
意度高達逾六成，再創新高，對行政院長賴清
德的不滿意度大於滿意度，首次出現「死亡交
叉」。同時，國民黨的支持率為一成九，但民
進黨更低，只有一成八，這是自前年民進黨執
政以來，國民黨的支持率首次高過民進黨。
彭斯軟化：美朝可直接對話
北韓領袖金正恩胞妹金與正、美女啦啦隊
及藝術團，在南韓平昌冬奧逐一登場，風頭
一時無兩，替平壤贏得一面外交金牌。在南
韓積極替總統文在寅訪問北韓，創造有利條
件之際，態度強硬的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
六亦終需回應美朝會談，他稱美國願意與北
韓直接對話。
冬奧177人感染諾如
南韓平昌冬奧舉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冬奧
主辦單位昨日表示，截至周日為止已經有一
百七十七人確認感染諾如病毒，正調查供應
的水及食物是否有問題。據悉，染病者均為
工作人員，運動員未受到影響。感染者中已
經有六十八人完全康復，並返回工作崗位。
主辦單位正加緊調查，以找出傳播途徑。
美軍費急升至7000億 遠超中俄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簽署預算法案，大
幅度提升軍費開支。國防部獲得破紀錄的七
千億美元，遠超中國及俄羅斯，軍方可以增
添數千名士兵、增配更多戰艦和武器裝備。

訪韓三日搶盡風頭金與正功成返國
北韓領袖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成為金氏家族
踏足南韓領土的第一人，連日成為焦點所在。
她昨日先後獲南韓總理李洛淵及青瓦台設宴
招待，晚上再跟總統文在寅到首爾國立中央劇
場，觀看北韓三池淵管弦樂團文藝表演，為三
日首訪旅程作結。金與正在上周六的晚宴上一
改素黑打扮，披上酒紅色外套亮相，分外明艷
照人，有外媒甚至把她這位「北韓公主」與美
國第一千金伊萬卡相提並論。
潑兩韓冷水彭斯板臉捱轟
美國副總統彭斯力圖阻止北韓在平昌冬奧
搶風頭，他上周六離開南韓前重申，南北韓
回暖迹象不代表美韓同盟出現分歧；他連日
來的板起臉表現招惹排山倒海式批評，被斥
欠缺莊重。
朝代表稱無力付聯國會費
北韓近年因屢次試射導彈及核試，遭聯合
國安理會多次嚴厲制裁。北韓常駐聯合國代
表慈成男（Ja Song Nam）上周五稱，北韓
因受到國際制裁，導致無法繳交二○一八年
度十八萬四千美元的會費，同時要求聯合國
提供交易渠道予北韓。
親巴國武裝襲印駐喀什軍營
印度駐喀什米爾地區一個軍營上周六遇
襲。親巴基斯坦武裝組織穆罕默德軍約五名成
員，持槍闖入軍營，與駐軍爆發激戰，至少兩
名印度軍人被殺，另有九人受傷，傷者包括婦
孺。印軍特種部隊擊斃兩名武裝分子。
躁漢血洗京商場1死12傷
春節將至，惟北京鬧市一商場昨日遭一
名兇徒血洗，最少造成一死十二人傷。兇徒
被指專斬人的頭部和頸部，刀刀致命。事發
後，兇徒當場落網，而警方則只簡單披露疑
兇為發洩「個人不滿」而持刀斬人，沒交代
其具體行兇動機及其他詳情。作為內地「首
善之區」的北京，在大節和兩會前發生嚴重
血案，治安令人擔憂。
花蓮停搜救重型機拆斜樓
花蓮地震發生已超過五日，花蓮縣長傅崐
萁昨日宣布最後兩名失蹤大陸遊客罹難，令
死亡人數增至十七人。傅崐萁亦宣布停止雲門
翠堤大樓的搜救行動，這座傾斜的大樓隨即展
開拆卸工程，將採取「剝洋葱」開挖方式，從
樓頂開始一層一層拆開，待開挖到失蹤陸客所
在的二○一號房時，再將兩人的遺體送出來。
楊潔篪訪美 落實共識推進合作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訪美，與美國總統
特朗普及國務卿蒂勒森會晤。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於美國時間上周六在華盛頓會見記者時
強調，過去一年中美關係取得重要積極進展，
就朝鮮半島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協
調，堅持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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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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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式

三文治

Pate / 肝醬
Sate Sauce / 沙爹醬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uffed Meat Lemongrass / 釀肉香茅
Cold Cut Meat / 冷切肉
Vietnamese Style Ham / 越式火腿肉
Uncooked Ham / 生火腿肉
Deep Fried Fish Paste / 炸魚餅
Steamed Crab Meat Pie / 蒸蟹肉餅
Squid Paste / 魷魚膏
Deep Fried Spring Rolls / 炸春卷

Beef / 牛肉

Chicken / 雞肉

周末加添更多甜品及小食
Pork / 豬肉

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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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5

$ 00
起

多種美食甜品 應有盡有 常備大量中、越雜貨 歡迎選購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12

/ 周一休息

8 AVE. NE

5 AVE. NE

36 Street NE

Tel: 403.452.8881

33 Street NE

KIM
CHAU
CALGARY
3109-5 Ave. N.E., Calgary AB T2A 6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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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 (星期六)

2月9日 (星期五)

2月8日 (星期四)

金與正踏入青瓦台 代兄邀文在寅訪平壤
藉着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契機，北韓領
袖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以特使身份，昨日破
天荒踏入青瓦台，獲南韓總統文在寅設宴款
待。雙方會談氣氛良好，金與正更送上金正
恩的親筆信，並邀請文在寅盡快訪朝。雙方
同日晚上一起觀賞兩韓女子聯合冰球隊賽
事，為聯隊吶喊助威。
安倍鼓動美韓軍演 文在寅面斥
正當兩韓藉着冬奧積極呈現破冰畫面之
際，美國堅持其強硬態度。在上周五的開幕
禮上，美國副總統彭斯雖然與金與正僅隔一
行座位，但彭斯始終拒絕握手問好，罕有地
在外交場合自我孤立。翌日，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向文在寅提出重啟美韓軍演時，文在寅
當場「派檸檬」拒絕，並「提醒」安倍已說
走嘴。
聯國秘書長勸結束朝核危機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冬奧揭幕前的晚宴
上與金永南短暫交談，期間促請他與各方展
開對話，結束朝鮮半島核危機。聯合國發言
人哈克指，古特雷斯亦曾會晤北韓外長及北
韓駐聯合國大使，向對方重申他對朝鮮半島
無核化的期望。
反華司令哈里斯 將任駐澳大使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下，華府加
強在外交及軍事層面抗衡中國在區內的影響
力。對華態度強硬的「鷹派」太平洋司令部
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上周五獲白
宮提名為下任駐澳洲大使，但未有公布接班
人。同時，有傳原駐守中東的海軍陸戰隊遠
征隊，將調派至東亞執行任務，以增強美軍
在太平洋的實力。
特朗普晤楊潔篪 稱願合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宮接見中國
國務委員楊潔篪，表示華府願與中方加強合
作。楊潔篪則指中美關係的走向具有重要的
全球影響，希望雙方加強在朝鮮半島等國際
及地區問題上的協調，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
大發展。
雪地騰飛 殲20顯全天候戰力
繼宣布中國自主研製的殲20隱形戰機列裝
空軍作戰部隊後，中國空軍再公布殲20最新
訓練照片，不久或加入戰備巡航。另有一款
疑似隱形無人機的最新型「天鷹」無人機，
近日亦首飛成功。
南海艦隊 赤道雙零點演練
中國海軍艦隊持續向全球海軍發展，由解
放軍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海口號、導彈護衞
艦岳陽號、遠洋綜合補給艦青海湖號組成的
第二十七批護航編隊，在完成北非三國訪問
後，上周三抵達幾內亞灣展開為期四天的實
戰化訓練。

金與正 文在寅歷史握手
象徵南北韓致力達成和平的平昌冬奧，昨
晚在友好氣氛中揭開序幕。兩韓運動員在事隔
十一年後，再次共同站在統一旗下。為了在這
國際盛事上爭取光環，北韓領袖金正恩繼早前
派出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艷壓南韓各界
後，又派出其胞妹金與正赴平昌，再次搶盡傳
媒焦點。作為韓戰停戰六十五年來首位南下的
金家成員，金與正在開幕式上兩度與東道主南
韓總統文在寅握手，她既帶着微笑而又不失冷
傲的表情，準確傳達了北韓的訊息。
文在寅晤安倍促正視歷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早上啟程赴韓，在
出席冬奧開幕禮前，下午與南韓總統文在寅
舉行會談。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超出原定
時間。安倍在會上要求南韓切實履行日韓慰安
婦協議，文在寅則強調「希望日方能夠正視
歷史」，同時合力構建面向未來的日韓關係。
美短命停擺三周內第二次
美國參議院於當地時間周五，就兩黨參議院
領袖早前達成的聯邦政府預算上限辯論，但在
共和黨保守派議員拉布阻撓下，參議院未能在
午夜限期前通過新的預算方案，一度令聯邦政
府於三個星期內第二度停擺。參議院擾攘至周
六凌晨以大比數通過方案，而眾議院隨即表決
方案。雖有部分眾議員曾揚言阻撓法案通過，
但眾議院最終仍能通過法案，結束短暫的停
擺，並確保聯邦政府在未來兩年可順利運作。
菲：拒受利用挑戰華區域主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中菲關係持續
改善。菲律賓媒體報道，菲律賓總統府發言
人羅克日前稱：「我們不願意被其他國家利
用來挑戰中國在這個區域的主導地位，因為
我們已經不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奴隸，我們
獨立了。」堅持會有獨立的外交政策。
俄採購12架蘇-57隱形戰機
俄羅斯第五代隱形戰機即將服役。俄國防
部官員日前透露，將於本年內與蘇霍伊航空
集團（Sukhoi）簽約，採購十二架新型國產
蘇-57戰鬥機，其中兩架可望於明年服役。
首批外國救援物資 星洲運抵
為援助花蓮救災，新加坡軍方昨日派出大
力士型運輸機，將救援物資運抵花蓮，為台灣
在地震發生後接獲的首批境外救援物資。台灣
的國防部表示，這是台灣與新加坡兩地默契下
的人道救援，台方表示感謝，其餘沒有評論。
殲20隱形戰機 開始列裝空軍
解放軍空軍周五宣布，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五
代戰機「殲20」，已開始列裝空軍作戰部隊。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周五表示，新一代
隱形戰機殲20列裝空軍作戰部隊，將進一步提
升綜合作戰能力，有助於空軍更好地肩負起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

平壤閱兵晒可攻美最新導彈
代表南、北韓的統一旗今晚將在平昌冬奧
開幕禮上飄揚，北韓的高級別代表團亦會於
今日下午乘包機抵達，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更會
隨團亮相，並於周六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
外界關注金與正訪韓會否推動半島和平之際，
北韓首都平壤昨日舉行拒絕外媒採訪的大型閱
兵，慶祝建軍七十周年，更展示了四枚最新火
星十五型洲際導彈，領袖金正恩閱兵時指示軍
人維持對美國的高度作戰準備狀態。
彭斯晤文在寅 再強調平壤須棄核
南北韓藉冬奧營造和平氣氛之際，美國副
總統、美國冬奧代表團團長彭斯，昨日下午
亦率團乘專機抵達南韓。他在南韓總統文在
寅接見時，再次強調北韓必須放棄核武，並
承諾會守護盟友。
東電判賠11億日圓予災民
日本福島縣南相馬市小高區321名居民早
前入稟法院，以福島核災發生後無法在家鄉
生活、飽受精神痛苦為由，向東電索賠精神
損失等約一百一十億日圓。東京地方法院周
三裁定東電需向其中318人賠償共約十一億
日圓。今次針對東電的索償總額創下新高，
或會觸發索償潮，東電表明考慮上訴。
中國斥掠奪馬爾代夫論
馬爾代夫總統亞明周一宣布為期十五日
的緊急狀態令後，國內陷入混亂。警方周三
指，有證據指控被捕的首席法官薩伊德，在
收受數百萬美元賄款後頒令政府釋放反對派
人士。對於被指「掠奪馬爾代夫」，中國外
交部昨駁斥是無稽之談。
台灣6.4級地震救援黃金72小時將過
台灣花蓮周二深夜發生黎克特制六點四級
地震，救援黃金七十二小時即將過去，死傷
最嚴重的雲門翠堤大樓仍有人被困，惟大樓
不斷傾斜，恐隨時倒塌，令救援因多次被叫
停而受阻。花蓮昨日仍然餘震不斷，死亡人
數已增至最少十人，二百七十二人受傷，另
有七人失蹤。
華七南海人造島如軍事基地
中國南海島礁被指已完成軍事部署，有菲
律賓媒體日前曝光多張高空拍攝的照片，指中
國在南海的七處人造島目前已將近完工。該些
島礁除了大型建築外，還有飛機跑道和其他設
施，顯示疑似已建有空軍或海軍基地。
美參院外委會 通過台灣旅行法
美國持續攪局台海，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於當地時間周三，在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
眾議院版本的《台灣旅行法》（HR535）草
案，之後將交送參議院院會表決，一旦通過
後便會交美國總統特朗普簽字生效。這項具
拘束力的法案，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應鼓勵台
美各層面官員進行互訪。

金正恩雙刃劍迎冬奧
南韓平昌冬奧將於周五揭幕，在朝方藝術
團及啦啦隊抵達之際，南韓統一部昨公布，北
韓將於本周派出高官代表團訪南韓，成員更包
括領袖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是自稱「白頭山
血統」的金氏家族成員，首次踏足南韓土地。
雖然連番釋出善意，但平壤曾揚言在冬奧開幕
前一日閱兵。專門監察北韓的網站周二發放衞
星照片，指平壤美林機場已有大量士兵集結，
似是為閱兵作準備。
特朗普欲華盛頓閱兵 被批獨裁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七月訪問法國期間，
獲邀出席法國國慶日的閱兵儀式。美媒周二報
道，特朗普上月曾向國防部提議，有意於美國
國慶日在首都華盛頓舉行閱兵。民主黨批評這
顯得特朗普似獨裁者多於總統，白宮則指計劃
仍屬構思階段。
彭斯訪日：趁冬奧加大制裁北韓
跟北韓關係交惡的美國，也會派人參加冬
奧，並由副總統彭斯率團。他在周三率先訪
問日本，並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彭斯表
示，美國日內會公布對北韓的新經濟制裁，並
聲言今次制裁將是最嚴厲及最進取，但未有透
露詳細的制裁內容。
日本本州暴雪沒路千車被困逾日
日本本州西部連日暴雪，部分地方錄得接
近兩米的積雪。福井縣北部一條高速公路一
度有多達一千五百輛汽車遭大雪圍困，截至周
三仍有一千二百輛車被困，並已長達二十四小
時，陸上自衞隊出動並為有需要的車輛提供燃
料。受惡劣天氣影響，福井縣和石川縣合共有
逾四百間學校停課，雪災至今導致兩人死亡。
台灣6.4級地震危廈困數十人隨時再冧
台灣花蓮自周日起發生過百次地震，前日
深夜更發生黎克特制六點四級地震，造成至
少七死、二百六十傷，其中包括一名港人，另
有六十七人失蹤，多人無家可歸。隨後餘震不
斷，救援人員爭分奪秒救人；其中名為雲門翠
堤大樓的住宅大樓嚴重傾斜，相信大部分失蹤
者被困在內，救援人員需冒着大樓隨時倒塌的
危險入內救人。今次地震對台打擊嚴重，對原
已蕭條的旅遊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首艘054A艦發射新型導彈
解放軍曝光大批新型高端武器，其中海軍首
艘054A型導彈護衞艦舟山艦，發射一枚相信為
從未公開亮相的新型導彈。有傳該導彈可能是紅
旗26海基遠程防空導彈，據指其能力超強，甚
至可攻擊衞星，或是發現及打擊美軍隱型戰機。
中國各地新年打黑 清除農村黃賭毒
中央政法委、中央綜治委、公安部近日印發
《關於集中打擊整治農村賭博違法犯罪的通知》
，要求各地政府在農曆新年前後重點打擊經營農
村賭博、「黃賭毒」等黑惡勢力，並加強問責。

一周國際新聞

2月11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八 日 至 二 月 十四 日

賀歲新年套餐
如意吉 祥宴 富 貴生 財宴 豪 門 豐 盛 宴
京式片 皮 鴨
金蒜發 菜 蠔 豉
金巢爆 炒 花 姿 蝦 球
蟹肉魚 肚 羹
美極豆 仔 雙 龍 蝦
五福醬 油 走 地 雞
玉鮑鮑 魚 菇 扒 豆 苗
清蒸海 上 鮮
金粒瑤 鬆 海 皇 飯
$
豪門伊 府 麵
甜心紅 豆 沙 湯 圓

368

富貴大併盤
發菜蠔豉瑤柱甫
金巢椒鹽珍珠蝦丸
竹笙蟹肉大生翅
薑蔥芋絲雙龍蝦
五福醬油走地雞
鮑甫北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臘味芋粒糯米飯
$
大富豪伊府麵
甜心紅豆沙湯圓

488

豪門 大 併 盤
發菜 蒜 香 瑤 柱 甫
百花 釀 蟹 鉗
紅燒 竹 笙 海 皇 翅
ⅩO醬 焗 金 瓜 雙 龍 蝦
五福 醬 油 走 地 雞
鮑甫 刺 參 本 菇 扒 豆 苗
清蒸 海 上 鮮
闊佬 魚 翅 鮑 粒 炒 飯
$
有米 佬 伊 府 麵
甜心 紅 荳 沙 湯 圓

588

賀 歲四和 菜

鴻運 六 和 菜

發菜蠔豉大利湯

發菜蠔豉大利湯
蒜子發菜蠔豉
美極乾蔥龍蝦
鹽香走地雞
鮑甫珍菌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絲苗白飯
$
精美甜品

蒜子發菜蠔豉
上湯龍蝦
金瑤扒豆苗
鹽香走地雞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賀
歲
吉
祥
小
菜

168

228

$

發財添大利 $18.95
(發菜蠔豬脷湯)
鴻圖大展翅 $88.00
(竹笙雞絲翅)
發財旺好市 $36.95
(發菜蠔豉)
好市包生財 $23.95
(蠔豉臘味生菜包)
發財更就手 $23.95
(發菜花生豬手)

發財聚寶盤 $68.00
(發菜瑤柱甫)
金屋常滿玉 $28.95
(金巢油泡帶子)
年年慶有餘 $31.95
(清蒸多寶魚)
五谷慶豐收 $18.95
(生炒臘味糯米飯)
興隆萬世通 $23.95
(腰果牛粒蝦球)
花開顯富貴 $23.95
(西蘭花姿玉帶)

得意樂人生 $16.95
(蝦乾魚皮小炒皇)
老少頌平安 $16.95
(百花釀豆腐)
富貴喜洋洋 $32.95
(枝竹羊腩煲)
金玉滿華堂 $18.95
(金沙玉子豆腐)
金鳳迎春曉 $17.95
(金糠炸子雞)

豪氣迎新歲
新鮮連殼石蠔

$1.99/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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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十時
至凌晨三時
POKE R R OOM
廿四小時開放

KUNG HAY FAT CHOY

恭喜發財

Let’s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Dog”

多寶新春迎狗年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年初十 下午五時
發財賀年餐

發財賀年餐菜譜
Feb 25, 2018 (SUN) 5:00pm
Roasted Suckling Pig
Salt And Pepper Shrimp
Honey Glazed Soya Sauce Chicken Leg
Palace Style Chicken
Stir-Fried Vegetables with Garlic
Pineapple and Salmon Fried Rice
Spring Rolls
Braised Tofu and Seafood Soup
Deep-Fried Sesame Balls
Mandarin Oranges

Special

8
1
0
2

十二生肖運程
(二)
14

食過好運來

$

8

88

二月十二五日（星期日）年初十，下午五時
紅袍嘉冠行好運 （鴻運金豬）
昇平夜宴笑哈哈 （椒鹽蝦）
金雞報喜鳴天下 （蜜汁燒雞髀）
錠錠黃金豐收年 （宮保雞）
財源廣進星拱照 （蒜蓉炒雜菜）
天賜五穀有盈餘 （菠蘿三文魚炒飯）
春回大地潤萬家 （脆皮春卷）
竹報平安滿乾坤 （竹笙海鮮羹）
笑口常開步步高 （笑口棗）
陽光精華合家安 （新年大柑）

Includes GST

$

8

狗年好運龍馬精神

福星高照財源廣進

On the 10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Feb 25, 2018 (Sunday) 5:00pm
Enjoy Chinese New Year Dinner and Lots of Fun

88
包稅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屬龍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都不會咋樣，尤其是財
運，更加難以讓人接受，這完全是受到【陀螺】、
【寡宿】星入主的影響，導致這一年屬龍的人雖然沒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卻總是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結
果，儘管自己也很努力，可總是在第一步就跌倒。

屬蛇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最為明顯的特徵是不利
於婚姻嫁娶，這一點對於單身男女也好，對於離異人
士也罷，都有很明顯的負面作用；除此之外，一整年
的運勢總是呈現開年運勢良好，但中途可能會有大的
波折，運勢難以為繼，這主要是受到【天月】、【天
巫】星的影響，好壞參半，但還有人為挽回的餘地。

屬馬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以守勢為主，因為所
有方面的運勢都不太明朗，不適宜貿然出擊，對於
事業方面，不能簡單的憑一時的判斷來決定以後的
發展方向；在愛情方面，也不能以一時之好惡做出
分手舉動；在財運方面，也沒有明顯的財富運勢能
到達手中，若輕舉妄動，結果只有自取滅亡。

屬羊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可以說始終被別人壓
制，這些人可能是自己的長輩，也可能是老師、上
司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這完全是由於【武曲】星
偏移主位所造成的異象，也直接導致了屬羊的人在
2018年一整年時間裡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總是
會有人出面阻撓屬羊人的發展。

屬猴的人在2018年的整年運勢可以說是紫氣東來，
福祿雙收，不僅是在事業方面，終於收穫了自己一
直期待的結果，愛情和財運方面，也是碩果纍纍。
這主要歸功於【紫微】高照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
是，雖然一整年的運勢都如此高昂，但必要的積累
以及合適的爆發時機仍然是需要考察的因素。

屬 雞 的 人 在 2018年 的 整 年 運 勢 因 為 剛 剛 脫 離 了
【太歲】的緣故，整體運勢仍然處於巨大的陰影
之中，此時屬雞的人個人運勢屬於好壞參半，有
壞的一面，但也有積極向好，處於轉變期的特徵
。整年運勢在前期都有仍處於【太歲】之下的狀
況，直到後半段才會展現出新氣象。

財運：今年財運運勢因為凶星的影響比較平淡而且
會有破財的可能，造成你經濟緊張，所以你在運勢
低迷的狀態下也不要想著進行投資來賺取金錢，很
容易讓你血本無歸，不過倘若有一些比較穩定的投
資也可以小額進行投資，就算收益比較慢還很少只
要穩定就是最好的。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強勁，沒有什麼能夠難倒屬
猴的人賺取屬於自己的財富，每當看到了財富的
影子，屬猴的人總是能第一時間就想到對策，將
這個尚在天上飛的天鵝順利的變成自己的盤中餐
。不過，雖然運勢強盛，但需要注意不能以陰謀
詭計、奸詐之法獲得財富。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總體來說還不錯，因為你在這
一年因為吉星的影響會讓你在工作中遇到很好的提
升機遇，只要你好好把握成功的幾率是很大的，但
是過程可能會很困難，也會讓你遇到很多難解的難
題，會很打擊你的自信心，這樣會使你的心情很低
落，從而做事情也不會滅有之前的動力了。

事業：事業運勢整體來看並沒有太過高調，在年初的
時候或者是新開的事業剛剛展開不久時，總是會遇到
一些難以預料的挫折，往往這個時候不僅需要屬猴的
人自己的努力，還需要團結所有能夠團結的人，共同
努力，放棄一些小的爭端和分歧，達到共同的目標，
這就是屬猴的人在2018年事業運勢的走向。

財運：今年財運運勢不俗，進財的機會有很多，尤
其是在事業上面能夠有提升的機會從而你的正財收
入也會有所提升。不過因為你今年害太歲，導致你
今年的財運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而丟財，所以在這
一年倘若有人向你進行金錢借貸，一定要三思而後
行，倘若是你比較信任的人也不要大意，一定要立
下字據一類的證據，以免金錢丟失。

感情：愛情運勢完全可以用慾火中燒，外無糧草來
形容，雖然這一整年屬馬的人都處於慾望爆發時期
，可是卻不會找到合適的對象，不管是男生還是女
生都深受慾火中燒的影響。

感情：愛情運勢比較旺盛，你身邊的桃花會很多，
單身人士選擇伴侶的機會也會變得更多，不過你要
注意一點不要太流連於花叢之間，很容易給你惹麻
煩，要適當的和那些對你傾心的異性保持距離會更
好，倘若選中了自己的另一半，就要更注意和異性
的交往了，因為身為你的伴侶會很沒有安全感。

感情：愛情運勢一帆風順，已經有男女朋友的屬
猴的人，在這一年將會體驗到更加美妙的愛情；
正在追求或者被追求的屬猴的人，也會體會到墜
入愛河的奇妙體驗；對於單身狗來說，這一年一
定會找到自己理想中的那個人，兩個人牽手、海
誓山盟，相親相愛。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不算兇險，但是也不是很穩定
，屬馬的人需要注意的是避免一些急性疾病的爆發
，比如紅眼病、突然間的高血壓，以及一些陳年舊
疾在某些情景下的複發。所以，屬馬的人在2018年
的健康運勢也趨向於耐心調養，不可因為一時的衝
動而放棄對自身健康的負責。

健康：健康運勢比較低迷，因為凶星的影響會讓你這
一年很容易遭受血光之災，所以你出門在外一定要注
意路面狀況，經常駕駛者要更加的小心，可以參加一
些簡單的健康活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飲食還
有休息，會更好的保護你的身體，還有日程上不要去
一些陰氣比較重的地方，以免沾惹到不好的氣運。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良好，基本沒有什麼大的病
痛纏身，就連一些陳年舊疾，也會在這一年銷聲
匿跡，帶來久違的寧靜。不過，居安思危，屬猴
的人仍然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多多運動，
不能久坐，飲食也要注意清淡，預防富貴病的發
作是這一年主要的方向。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可以說深受【陀螺】、【寡宿
】星的影響，本身財富運勢並不如何張揚，卻在種
種艱難困苦當中蘊含了一絲絲財運的亮光，屬龍的
人如果能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或許能破解這一
整年流年不利的運勢，如果不能抓住，這一整年的
財富運勢也將陷入泥潭之中。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就如同風暴之中的枯葉、海
浪之中的浮萍一般，無依無靠，隨波逐流，如果恰
好能遇到一處落腳的地方，說不定還能有救；如果
連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都抓不到，那麼這一整年屬龍
的人的事業運勢也就走到頭了，最根本的原因也在
於自身根基不穩，陰陽不調。
感情：愛情運勢沒有想像的那麼差，至少還有主動挽
回的餘地，只是這個機會稍縱即逝。也許屬龍的人已
經對自己的伴侶不滿很久了，可是根本就沒有那個勇
氣提出來分手；也許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或者是形勢
所迫，但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寡宿】星的入
主，讓屬龍的人在這方面猶猶豫豫，困苦不堪。
健康：健康運勢比較平庸，但在平庸當中也隱藏著
一些潛在的危險，那就是自身情緒的調控，屬龍的
人在這一方面沒有太多的經驗來把控這樣的運勢，
如果屬龍的人能夠控制好自己在如此困境之下的情
緒，說不定健康方面不會成為累贅；相反，健康情
況也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財運：今年財運運勢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因為你
在這一年的正財收入不菲，倘若你是自主創業人士
，在這一年會有很好的財運，你能夠依靠自己的工
作得到不菲的金錢收入，不過你需要注意一點就是
在工作的時候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個腳印不要
存一些僥倖心理。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因為有吉星的保佑導致你會有
很好的發展，倘若是公務人員在這一年手中權力會
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你在這一年要努力的表現自己
，讓你的領導看重你的才能才能夠有更高的職位提
升。倘若你是打工一族，在這一年的事業上面會有
貴人相助，能夠讓你在工作中更加順利。
感情：愛情運勢也是比較旺盛的，倘若是單身人士
在這一年身邊會有很多桃花圍繞，所以你在選擇伴
侶的時候會有更多的選擇，不過你需要注意不要被
異性的外表所迷惑，因為對方很有可能不適合你，
在挑選伴侶的時候多加了解對方的人品和內心，這
樣在以後的感情生活中會讓你相處的更加融洽。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因為凶星的影響很有可能會遇
到意外之傷，所以你外出一定要注意路面狀況，還
有家中表面不要放危險物品，倘若是經常駕駛者在
這一年外出要更加留意遵守交通規則，可以的話盡
量減少外出可能。

財運：今年財富運勢較為兇險，既有財氣入主的徵
兆，也有一些血光隱匿其中，所以需要額外判斷、
區分，尤其是做生意的屬馬的人，不能看到一些投
資機會，就匆忙跟上去，這時候一定要前顧後盼，
瞻前顧後，直到確定了沒有什麼違法的嫌疑，也不
會有損陰德，這時候才能找准機會賺一筆！
事業：今年事業運勢受到【文曲】偏移的困擾，一
整年的事業運勢都不會有所好轉，在這樣的運勢下
，需要做的事情就很有限了；其次，還要意識到前
路可能會有更大的坑等著自己，不宜輕舉妄動，居
危也要知危。

事業：事業運勢因為有吉星的保佑會有新的發展機
遇，尤其是打工一族在這一年會有新的機遇，只要
你好好把握最終一定會有不錯的結果，倘若之前有
你相中的別的跳槽機會，但是一直猶豫的話這一年
就是很好的機會了，到新的崗位上面一定要兢兢業
業，不能夠因為是你擅長的工作就輕易的懈怠。
感情：愛情運勢比較平平，單身人士在這一年很
難找到適合你的另一半，平常倘若不經常出門的
人只是在工作場所和住所徘徊的人士就更難找到
，你要是經常參加一些朋友聚會或者旅遊遇到意
中人的幾率會大一些，不過你在這一年的人緣還
是標記哦好的，很容易交到很多好朋友。
健康：今年健康運勢需要得到額外的關注，因為
這一年的健康問題主要是因為個人的生活作風引
起的，雖然沒有什麼重大的疾病，但是對個人聲
譽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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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2月14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八 日 至 二 月 十四 日

特朗普超級預算案 犧牲民生大擴軍
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直指中俄
為競爭對手，總統特朗普隨即於周一發表的
二○一九年度財政預算中，列出美國歷來最
大筆軍費，達六千八百六十億美元。預算案
大幅削減多項民生項目經費，被指是以犧牲
民生來達成擴軍目的。有「債王」之稱的特
朗普，更把赤字飆升至十年後的七萬二千億
美元。
殲20傳部署山東 制衡美日
據報道，最新衞星圖片顯示，在面向黃
海、渤海的山東某前沿基地，已建好殲20機
庫及專用停機坪，至少已進駐兩架殲20。分
析指，殲20今年或首先裝備三支作戰部隊，
分別是滄州飛行訓練基地、東部戰區某旅、
以及今次曝光的空軍山東半島基地。從地圖
看，部署有美國F-35B隱形戰機及日本F-35A
戰機的日本岩國基地，距山東基地直線距離
僅一千二百餘公里。
英艦擬駛經南海 勢惹怒華
正在澳洲訪問的英國國防大臣韋廉信，於
當地時間周二表示，英國薩瑟蘭號護衞艦下
月將從澳洲啟航，經南海返回英國。外界預
料，英方此舉將令中方不滿。根據澳洲媒體
報道，韋廉信拒絕透露，該艘從澳洲啟航的
護衞艦是否會和美國軍艦一樣，駛入中國島
礁十二海里範圍內。但韋廉信宣稱，英方絕
對支持美國在這方面的立場，並強調英國海
軍「有權」捍衞自由航行的權利。
朴槿惠貪污共謀 崔順實囚20年
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昨日就前總統朴槿
惠密友崔順實干政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案
中主角、濫用總統職權向三星、樂天及現代
等財團謀取私利的崔順實，被裁定濫權、行
賄及干預國家事務等罪名成立，入獄二十年
及罰款一百八十億韓圜。韓媒分析指，崔順
實的刑期是朴槿惠的審判指標，朴槿惠勢難
逃長年監禁。
金正恩喜迎妹及金永南 謝南韓接待
北韓藉平昌冬奧與南韓破冰，贏盡外交掌
聲，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周一在接見訪問完南
韓回國的高級代表團時，感謝南韓的接待，
並明言兩韓要保持着和解的氣氛。金正恩似
乎相當滿意胞妹金與正一行人表現，大合照
時除了罕有與妹妹親密翹手，更用右手拖實
代表團團長金永南的手臂。
美槍械商雷鳴登 申破產保護
美國其中一家歷史最悠久的槍械製造商雷
鳴登（Remington），因槍械銷售額下降和
受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引起的訴訟困擾下，
周一宣布和債權人達成債務重組協議及尋求
破產保護，將削減七億美元債務，並且注入
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新資金，令公司尋求破

產保護期間能夠繼續營運。
倫敦城市機場 發現炸彈關閉
英國倫敦城市機場跑道附近，周日發現一
枚二戰時間的重磅炸彈。當局緊急封閉附近
兩個區域，機場亦需立即關閉，所有航班取
消，直至警方周二成功移除炸彈。約一萬六
千名飛機乘客受事件影響。
日暴寒殺12人 山形積雪4.3米
日本大雪持續，山形縣昨錄得逾四米高
的積雪紀錄。而自本月四日起，大雪已導致
日本各地至少十二人死亡，逾一百八十人受
傷。惡劣天氣同時導致各地新幹線列車、空
中航班取消及延誤。山形縣地方氣象台表
示，當地時間早上九時，大藏村錄得當地史
上最多的四點三二米積雪，亦是入冬後全國
首次有地方積雪超過四米。
網絡沙皇魯煒雙開
臨近歲末中央再鍘貪腐「大老虎」。中共
十九大後「首虎」、曾被揭參與「高官人奶
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前副部長、中央網信
辦前主任魯煒，周二被中紀委「雙開」（開
除黨籍、開除公職）。中紀委在通報中，措
詞極為嚴厲的力數其多項違紀違法行徑，痛
斥其對黨中央極端不忠誠，公器私用，品行
惡劣，官媒形容他是「被中央定性用詞最狠
的大老虎」。
孫政才涉賄案 天津檢察院提公訴
曾被視為政壇「明日之星」的前中央政治
局委員、重慶市委前書記孫政才貪腐案再有
新進展，官方周二公布，孫政才涉嫌受賄案
已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
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陸媒證 日搜救隊拒進危險地帶
花蓮地震造成嚴重災情，日本搜救隊於震
後第二日攜電磁生命探測器到場協助，卻傳
出日方不願進入危險地帶搜救，引來網民爭
議，甚至將矛頭指向在現場指揮的消防署特
搜隊長梁國偉。隨後有大陸駐台記者在Facebook上載影片，可見梁國偉詢問日本搜救
隊：「你們有沒有同意說要進去呢？」日方
代表回應：「如果這裏（指着地圖上畫紅圈
的區域）是危險地帶，我們無法進去，但這
邊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們可以交（探測器）
給你。」
英機場欺華客 免稅店道歉
日前有中國留學生在網上指，中國遊客
在英國倫敦希思路機場的免稅店遭遇差別待
遇，必須消費一千鎊才能領取優惠券，其
他國籍客人則只需消費七十九鎊。負責管理
希思路機場免稅店的Dufry集團旗下World
Duty Free 昨日發表中英雙語聲明向中國民
眾致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周二表示，
「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2月13日 (星期二)

2月12日 (星期一)

東海險爆空戰
中國戰機近年在東海南海空域屢遭外國軍
機滋擾，內地官媒周日披露，東部戰區空軍
蘇30戰機，近期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執行任務
的過程中，遭遇兩架外國軍機從側後方包抄
高速接近，雙方險擦槍走火。中方戰機在空
中作出高速急轉動作，並展開近距離纏鬥，
迫使對方離開。
花蓮設靈堂 公祭地震罹難者
造成十七死、二百八十五傷的台灣花蓮地
震，搜救行動已告一段落。其中受損最嚴重的
四幢建築，包括統帥大飯店、雲門翠堤大樓、
白金雙星大樓及吾居吾宿大樓的清拆工作亦陸
續展開。花蓮縣政府昨日中午在市立殯儀館設
靈堂，為罹難者舉行聯合追思公祭，並指會全
力協助死者家屬辦理殮葬事宜。
美國天然氣輸華 中石油年購120萬噸
中國倉卒推行「煤改氣」政策，導致多地
鬧起天然氣荒之際，美國得克薩斯州切尼爾能
源公司上周五表示，已與中國石油公司簽署兩
項採購協議，中國將從美國墨西哥灣岸區，每
年進口一百二十萬噸液化天然氣，合約直至二
○四三年。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首份
與中國簽署的液化天然氣的長期合同。
台六成人不滿蔡英文 創新高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民意再創新低，台灣競爭
力論壇昨發表民調顯示，民眾對蔡英文的不滿
意度高達逾六成，再創新高，對行政院長賴清
德的不滿意度大於滿意度，首次出現「死亡交
叉」。同時，國民黨的支持率為一成九，但民
進黨更低，只有一成八，這是自前年民進黨執
政以來，國民黨的支持率首次高過民進黨。
彭斯軟化：美朝可直接對話
北韓領袖金正恩胞妹金與正、美女啦啦隊
及藝術團，在南韓平昌冬奧逐一登場，風頭
一時無兩，替平壤贏得一面外交金牌。在南
韓積極替總統文在寅訪問北韓，創造有利條
件之際，態度強硬的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
六亦終需回應美朝會談，他稱美國願意與北
韓直接對話。
冬奧177人感染諾如
南韓平昌冬奧舉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冬奧
主辦單位昨日表示，截至周日為止已經有一
百七十七人確認感染諾如病毒，正調查供應
的水及食物是否有問題。據悉，染病者均為
工作人員，運動員未受到影響。感染者中已
經有六十八人完全康復，並返回工作崗位。
主辦單位正加緊調查，以找出傳播途徑。
美軍費急升至7000億 遠超中俄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簽署預算法案，大
幅度提升軍費開支。國防部獲得破紀錄的七
千億美元，遠超中國及俄羅斯，軍方可以增
添數千名士兵、增配更多戰艦和武器裝備。

訪韓三日搶盡風頭金與正功成返國
北韓領袖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成為金氏家族
踏足南韓領土的第一人，連日成為焦點所在。
她昨日先後獲南韓總理李洛淵及青瓦台設宴
招待，晚上再跟總統文在寅到首爾國立中央劇
場，觀看北韓三池淵管弦樂團文藝表演，為三
日首訪旅程作結。金與正在上周六的晚宴上一
改素黑打扮，披上酒紅色外套亮相，分外明艷
照人，有外媒甚至把她這位「北韓公主」與美
國第一千金伊萬卡相提並論。
潑兩韓冷水彭斯板臉捱轟
美國副總統彭斯力圖阻止北韓在平昌冬奧
搶風頭，他上周六離開南韓前重申，南北韓
回暖迹象不代表美韓同盟出現分歧；他連日
來的板起臉表現招惹排山倒海式批評，被斥
欠缺莊重。
朝代表稱無力付聯國會費
北韓近年因屢次試射導彈及核試，遭聯合
國安理會多次嚴厲制裁。北韓常駐聯合國代
表慈成男（Ja Song Nam）上周五稱，北韓
因受到國際制裁，導致無法繳交二○一八年
度十八萬四千美元的會費，同時要求聯合國
提供交易渠道予北韓。
親巴國武裝襲印駐喀什軍營
印度駐喀什米爾地區一個軍營上周六遇
襲。親巴基斯坦武裝組織穆罕默德軍約五名成
員，持槍闖入軍營，與駐軍爆發激戰，至少兩
名印度軍人被殺，另有九人受傷，傷者包括婦
孺。印軍特種部隊擊斃兩名武裝分子。
躁漢血洗京商場1死12傷
春節將至，惟北京鬧市一商場昨日遭一
名兇徒血洗，最少造成一死十二人傷。兇徒
被指專斬人的頭部和頸部，刀刀致命。事發
後，兇徒當場落網，而警方則只簡單披露疑
兇為發洩「個人不滿」而持刀斬人，沒交代
其具體行兇動機及其他詳情。作為內地「首
善之區」的北京，在大節和兩會前發生嚴重
血案，治安令人擔憂。
花蓮停搜救重型機拆斜樓
花蓮地震發生已超過五日，花蓮縣長傅崐
萁昨日宣布最後兩名失蹤大陸遊客罹難，令
死亡人數增至十七人。傅崐萁亦宣布停止雲門
翠堤大樓的搜救行動，這座傾斜的大樓隨即展
開拆卸工程，將採取「剝洋葱」開挖方式，從
樓頂開始一層一層拆開，待開挖到失蹤陸客所
在的二○一號房時，再將兩人的遺體送出來。
楊潔篪訪美 落實共識推進合作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日前訪美，與美國總統
特朗普及國務卿蒂勒森會晤。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陸慷於美國時間上周六在華盛頓會見記者時
強調，過去一年中美關係取得重要積極進展，
就朝鮮半島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協
調，堅持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

營 業 部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國
、
粵
、
英
語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J M Wong

403-809-1318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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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
、
英
語

Tony S Wong

Service Coordinator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403-253-1333

403-253-1333

Tel: 403.253.1333

繁忙商場旺舖

招 租
新亞 洲 廣 場 地 舖
1400呎，人流鼎盛，合零售、食肆、服務等各
行各業，已備商用廚房設施，每月租金$1,500，
租約 期內 可 獲 12 個月免租。

龍成商場地舖
1550呎，地點一流，合各類零售及服務行業，
月租 $ 2, 55 0 ， 租 約期內可獲6個月免租 。

有意 請 來 電 查 詢

403-828-3693 403-630-3326
403-629-6338
16

國際白眉合勁道

功 夫 班 及 舞獅班
招 收 新 學員
功夫班

舞獅班

白眉、詠春、北少林龍形
$10/堂（6堂起）
詳情請電：
Alex Wong 黃耀喜
403-973-9883
alex.wong@hupgingdo.com

免費教授
詳情請電：
Eric Hong 洪繼文
587-479-9593
eric.hong@hupgingdo.com

任何查詢：Brian Gee 朱振宇師傅
403-671-2888 brian.gee@hupging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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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 (星期六)

2月9日 (星期五)

2月8日 (星期四)

金與正踏入青瓦台 代兄邀文在寅訪平壤
藉着南韓平昌冬季奧運會契機，北韓領
袖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以特使身份，昨日破
天荒踏入青瓦台，獲南韓總統文在寅設宴款
待。雙方會談氣氛良好，金與正更送上金正
恩的親筆信，並邀請文在寅盡快訪朝。雙方
同日晚上一起觀賞兩韓女子聯合冰球隊賽
事，為聯隊吶喊助威。
安倍鼓動美韓軍演 文在寅面斥
正當兩韓藉着冬奧積極呈現破冰畫面之
際，美國堅持其強硬態度。在上周五的開幕
禮上，美國副總統彭斯雖然與金與正僅隔一
行座位，但彭斯始終拒絕握手問好，罕有地
在外交場合自我孤立。翌日，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向文在寅提出重啟美韓軍演時，文在寅
當場「派檸檬」拒絕，並「提醒」安倍已說
走嘴。
聯國秘書長勸結束朝核危機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冬奧揭幕前的晚宴
上與金永南短暫交談，期間促請他與各方展
開對話，結束朝鮮半島核危機。聯合國發言
人哈克指，古特雷斯亦曾會晤北韓外長及北
韓駐聯合國大使，向對方重申他對朝鮮半島
無核化的期望。
反華司令哈里斯 將任駐澳大使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下，華府加
強在外交及軍事層面抗衡中國在區內的影響
力。對華態度強硬的「鷹派」太平洋司令部
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上周五獲白
宮提名為下任駐澳洲大使，但未有公布接班
人。同時，有傳原駐守中東的海軍陸戰隊遠
征隊，將調派至東亞執行任務，以增強美軍
在太平洋的實力。
特朗普晤楊潔篪 稱願合作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宮接見中國
國務委員楊潔篪，表示華府願與中方加強合
作。楊潔篪則指中美關係的走向具有重要的
全球影響，希望雙方加強在朝鮮半島等國際
及地區問題上的協調，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
大發展。
雪地騰飛 殲20顯全天候戰力
繼宣布中國自主研製的殲20隱形戰機列裝
空軍作戰部隊後，中國空軍再公布殲20最新
訓練照片，不久或加入戰備巡航。另有一款
疑似隱形無人機的最新型「天鷹」無人機，
近日亦首飛成功。
南海艦隊 赤道雙零點演練
中國海軍艦隊持續向全球海軍發展，由解
放軍南海艦隊導彈驅逐艦海口號、導彈護衞
艦岳陽號、遠洋綜合補給艦青海湖號組成的
第二十七批護航編隊，在完成北非三國訪問
後，上周三抵達幾內亞灣展開為期四天的實
戰化訓練。

金與正 文在寅歷史握手
象徵南北韓致力達成和平的平昌冬奧，昨
晚在友好氣氛中揭開序幕。兩韓運動員在事隔
十一年後，再次共同站在統一旗下。為了在這
國際盛事上爭取光環，北韓領袖金正恩繼早前
派出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艷壓南韓各界
後，又派出其胞妹金與正赴平昌，再次搶盡傳
媒焦點。作為韓戰停戰六十五年來首位南下的
金家成員，金與正在開幕式上兩度與東道主南
韓總統文在寅握手，她既帶着微笑而又不失冷
傲的表情，準確傳達了北韓的訊息。
文在寅晤安倍促正視歷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早上啟程赴韓，在
出席冬奧開幕禮前，下午與南韓總統文在寅
舉行會談。會談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超出原定
時間。安倍在會上要求南韓切實履行日韓慰安
婦協議，文在寅則強調「希望日方能夠正視
歷史」，同時合力構建面向未來的日韓關係。
美短命停擺三周內第二次
美國參議院於當地時間周五，就兩黨參議院
領袖早前達成的聯邦政府預算上限辯論，但在
共和黨保守派議員拉布阻撓下，參議院未能在
午夜限期前通過新的預算方案，一度令聯邦政
府於三個星期內第二度停擺。參議院擾攘至周
六凌晨以大比數通過方案，而眾議院隨即表決
方案。雖有部分眾議員曾揚言阻撓法案通過，
但眾議院最終仍能通過法案，結束短暫的停
擺，並確保聯邦政府在未來兩年可順利運作。
菲：拒受利用挑戰華區域主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上任後中菲關係持續
改善。菲律賓媒體報道，菲律賓總統府發言
人羅克日前稱：「我們不願意被其他國家利
用來挑戰中國在這個區域的主導地位，因為
我們已經不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奴隸，我們
獨立了。」堅持會有獨立的外交政策。
俄採購12架蘇-57隱形戰機
俄羅斯第五代隱形戰機即將服役。俄國防
部官員日前透露，將於本年內與蘇霍伊航空
集團（Sukhoi）簽約，採購十二架新型國產
蘇-57戰鬥機，其中兩架可望於明年服役。
首批外國救援物資 星洲運抵
為援助花蓮救災，新加坡軍方昨日派出大
力士型運輸機，將救援物資運抵花蓮，為台灣
在地震發生後接獲的首批境外救援物資。台灣
的國防部表示，這是台灣與新加坡兩地默契下
的人道救援，台方表示感謝，其餘沒有評論。
殲20隱形戰機 開始列裝空軍
解放軍空軍周五宣布，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五
代戰機「殲20」，已開始列裝空軍作戰部隊。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進科周五表示，新一代
隱形戰機殲20列裝空軍作戰部隊，將進一步提
升綜合作戰能力，有助於空軍更好地肩負起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

平壤閱兵晒可攻美最新導彈
代表南、北韓的統一旗今晚將在平昌冬奧
開幕禮上飄揚，北韓的高級別代表團亦會於
今日下午乘包機抵達，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更會
隨團亮相，並於周六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
外界關注金與正訪韓會否推動半島和平之際，
北韓首都平壤昨日舉行拒絕外媒採訪的大型閱
兵，慶祝建軍七十周年，更展示了四枚最新火
星十五型洲際導彈，領袖金正恩閱兵時指示軍
人維持對美國的高度作戰準備狀態。
彭斯晤文在寅 再強調平壤須棄核
南北韓藉冬奧營造和平氣氛之際，美國副
總統、美國冬奧代表團團長彭斯，昨日下午
亦率團乘專機抵達南韓。他在南韓總統文在
寅接見時，再次強調北韓必須放棄核武，並
承諾會守護盟友。
東電判賠11億日圓予災民
日本福島縣南相馬市小高區321名居民早
前入稟法院，以福島核災發生後無法在家鄉
生活、飽受精神痛苦為由，向東電索賠精神
損失等約一百一十億日圓。東京地方法院周
三裁定東電需向其中318人賠償共約十一億
日圓。今次針對東電的索償總額創下新高，
或會觸發索償潮，東電表明考慮上訴。
中國斥掠奪馬爾代夫論
馬爾代夫總統亞明周一宣布為期十五日
的緊急狀態令後，國內陷入混亂。警方周三
指，有證據指控被捕的首席法官薩伊德，在
收受數百萬美元賄款後頒令政府釋放反對派
人士。對於被指「掠奪馬爾代夫」，中國外
交部昨駁斥是無稽之談。
台灣6.4級地震救援黃金72小時將過
台灣花蓮周二深夜發生黎克特制六點四級
地震，救援黃金七十二小時即將過去，死傷
最嚴重的雲門翠堤大樓仍有人被困，惟大樓
不斷傾斜，恐隨時倒塌，令救援因多次被叫
停而受阻。花蓮昨日仍然餘震不斷，死亡人
數已增至最少十人，二百七十二人受傷，另
有七人失蹤。
華七南海人造島如軍事基地
中國南海島礁被指已完成軍事部署，有菲
律賓媒體日前曝光多張高空拍攝的照片，指中
國在南海的七處人造島目前已將近完工。該些
島礁除了大型建築外，還有飛機跑道和其他設
施，顯示疑似已建有空軍或海軍基地。
美參院外委會 通過台灣旅行法
美國持續攪局台海，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於當地時間周三，在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
眾議院版本的《台灣旅行法》（HR535）草
案，之後將交送參議院院會表決，一旦通過
後便會交美國總統特朗普簽字生效。這項具
拘束力的法案，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應鼓勵台
美各層面官員進行互訪。

金正恩雙刃劍迎冬奧
南韓平昌冬奧將於周五揭幕，在朝方藝術
團及啦啦隊抵達之際，南韓統一部昨公布，北
韓將於本周派出高官代表團訪南韓，成員更包
括領袖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是自稱「白頭山
血統」的金氏家族成員，首次踏足南韓土地。
雖然連番釋出善意，但平壤曾揚言在冬奧開幕
前一日閱兵。專門監察北韓的網站周二發放衞
星照片，指平壤美林機場已有大量士兵集結，
似是為閱兵作準備。
特朗普欲華盛頓閱兵 被批獨裁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七月訪問法國期間，
獲邀出席法國國慶日的閱兵儀式。美媒周二報
道，特朗普上月曾向國防部提議，有意於美國
國慶日在首都華盛頓舉行閱兵。民主黨批評這
顯得特朗普似獨裁者多於總統，白宮則指計劃
仍屬構思階段。
彭斯訪日：趁冬奧加大制裁北韓
跟北韓關係交惡的美國，也會派人參加冬
奧，並由副總統彭斯率團。他在周三率先訪
問日本，並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彭斯表
示，美國日內會公布對北韓的新經濟制裁，並
聲言今次制裁將是最嚴厲及最進取，但未有透
露詳細的制裁內容。
日本本州暴雪沒路千車被困逾日
日本本州西部連日暴雪，部分地方錄得接
近兩米的積雪。福井縣北部一條高速公路一
度有多達一千五百輛汽車遭大雪圍困，截至周
三仍有一千二百輛車被困，並已長達二十四小
時，陸上自衞隊出動並為有需要的車輛提供燃
料。受惡劣天氣影響，福井縣和石川縣合共有
逾四百間學校停課，雪災至今導致兩人死亡。
台灣6.4級地震危廈困數十人隨時再冧
台灣花蓮自周日起發生過百次地震，前日
深夜更發生黎克特制六點四級地震，造成至
少七死、二百六十傷，其中包括一名港人，另
有六十七人失蹤，多人無家可歸。隨後餘震不
斷，救援人員爭分奪秒救人；其中名為雲門翠
堤大樓的住宅大樓嚴重傾斜，相信大部分失蹤
者被困在內，救援人員需冒着大樓隨時倒塌的
危險入內救人。今次地震對台打擊嚴重，對原
已蕭條的旅遊業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首艘054A艦發射新型導彈
解放軍曝光大批新型高端武器，其中海軍首
艘054A型導彈護衞艦舟山艦，發射一枚相信為
從未公開亮相的新型導彈。有傳該導彈可能是紅
旗26海基遠程防空導彈，據指其能力超強，甚
至可攻擊衞星，或是發現及打擊美軍隱型戰機。
中國各地新年打黑 清除農村黃賭毒
中央政法委、中央綜治委、公安部近日印發
《關於集中打擊整治農村賭博違法犯罪的通知》
，要求各地政府在農曆新年前後重點打擊經營農
村賭博、「黃賭毒」等黑惡勢力，並加強問責。

一周國際新聞

2月11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八 日 至 二 月 十四 日

IA
唐人街猜燈謎有獎活 動
華埠商業促進區一直努力改善唐人街及協助商戶，希望能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地方吸引更多
人到訪。今年，為慶祝戊戌狗年，我們特意邀請你來這裡參與猜燈謎活動。
2018年2月16號至2月24日期間會在唐人街50個不同商戶掛上燈謎 (分別掛有兩張謎語一中一英，
共100條)，公眾須到其中一個商戶或我們位於龍成二樓的辦公室(208號室)內索取一張報名表。
完成後，請再24號或之前把表格交回我們的辦公室作交對，只需答對20條便可
抽利是一封，利是內附“Chinatown Dollar"一張，面額不等，高達$10(總值$700)，可
於唐人街任何商舖使用。另外更可參加抽獎， 獎品Cadillac Farview禮物卡一張總值
$300，適用於Chinook Mall及Market Mall內的商店。

Pho Huong Viet
Vietnamese Noodle House

營業時間
星期二至日
11am-9pm
逢星期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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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專 業 服 務 ，顧客至上
獨家
今期特別推介
筍盤
西南Signal Hill豪宅，獨立平房，主層1800呎，
三睡房加書房，土庫裝修完成，總實用面積
超過3200呎，一手業主，保養一流。

請來電查詢
Beddington獨立屋，複式四層

SOLD$368,000

，共四睡房，兩浴廁，交通及
購物方便。

Kensington，商用物業，兩層
，1 2 車位。
$2,480,000
新東方天地商舖，可自用或
投資。
$219,000
西北 Royal Oak ，獨立兩層
，2257呎，樓上四房，前進
三車房。
$585,000

SOLD

$9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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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 Aspen Woods 豪宅，近4000 呎，兩
層獨立式，w/o土庫裝修完成，共5250
呎實用面積，連屋暖氣四車房，中央冷
氣，設備豪華，用料上乘，交通方便，
近學校及公共交通。$2,488,000

SOLD
$598,800

西北Arbour Lake湖區，獨立兩層，2203呎
，樓上三房，主人套房，主層書房，土庫
完成，另有兩房及浴廁，
共2800多呎實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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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 大卡城中華協 會
UNITED CALGARY CHINESE ASSOCIATION
3/F, 328 -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204A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0B6 Tel: 403-265-6758 Fax: 403-265-6757

Tel: 403-263-1700

通 告

通告

春節聯歡敬老宴會

（舉辦春節及敬老聯歡宴會事宜）

本會謹定於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晚上六時，假座
卡城華埠富麗宮海鮮大酒樓舉行戊戌年新春敬老聯歡
宴會。屆時備豐富晚餐，醒獅助慶，文娛節目表演及
幸運抽獎。此活動免費招待六十歲以上耆英，歡迎踴
躍參加，座位有限，額滿即止，請於2月25日下午一時
至四時，駕臨本會登記取票。

金雞交棒，靈犬司年，值此戊戌新春伴隨皚皚瑞雪降臨
北國大地之際，本會將舉辦戊戌年春節及敬老聯歡宴會，謹
列宴會舉辦細則如下：
宴會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
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下午6時30分，富麗宮海鮮大酒樓
席券︰60歲以上耆英人士免費
娛興節目：醒獅賀歲、財神派利是、文娛歌舞等。
席券名額有限，請於2月17日下午一時至四時
到本會報名及登記，額滿即止。
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 謹啟
2018年2月15日

卡城中華協會 謹啟
2018年2月15日

PUBLIC NOTICE

2018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For Seniors
Date / Time : Friday, March 16, 2018 @ 6:00pm
Venue :
Program :

Regency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PUBLIC NOTICE

Lunar New Year of The Dog Celebration With Seniors

3/F, 328 - Center Street NE

Date / Time : Friday, March 10, 2018 @ 6:30pm

Chinese Dinner, Lion Dance,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Lucky Draw.

Venue :

Regency Palace Seafood Restaurant

Program :

Chinese Dinner, Lion Dance,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Lucky Draw.

This event is Free Of Charge for all seniors aged 60
& up i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Limited seating and
tickets are available for pick up on Feb 25, 2018 from
1pm to 4pm at our office while quantity last.

Complimentary Tickets are available to all seniors aged
60 and up in the community at large. Limited seating,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eb 15, 2018

Tickets are available for pick up on Feb 17, 2018
from 1 to 4 pm at our office.
Feb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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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如意

龍馬精神
加拿大卡城余風采堂
仝人敬賀

恭祝各位
新春快樂！

狗年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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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生意如雲集

四海財源似水來

吉星高照

卡城洪門民治黨
仝敬賀
卡城洪門達權社
卡城洪門體育會
卡城洪門振華聲音樂社

Airdrie Honda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Customer Driven
2971 Main St. SW Airdrie 403. 945.8808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airdriehonda.ca
凡在本
本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
車行購買新舊本田汽車，可獲 免 費 換油/換油隔
換油/換油隔服
服務
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Top Trade-in Value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

本田新歲大優惠
凡於二月底前購買新車可獲發財大利是壹封

所有17年存貨 貸款
以清倉價優惠 利率

2018
%*
1.99
借貸利率

內外全新設計

起

2017

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歡
迎光臨 參 觀 試 車

2018
%*
1.99
借貸利率

內外全新設計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歡
迎光臨 參 觀 試 車

2017

尚餘壹輛存貨

2,500 回扣

*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ffers cannot be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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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粵/英語
手提
403.390.5295

起

2017
*
0.99%
借貸利率

起

Angus Mok
借貸利率

0.99% 租賃/借貸 可獲 $750 回扣 租賃/借貸 可獲
2017
2018
%*
0.99
*

(雙門/四門)

起

$

750 回扣

莫先生

Product Advisor

國/粵/英語
手提
403.680.8112

借貸利率

起

起

租賃/借貸 可獲 $

尚餘壹輛存貨

0.99

%

Bernie Put

借貸利率

0.99

%*
起

租賃/借貸 可獲 $2,000 回扣

現金購買 可獲 $1,500 回扣
租賃/借貸 (雙門) 可獲 $2,500 回扣
租賃/借貸 (四門) 可獲 $1,000 回扣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5,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手提
403.589.2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