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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擬撤銷舊款鈔票法定地位
大家現正不妨開始翻箱
倒籠，看看家中有沒有收藏
加拿大的舊款紙幣，因為政
府快將撤銷這些舊款鈔票的
法定地位。
2018-19年度的聯邦預
算案提出一項計劃，就是加
拿大政府將要求聯邦國會授
權，撤銷加拿大中央銀行(Bank of Canada)多年前
發行、但仍然流通的法定鈔票地位。
加拿大中央銀行發表聲明，支持聯邦政府此
項計劃，因為要確保加拿大人目前的鈔票是最新
、狀況良好、方便使用及不易偽造。
聲明指，聯邦政府一旦獲得國會授權，就可
以撤銷所有舊款的1元、2元、25元及1000元紙幣

。央行表示，撤銷這些舊款紙幣的法定地位，對
大部份加拿大人來說，影響輕微。況且這些不同
面額的舊款紙幣早已不再印製，很少用於日常交
易。重要的是，撤銷它們的法定地位並不意味這
些鈔票失去了它們的面值，加拿大中央銀行仍會
兌現它們。
加拿大人從現在起，已可以向各金融機構交
還這些舊款鈔票，然後兌換為相同面值的法定貨
幣。央行指出，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成兌換。一
旦國會正式授權政府，央行將會向加拿大人提供
清晰指引，教導國民如何兌換上述受影響的紙幣
，並會設定時限。限期過後，這些舊款紙幣只可
在央行兌換。
1987年，1元紙幣已被硬幣取代，到1996年
，2元硬幣取代了紙幣。但估計不少加拿大人仍

藏有面值較細的紙幣。至於藏有大額鈔票的人，
估計不多。
但一些舊鈔票則具有珍藏價值，例如25元紙
幣，是為英王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登基銀禧紀
念而專門印製，如果該款鈔票筆直及完好無缺，
拍賣價估計達到數萬元。至於1000元面值的鈔票
已於2000年停止發行。
加拿大央行的數字顯示，直至去年底，仍流
落民間的舊款紙幣情況如下：
* 1元
* 2元
* 25元
* 500元
* 1000元

– 151,614,000張
– 104,232,000張
– 1,840張
– 40張
– 741,638張

體驗首次滑雪樂趣! Norquay滑雪場為你特定全包套餐!
連吊車票，裝備租賃及指導課程

小童 $ 89

成人 $ 99

離 卡 城一小時車程
請瀏覽：BANFFNORQUAY.COM
或致電：1844 - NOR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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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欲對進口鋼鋁征重稅︰盟友將以牙還牙 本國企業遭殃
打算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征重稅並實行配額等進口限制措
施的美國特朗普政府恐怕將陷入內外交困、自食其果的境
地。一方面，包括歐盟和韓國在內的相關方均表示，若特
朗普政府4月出台上述貿易措施，將果斷採取反制措施；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汽車製造商等鋼鐵和鋁產品上下遊企
業均發聲反對上述關稅和配額措施，並指出這將造成原材
料價格飆升和產業工人失業的窘境。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
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此事表示，美方已對大多數進口鋼鐵
和鋁產品採取了上百起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已對國內產
品提供了過度保護，不應以「國家安全」為由，輕率地對
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再採取限制措施。
美國商務部選擇在中國的春節期間（2月16日）公佈此前
早已完成並呈交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兩份「232調查」報
告，這兩份報告分別針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是否損害美國
國家安全進行調查。根據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條款，美國商務部有權對進口產品是否損害美國國家
安全啟動調查，不過在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後美國極
少使用這一條款。在特朗普同民主、共和兩黨大佬磋商後
，美國商務部公佈了上述兩份調查報告的結果，稱調查認
定，進口鋼鐵和鋁產品有損美國國家安全，依此結果提出
三項建議，特朗普需要在4月11日和19日前從中選擇最終
的貿易保護措施。
進口鋼鐵方面，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1月至11
月，對美出口鋼鐵最多的六大經濟體依次是加拿大、巴西
、韓國、墨西哥、土耳其和日本。基於此，美國商務部的
三項貿易保護建議為：對從所有經濟體進口的鋼鐵徵收至
少24%的關稅；對包括巴西在內的12個主要對美鋼鐵出口
經濟體徵收至少53%的關稅，並對其餘經濟體設定相當於
其2017年對美出口量的進口配額；對所有經濟體設定相當
於其2017年對美出口量63%的進口配額。
進口鋁產品方面，根據美方數據，2017年1月至11月，對
美出口鋁產品最多的前五大經濟體是加拿大、俄羅斯、阿
聯酋、中國和巴林。基於此，美國商務部的三項貿易保護
建議為：對從所有經濟體進口的鋁徵收至少7.7%的關稅；
對俄羅斯等國徵收23.6%的關稅，並對其餘經濟體設定相

仙女牌
泰國香米

當於其2017年對美出口量的進口配額；對所有經濟體設定
最高相當於其2017年對美出口量86.7%的進口配額。
若美方果真落實上述關稅或配額政策，受到影響的大部分
是其盟友。目前，韓國指出，如美方出台上述措施，韓國
政府將堅決採取應對措施，可能將考慮向WTO申訴。歐盟
一直稱，如美國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對進口鋼鐵徵收高額關
稅，將觸發貿易系統性風險。一位歐盟官員則匿名表示，
如果美方出台任何限制措施影響歐盟出口，歐盟已經準備
好迅速做出反應，將採取恰當的措施保衛歐盟產業。
根據美國專門從事貿易研究的智庫――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
報告，「232調查」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和英國出口的
鋼鐵產品衝擊最大。根據其計算，若美國對進口鋼鐵產品
採取了「232條款」限制措施，德國對美出口受貿易救濟
措施影響產品的比例將從2016年的0.5%上升至2017年的
3.4%；英國將從0.7%上升至2.7%；法國受到的衝擊將會更
大，將從2016年的1.4%上升至2017年的3.8%。
在2002年，小布殊政府曾以反對向美國傾銷鋼鐵為由大幅
提高了對進口鋼鐵產品的關稅，不過迫於全球貿易夥伴和
國內鋼鐵消費業的壓力，小布殊次年宣佈取消該懲罰性關
稅；同時WTO也做出判決，認為美國徵收懲罰性鋼鐵關稅
是非法的。當時歐盟就曾迅速實施貿易報復行動，包括對
煙、冷凍蔬菜以及紙製品等部分美國商品加收總價值為
3.41億美元的關稅。此外，根據美方數據顯示，2017年
1-11月，來自中國的鋼鐵僅占美進口鋼鐵總量約3%。清華
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表示，美國鋼鐵
業是夕陽產業，離開貿易保護主義將很難生存，一向是貿
易救濟措施的重災區，美國人已經很多年沒有辦法用上中
國製造的物美價廉的好鋼鐵了。
此前，在特朗普邀請國會議員到白宮開會就貿易問題聽取
意見時，共和黨參議員就力勸特朗普不要貿然採取行動，
否則將引發鋼鐵和鋁產品上下遊產業大範圍失業，比如汽
車業就難逃一劫。通用、日產和大眾等多家車企都在美國
田納西州擁有汽車組裝廠。田納西州共和黨參議員Lamar
Alexander就對特朗普指出，小布殊在2002年推出的鋼鐵
關稅提高了各行業使用的金屬價格，導致汽車製造商離開

匯豐牌
蒜蓉辣椒醬

海燕牌米粉

美國，造成美國就業崗位流失。
美國諮詢公司Egge & Alexander Associates合夥人Russell
Egge稱，從小布殊政府的教訓來看，推出上述措施，則從
鐵礦石、含鐵廢料到煉焦煤和石墨電極等一系列產品的價
格都將走高。2002年，在小布殊政府推出上述貿易保護措
施後，美國熱軋卷產品價格在三個月內上漲了62.5%，然
而，在上下遊產品價格飆升的同時，貿易保護政策並未提
高商家利潤。
與此同時，貿易配額限制措施還可能造成產品供應緊缺問
題：在美方能否迅速擴大產能的問題上，各方均不樂觀。
美國國際鋼鐵協會主席John Foster稱，美國商務部此舉「
為照顧幾個政治上受到青睞的公司，卻有可能危害美國全
體人民的福祉。」Foster表示，對於關稅和配額的建議只
是一個用以規避正常使用WTO規則的嚐試，隨後的（貿易
）報復措施將推高製造成本，抬高價格，縮小美國的高價
值出口份額，並令美國和世界經濟走向衰退。
牛津經濟研究院在最近一期的報告中指出，鋼鐵業僅占美
國製造業2%左右的份額，除了政治紅利之外，貿易保護
措施不會產生其他好處。美國將以其他行業的競爭力為代
價支持這一小部分製造業，與特朗普強化美國製造業的戰
略背道而馳。

幸福比內牌
白椰果

秋菊牌椰子水
連肉／椰果

大芥菜

短紹菜

櫨柑

呂宋芒

大甜橙

夏威夷菠蘿

特級基拿蘋果

中國茄子

無莖百加利

羅馬番茄

白蘿蔔

中國紫心蕃薯

幸福比內牌
廣東炒麵

UFC牌菲律賓
甜意粉醬

珀寬牌辣碎蟹

家樂牌雞粉

永祥牌
浸米紙盆

新鮮原條龍躉

新鮮牛柳
（原袋）

牛心/肝/腎

原箱
$1.19/磅

新鮮三文魚頭

02

五花腩連骨

嫩炒牛肉

新鮮特級
小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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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際貿易增速為2011年以來最快
2017年國際貿易反彈，其增速為2011年以來最快，但經濟
學家認為，這種勢頭保持下去、回歸全球金融危機前常有
的快速增長水平的可能性很小。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上周
五表示，2017年商品進出口總量較2016年增長4.5%，較前一
年1.5%的擴張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大幅增長。
貿易流動增加反映了2017年間全球經濟活動的整體反彈，
經濟學家預計2018年將保持這種態勢。經濟學家表示，歐
元區需求和投資支出的復甦構成了尤為有利的因素。世界
貿易組織(簡稱WTO)本月表示，新數據表明貿易流動將超

過此前3.2%的年度預期。經濟學家認為，高貿易增長率有
利於全球經濟發展，因其反映出全球生產效率的提高，並
促進了更激烈的競爭。
近年來，貿易流動的疲軟導致一些經濟學家擔心金融危機
已對近幾十年來的全球經濟增長這一重要驅動因素造成了
持久性損害。而2017年的復甦之勢將緩解部分擔憂。但是
，鮮有經濟學家預計危機前光景將得以重現，當時貿易增
速是經濟產出增速的兩倍。

無線運營商將小規模啟動商用5G服務
經過為期一年頗有希望的測試之後，無線運營商終於敲定了
推出下一代技術的最後期限，這項技術將徹底變革設備連接
網路的方式。美國和亞洲的幾家公司料最早於今年開始提供
第五代移動通信系統(5G)的商用服務。這些公司的計劃將成
為本週舉行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的焦
點。這個年度大會是電信公司及其供應商聚會達成協議及推
銷自身的場所。
伴隨樂觀時間表而來的是一個提示：今年啟動的多數5G服
務將達不到運營商的5G願景，即具備光纖品質的無線寬帶
網絡，將數十億設備連接起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簡稱
AT&T)、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澳洲Optus Pte. Ltd.
和芬蘭Elisa Oyj等公司將小規模推出5G服務，僅僅使用仍

在制定中的一整套5G工程標準中的一個方案。澳洲、中國
、芬蘭、日本和韓國進行的測試已推動運營商承諾在2019
年年初之前推出更多5G服務。
Verizon是首批啟動這項服務的公司之一。該公司計劃首先
在加州薩克拉門托推出5G服務，此前該公司在美國11座城
市測試了這項技術。不過，該公司表示，真正的5G服務仍
需幾年時間。AT&T稱，該公司將在2018年年底前啟動固定
和移動5G服務，不過第一批5G設備可能只是採用移動熱
點技術，用於進行連接筆記本電腦等工作。AT&T首席執行
長Randall Stephenson在近期的投資者電話會議上表示，
把5G設備想象成一個小球，因為實際上，拖慢5G普及速
度的因素正是5G手機的缺乏。

美國2018年或成全球最大產油國
美國有可能在2018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產國。美國
2017年的石油產量僅次於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位居全球第
三。美國將增產頁岩油，因為頁岩油的生產成本下降，以
當前的原油價格能夠實現盈利。2018年的平均日產量將超
過1000萬桶，反超首位的俄羅斯。美國的原油增產將對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中心的協調減產產生影響，還
將影響國際石油行情。
國際能源署（IEA）2月發佈的石油月報指出，美國的原油
增產勢頭強勁。截至2017年11月的3個月，美國的原油日產
量增加84.6萬桶，即將超過沙特阿拉伯。作為最近的統計

數量有限

數據，2017年11月美國原油日產量為1003萬桶，時隔47年
再次突破1000萬桶大關。據美國能源信息署預測，2018年
10~12月的日產量將達到1104萬桶，最近1年時間日產量增
加約110萬桶，相當於OPEC成員國阿爾及利亞的日產量。
有聲音指出，由於增產頁岩油，美國早在2014年就成為全球
第一大石油生產國。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包括在
頁岩氣的開採過程中出現的天然汽油在內，美國的石油日產
量在2014年達1178萬桶，超過了沙特的1151萬桶和俄羅斯的
1084萬桶。以此為契機，美國於2015年底解禁了因安保原因
禁止的原油出口。即使以國際能源署更為嚴格的標準來看，

美國2018年的原油產量有望反超俄羅斯和沙特，時隔45年再
次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的觀點在市場上出現擴散。

數量有限

相等於
$1.00/磅

特級
老雞全翼

美味精選全天然
小背脊豬排(原袋)

原味

王梨標牌白醋

AAA牌
有頭老虎蝦

海燕牌龍脷魚柳

海燕牌
雜錦蒸點心

辣味

美佳牌
茄汁
沙甸魚

禧福牌
維也納香腸

雞嘜香蕉蒂

亞來地牌
鵪鶉蛋

珍珍嫩菠蘿蜜

Mega Sardines in Tomato
Sauce with Chili or
w/o Chili

多款口味

新李牌甜粟米

南星牌煉奶

美味牌
斑蘭布甸粉

C2牌檸檬味
綠茶飲料

日冠牌朱古力
夾心迷你蛋糕

向日葵牌
忌廉夾心餅

幸福比內牌
竹莢魚

海燕牌鰤魚

幸福比內牌
吞拿魚

Farm Fed
急凍大老鴨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海天使牌
原條魷魚

多款口味

海燕牌
原條秋葵

海燕牌
原條香茅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半)

金沙巴牌
原條蒸香蕉

精選牌
菲律賓雪糕

Penta牌
原個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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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擁有一個完美浪漫和難忘的婚禮、公司聚會，
私人派對或特別活動，位於卡加里市的海濱廣場酒店會議中心
(Coast Plaz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能為您做得到。

不同型式的宴會，海濱廣場酒店會議中心 (Coast Plaza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是您最好的正確選擇，歡迎來電查詢。
．全新裝修的大型舞池
．能够容納800位嘉賓
．大量免費停車位
．不同宴會套餐，例如：中式、西式自助餐
全由華籍廚師為您度身訂做

選擇海濱廣場酒店：
．為新郎和新娘免費提供蜜月套房
．外來賓客享有訂房折扣
．舉辦中式婚禮，提供茶儀房
．預訂人數超個200位，更可獲取$1000元酒水回扣

聯絡電話︰
英文 - 餐飲部 403-207-8100
中文 - Edmond 鍾先生 403-383-6633

1316 - 33 Street N.E., Calgary, AB T2A 6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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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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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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al Weekly March 01, 2018

03/02 -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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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磅裝

5磅裝

5

99

5lb Ataulfo
Mango case

7

Western Family
Pineapple Sauce

2

340g
Black Tiger Prawns
BOGO

15

ea
特 價 呂宋芒

2LB Strawberries

草莓

13

79

ea
特價

Billy Bee Honey

蜜糖

19

11

ea
特價

急凍雞胸肉

99

ea Asparagus
特 價 鮮露筍

菠蘿醬

3 kg

3kg Frozen
Chicken Breast

2

99

老虎蝦

lb
特價

89

Boost Nutritional
ea Shake

特價

營養飲品

99

300g
Scheiders Rings
ea BOGO

特價

肉腸

Lemons Large

大檸檬

8

4

for

3

特價

99

24

99

9

ea Yu Thai Thai Rice
特 價 泰國米

7

750g
Cocktail Prawns
ea With 2dips

特價

熟鳳尾蝦

88

ea
特價

99

ea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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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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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 Huong 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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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粵/英語)

Vietnamese Noodl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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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L
O
S
購物方便。
$368,000
，共四睡房，兩浴廁，交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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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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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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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Raymond Lau
經驗豐富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專業服務
手提：403-830-6728 忠誠快捷
raymondlau404@gmail.com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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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申請
第二套間 通告
卡城市議會現正提出議案修改興建第二套間或後園
套間出租單位以簡化及加速其程序。
修改議案如獲通過，建於卡城土地用途類別R-1，
R-C1及R-C1L之房舍業主，將無需經市政廳審批便
可直接向市政府規劃及發展部門申請許可證而興建
其第二套間及後園。
欲查閱閣下物業所屬土地用途類別及有關資料，可
瀏覽卡城市政府互聯網站calgary.ca/suitereform。
閣下可於2018年3月12日親臨卡城市政廳公聽會或
來信發表意見。
如欲查閱更詳盡資料，可瀏覽卡城市政府互聯網站
calgary.ca/suitereform。

18-00086428

吳儀流行歌曲工作室
師生新春慈善演唱聯歡晚會
嘉賓善長出錢出力空前成功
吳儀流行歌曲工作室於2月25日(星期日)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酒家舉辦師生新春
慈善演唱聯歡晚會。當晚到埸嘉賓200多人，包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前副總領事房利先
生、多位社團首長、多名卡城知名歌手及知音人士等。當晚除吳儀老師及其學員傾力演出
外，房利先生亦得多位熱心善長贊助上台高歌兩首名曲。卡城多位歌手亦陸續在台上表演
，令台上台下皆氣氛異常熱鬧，善款進賬如泉湧。
據吳儀老師稱，是次慈善演唱會的目的是為一所規模較小，資源有限但有志為下一代推
廣華文教育的志成中文學校而舉行，希望以此喚起更多卡城市民支持華文教育，令更多人可
以得到有質素的華文教育。吳儀老師對今次所籌得的善款數目感到非常滿意，衷心多謝各位
善長及歌手的支持。是次所得善款將於三月十一日卡城洪門宴會中頒贈予志成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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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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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 情 及 查 詢請與華語服 務 專 員 S andy 聯絡

榮基翠景中心新翼蓋頂儀式
官商雲集、嘉賓滿堂、場面壯觀
榮基翠景中心於2月23日(星期五)中午為其新翼舉行蓋頂儀式，
出席嘉賓近150人，包括：
• Honorable Jason Kenney
• Vice Consul General - Mr. Zhenting Gao 高振廷副總領事
• Mr. Zhentian Tang 湯鎮天副領事
• MLA Craig Coolahan
• MLA Jamie Kleinsteuber
• MLA Karen McPherson
• MLA Rick Fraser
• MLA Panda Prasad
• Mr. Dustin Franks on behalf of Councillor Sean Chu
• Ms. Anne Heinemeyer from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 Mr. Ralph Hubele from Alberta Health
當日先由榮基中心負責人引領多位嘉賓到翠景新翼頂層打手印
及拍照留念，隨即到翠景大禮堂舉行發佈招待會。當日由榮基翠景
行政總裁譚宋品潔任司儀，榮基董事局主席梁主覺致歡迎辭，多位
特別嘉賓致賀辭後，榮基建設擴建委員會主席周仕栢先生致謝辭後，
由關德賢牧師為榮基翠景祝福。儀式完畢後，各來賓皆盡情享用大
會的豐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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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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路
暢通

指定型號汽車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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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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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免管理費壹年
再加送
高達 $5,000 加料裝修
*優惠至2018年3月31日止

1.888.47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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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購票: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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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早餐

逢星期三晚

泛亞美食之夜

午市
自助餐
晚市
自助餐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買酒送精美酒杯

星期一至六

699/位

$

9:00AM - 11:00AM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1599/位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星期一/二 全新推出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六/日

2499/位

$

1999/位
$
2699/位
$
3899/位
$
2499/位
$

懷舊金曲美食之夜
泛亞美食
海鮮美食
燒焗牛排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現 已 新 張營 業

為 你 搜 羅 最 新 鮮及價廉物美蔬果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凡購物滿$30可獲贈蜜瓜或網瓜壹個
2
or 0.98 /for

0.88/lb
Ambrosia Apples

安培士蘋果

0.88/lb
Anjou Pears

0.78/lb
Red Onions

紅洋蔥

啤梨

Kinno Mandarins

3.48/lb
White Mushrooms

甜柑

Long English Cucumbers 長英青瓜

0.98/lb

1.68/ea

基拿蘋果

20 Freeport Landing NE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Roma Tomatoes
N

36 St NE

周一至周五：9am-8pm

檸檬

Lemons

0.97/lb

西芹

Celery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0.59/ea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Gala Apples

0.88/lb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鮮磨菇

0.98/lb

32 Ave NE

羅馬番茄

本周特價
3月1日－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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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廿二 日 至 二 月 廿八 日

檢方建議重判30年監禁 朴槿惠或獄中終老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的親信干政案周二在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續審，檢方建議對「最大
老虎」的朴槿惠判處三十年有期徒刑，及一
千一百八十五億韓圜的巨額罰款。朴槿惠依
然未有出庭受審，案件將於四月六日一審宣
判。若法院接受檢方提出刑期，現年六十六
歲的朴槿惠極可能會在獄中終老。
美讚中國加強制裁北韓 斥俄暗撐平壤
南韓平昌冬奧落幕，朝鮮半島核危機再度
成為各方焦點。針對平壤發出的對話訊息，
美國政府抱觀望態度。總統特朗普更直指，
雖然中美合作加強制裁北韓，但俄羅斯卻暗
中向平壤雪中送炭。
土國總統籲6歲女為國捐軀
土耳其近期揮軍敍利亞北部阿夫林地區，清
剿親美的庫爾德族部隊。總統埃爾多安上周六
出席執政正義與發展黨集會時，一時興起親吻
一名身穿軍服的六歲小女孩，更鼓勵她為國捐
軀，換來國旗裹屍還鄉的榮譽，令女孩淚灑當
場。惟反對派批評，埃爾多安的言論與回教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宣傳手法無異。
俄軍將在敍闢人道主義通道
敍利亞戰火引發的人道危機引起俄羅斯
總統普京關注，為撤出平民和傷者，俄軍將
在敍國東古塔地區實施人道主義停火。俄羅
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周一在莫斯科代表普京宣
布，從當地時間周二開始，每天早上九時至
下午二時會是人道主義停火時間。為方便平
民撤離，俄軍還會在東古塔地區開闢一條人
道主義通道。在停火期間，敍國政府軍也將
停止對東古塔發動攻擊。
伊萬卡撐父 受訪罵記者
美國第一千金伊萬卡早前到訪南韓出席平
昌冬奧的閉幕禮，期間她抽空接受全國廣播公
司（NBC）專訪。不過，當記者問及是否相
信有關特朗普的性不當行為的指控時，伊萬卡
直斥記者提問不恰當，堅稱會相信父親。
泰總理：最遲明年二月大選
泰國總理帕拉育周二接受訪問時表示，最
遲將於明年二月舉行大選，但並未有明言確
實日期。帕拉育在二○一四年接任總理後，
曾多次承諾盡快大選，在多番延遲後曾一度
將大選定於本年十一月，但國會上月修改選
舉法令大選可再次順延。
星內閣將改組推動年輕化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去年宣布計劃於二○二
一年大選後「退下來」，其接班工作備受外
界關注。李顯龍周二宣布，將於未來數月內
改組內閣，讓新一代成員承擔更多責任，引
領國家踏入更光明的未來。
日搶動漫專才 降居權門檻
日本向來相比歐美國家，外國人較難取得

永久居留權，但近年開始逐步放寬。有消息
指，政府初步決定修改制度進一步降低門檻，
讓在動漫等「酷日本」（Cool Japan）文化
的外國人才，能更易獲得永久居留權。政府力
爭今夏落實有關政策，大搶多樣化的專才；惟
不少民眾認為若薪水不夠高，吸引力仍欠奉。
罪證確鑿 日軍殺慰安婦 數十屍棄土坑
侵華日軍屠殺慰安婦鐵證曝光。一段證實
日軍一九四四年在中國雲南，屠殺數十名韓籍
慰安婦的黑白紀錄片，周二在南韓首度公開。
短片由二戰美軍拍攝，可見多名被殺女子遭隨
意棄置在土坑內，有中國軍人到場掩埋遺體。
日擬沖繩增設導彈牽制華海軍
為反制中國海軍艦艇在沖繩本島和宮古島
之間的宮古海峽航行常態化，有日媒披露，繼
宮古島部署導彈部隊後，日本政府正計劃在沖
繩本島部署新的岸對艦導彈（SSM）部隊，從
宮古海峽的兩側「夾擊」，以牽制中國海軍。
針對中國 印聯15國海上軍演
中印持續角力，中國海軍三支艦隊近日高
調巡航印度洋後，印度軍方即宣布下月將主
辦一場針對中國、有十五個國家海軍參加的
大型聯合軍演；又下令中印邊境部隊新兵必
須學習中文，以應對中印邊境衝突。
運9疑進識別區 韓戰機監視
南韓國防部昨稱，一架中國軍機當日早上
進入南韓的「防空識別區」，南韓空軍派出
數架戰機監視其活動，中國軍機在識別區飛
行四個小時後離去。南韓國防部昨日召見中
國駐韓大使館國防武官，就中國軍機飛入南
韓防空識別區提出抗議。
澳府拍片 宣傳保障華留學生安全
中國政府近日發出多次警告，提醒澳洲留
學的「潛在危險」。澳媒報道，澳洲政府因
擔心會減少每年三百一十億澳元的教育出口
收入，已請教育及培訓部部長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拍片解釋，強調澳洲是「安全
的地方」。
百人「反年改」 衝擊台立院
由台灣退伍軍人組成的反軍人年改團體昨
清晨到立法院外示威，並試圖衝擊立法院大
門。一名六十二歲台軍退役上校攀上立法院
外牆，失足墮地重傷。示威者隨後一度佔據
行車道，又與綠營及台獨支持者爆發衝突。
面對抗議聲音，台灣的行政院長賴清德宣
布，原定下月一日在行政院審議通過的軍人
年改方案，押後審議。
菲搗電騙 73大陸疑犯押返津
菲律賓警方上月逮捕一百五十一名來自兩
岸的電訊詐騙犯，其中七十三名大陸籍疑犯
在公安押解下乘包機返回，於周一深夜抵達
天津。至於另外七十八名台籍疑犯，目前仍
在菲律賓，當地負責部門僅稱遣送程序尚在
進行中，未有透露是否會將疑犯遣送大陸。

2月27日 (星期二)

2月26日 (星期一)

打擊平壤偷運為名 日邀美韓監控東海
隨着推動朝鮮半島局勢緩和的南韓平昌冬
奧於周日結束，局勢再次出現暗湧。日本傳
媒昨日放風指，為了加強聯合國制裁，打擊
北韓以「船對船」方式輸送燃料及貨物，日
本政府正謀求與美國及南韓合作，加強在東
海的監察活動，勢令中國周邊海域及局勢再
度緊張。對於北韓政府代表宣稱願意敞開對
話大門，美國白宮則抱觀望態度，強調任何
對話必須以達致半島無核化為最終目標，美
國將繼續施加最大壓力。
東海上空遭逼近 華戰機展示導彈驅P3機
中國戰機近年屢遭外國軍機滋擾，內地官
媒本月初曾披露，東部戰區空軍蘇30戰機曾
在東海防空識別區被外軍戰機逼近，近日再
披露更多細節。最新報道中，出現了中國空
軍蘇30戰機攔截外國軍機的鏡頭，當中看到
一架P3型反潛巡邏機，以及蘇30戰機展示
的翼尖電子戰吊艙和R73空對空導彈。據了
解，在東海方向駐日美軍及日本自衞隊均擁
P3反潛機，但報道沒透露該機所屬的國家。
撐獨加泰民眾會場外示威
周一正式開鑼的二○一八年流動通訊世界
大會（MWC），周日晚在西班牙巴塞隆拿
舉行開幕晚宴。支持加泰獨立的民眾於會場
外示威，抗議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到訪，
與反對獨立人士互相叫陣並與警員爆發衝
突，至少五人傷。
17死槍擊案高中 學生回校收拾
美國佛羅里達州瑪喬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
中於情人節當日，發生釀成十七人死亡的槍
擊案。事隔大約兩周後，學校於周日舉行「迎
新日」，讓學生及家長暫時返回校園，執拾當
日逃離時遺下的個人物品。有學生坦言見到發
生血案的教學大樓時感到害怕，也有在槍擊案
中失去好友的學生表明，將於明日回校上課。
敍政府軍被指用化武攻村
雖然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要求敍利亞各方停
火三十日的決議，但敍利亞政府軍於周一對
首都大馬士革郊區的東古塔展開地面攻勢。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直言東古塔時日無
多，要求立即停止這個「人間地獄」。當地
的死亡人數已增至五百二十七人，其中一百
二十九人為小童。有組織指控，政府軍用化
武攻擊東古塔的村落，導致一名兒童死亡。
日企網地圖抹掉半個中國
內地網絡反分裂風暴持續，再有外國企
業官網近日被發現將港澳台及西藏等地列為
「國家」，其中日本京瓷集團（Kyocera）在
其中文版官網中，竟將大半個中國抹掉，包括
台灣、海南、廣西、內蒙古等地。京瓷集團其
後發公告致歉，並將相關內容刪除，但修改後
台灣仍未納入中國的營銷地點。

習近平有望終身掌權
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周日公布，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重大修改憲法建議，包括取消
國家主席及副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上限；
並將習近平思想寫入憲法序言。有關建議將交
由下月召開的全國兩會審議通過，意味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完成第二個任期後可繼續留任，成
為繼毛澤東後又一強勢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共
的修憲建議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有內地學者
認為，修憲雖然有利國家長遠發展，但也會引
起民眾對文革再現的擔憂。
冬奧閉幕伊萬卡金英哲零交流
促進南北韓關係改善的平昌冬奧於周日落
幕，美韓朝「排排坐」的場面不再，隨之而來是
朝鮮半島新一輪緊張局勢。在美國實施史上最嚴
厲的制裁後，北韓官媒揚言過了二百年都不乞求
對話，但在南韓刻意營造的和平氣氛下，平壤政
府代表稱有足夠意願促成美朝對話，還看在冬奧
與朝方零交流的美國如何表態。
文在寅軟弱 分析指民意未變
南韓總統文在寅渴求以平昌冬奧改善與北
韓的關係，但平壤政府在派出代表團及接待要
求方面，頻頻挑戰南韓的底線，測試對方改善
關係的決心，令文在寅政府予人軟弱妥協的感
覺。英國傳媒分析指，今次的「和平奧運」得
不到大部分南韓國民支持，反映當地對朝態度
的民心未變。
停火決議通過 敍國即爆空襲
敍利亞戰火已令逾五百名平民喪生，聯合
國安理會上周六一致通過決議，要求敍利亞內
戰各方人道停火三十天，即時生效。但決議通
過後不久，即有消息指東古塔再受空襲。
中學生要求槍管 美大專力撐
美國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發生後，多地
有中學生日前舉行名為「沒有下次」（Never
again）的示威集會及遊行，要求政府加強槍
管，有部分中學表明不會容許學生罷課示威。全
國逾七十間大學及專上學院，包括哈佛大學及耶
魯大學等著名學府則發聲明，指學生如因參與和
平抗爭而被處分，亦不會影響其入學申請。
美核航母駛南海 華艦近距監視
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戰鬥群，
據報已進入南海水域巡航，現身南沙群島附
近。內地傳媒指，中國海軍一艘052D級導彈
驅逐艦，與美軍航母編隊保持目視範圍，持續
跟隨監視。
寧夏反黑52人判刑
內地再掀「反黑風暴」，當局在農曆新年
前後雷厲風行反黑掃黃。其中最高人民檢察
院近日通報，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聯
合掛牌督辦的寧夏涉黑組織犯罪案件，日前
已在吳忠市利通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
涉案的五十二名黑幫成員，分別被判處拘役
六個月至有期徒刑十五年不等的刑罰。

卡城中華文化中心主辦2018戊戌新春嘉年華
政商僑領雲集共慶新春
由卡城中率文化中心主辦，每年一度新春嘉年華，一連兩個周末的精彩節
目令整個華埠，甚至卡城皆充滿新春歡樂氣氛。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
中午，最觸目的醒獅金龍賀歲表演，更得三級政府要員參與，中國駐卡城
總領事館總領事、各大贊助商戶代表、僑團代表及各大傳媒與省民一同歡
度新歲，迎接吉祥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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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 (星期六)

2月23日 (星期五)

2月22日 (星期四)

美趁冬奧閉幕前發難 史上最嚴制裁平壤
標誌兩韓謀求和解的南韓平昌冬奧今日
結束，將交棒予下屆主辦方北京。惟閉幕禮
前，美國突然發難，公布「史上最嚴厲」的
對朝制裁方案，瞬間令朝鮮半島局勢籠罩不
安陰霾。新制裁涉及五間香港公司、多間於
中國內地、北韓和新加坡等地註冊的公司。
雖然南韓對此表示肯定，但北韓隨即警告絕
不放棄核武，中國官媒亦斥美方此舉是「開
倒車」，「傲慢且不合時宜」。
以色列建國日美使館遷耶城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宣布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怒火，但
華府於上周五回教徒聚集祈禱的日子，公布
將於今年五月十四日、即以色列建國七十周
年，把美國大使館由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
冷。巴勒斯坦人視以色列建國日為災難日，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直斥華府挑釁所有人，破
壞以巴和平進程。
特朗普：中美關係前所未有緊密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接見澳洲總理特恩
布爾時，表示與中國發展出前所未有緊密的
關係，但警告貿易是唯一妨礙兩國的問題。
同日，華府向世界貿易組織表示，下月生效
的中國網絡接取規定，似乎限制跨境服務供
應商，應在世貿加以討論。
阿富汗四恐襲 塔利班IS認責
阿富汗局勢持續不穩，國內三處地方於上
周六先後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合共造成二
十四人死亡及十五人受傷，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及恐怖組織塔利班分別承
認責任。其中，首都喀布爾的遇襲地點，接
近北約總部及美國大使館。
國務委員楊晶涉貪撤職
內地官媒昨日通報，第十八屆中央書記處
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因涉
嚴重違紀問題，已被中紀委立案審查。經中
紀委研究並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給
予楊晶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
正部長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隨
即表決通過撤銷楊晶國務委員及國務院秘書
長職務。
三中全會提早召開 料提人事任免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召開會議，決定於明日
至周三，在北京召開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
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外界預
料，三中全會將決定人事任免、政府改革等議
題，以及就即將開幕的全國兩會提出建議。
日本密謀擴軍 出雲號可供隱形機升降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周年，
但兩國的關係前景仍不明朗。日媒更透露，
日本自衞隊密謀擴軍，早在二○○○年代就籌
謀打造配備隱形戰機的航母，應對中國海軍。

涉集資詐騙職務侵佔 鄧小平前外孫婿被起訴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昨日發布公告，
指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兼總
經理、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
吳小暉，涉嫌經濟犯罪，被依法起訴，震驚
整個政商界。內地官媒同日亦報道，上海市
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已對吳小暉集資詐騙、
職務侵佔案提出起訴。中保監從昨日起接管
安邦集團，為期一年，在內地金融界掀起新
一輪反腐風暴。
受賄濫權 福建前書記移交司法
福建省前省委書記、省長，中石化集團前
黨組書記、總經理蘇樹林因受賄濫權，去年
被開除黨籍及公職，近日上海檢察機關依法
對其起訴。另外，河南及福建檢察機關，亦
分別向司法部前黨組成員、政治部原主任盧
恩光涉嫌行賄案，以及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前黨委副書記、總裁王銀成涉嫌
受賄案提出起訴。
美政要促台大膽提購武
伴隨着台海局勢的惡化，美國政界積極
推動更大規模對台售武。據報，美國退役
上將、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政策主任蒙哥馬
利（Mark Montgomery）周四隨團訪台期
間，要求台方「大膽提出軍購項目」，全盤
購買美製軍火，並表態美方政圈人士樂於協
助台灣獲得相關武器。
台內閣換五首長 對外政策釀劇變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昨改組內閣，更換五名
內閣首長，其中三個職務涉及對大陸事務。
在大陸對台態度轉趨強硬的背景下，台國防
部長馮世寬、外交部長李大維、陸委會主委
張小月均臨陣易帥。台灣學者指出，有關調
動顯示蔡英文政府的對外政策醞釀重大改
變。
天安艦事件黑手赴冬奧 南韓議員：吊死戰犯
南北韓關係因平昌冬奧而稍見緩和，惟隨
着該項體育盛事即將落幕，朝鮮半島局勢亦
再趨詭譎。美國總統特朗普長女兼白宮高級顧
問伊萬卡昨日以美國代表團團長身份，抵達南
韓首爾，獲南韓總統文在寅設宴招待，將出席
明日冬奧閉幕禮。而北韓將派統戰部長金英哲
訪韓，約七十名南韓保守派國會議員昨日到青
瓦台外示威，指金英哲是二○一○年天安號軍
艦沉沒事件主謀，有人直斥他是戰犯，應該處
決；未知示威會否觸怒北韓。
北韓斥美日軍演挑釁
美國與日本針對北韓威脅，由上周五至昨
日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北韓官媒前日刊文斥
責，美日軍演為破壞朝鮮半島和平氣氛的軍
事挑釁行為。而位於日本東京的北韓人總聯
合會中央本部，昨日凌晨遭兩名懷疑右翼分
子開槍，疑犯當場被捕，無人受傷。

全美大示威 下月爆發
美國佛羅里達州校園槍擊案造成十七人
死亡，總統特朗普拒絕正面回應民眾的禁槍
訴求，激起新一輪反白宮怒火，醞釀近十
年最大規模的全國大示威。以高中生為骨幹
的示威者，周三發起「永無下次」（Never
Aagin）的示威，兵分多路向特朗普政府施
壓，並準備在下月發起更大規模的行動。在
白宮內，特朗普面對遇害者家屬的質問，和
生還學生的泣訴，僅避重就輕回應稱，建議
部分老師攜槍返校，以防不測。
佛州議會否決禁售槍 議員遭死者父狂轟
佛州校園槍擊案再次觸發對管制槍械的關
注，惟由共和黨控制的州議會在事發後無視
外界訴求，否決禁止銷售部分槍械的議案。
該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周三出席市民
大會（town-hall meeting），被一名遇難
者父親面斥「軟弱無力」，他只能啞口無
言。
榴彈擲美駐黑山使館 神秘男炸死
美國駐黑山大使館周三晚遇襲，一名男子
向位於首都波德戈里察的使館投擲手榴彈，
但手榴彈在空中爆炸將施襲者炸死；另有指
施襲者是引爆身上的爆炸裝置自殺身亡，但
襲擊使館的目的尚未查明。
博科聖地襲校 擄111女生
尼日利亞東北部約貝州達普奇村一間女
校，周一遭回教極端組織博科聖地武裝分子
襲擊，至少兩死多傷。警方周三表示有多達
一百一十一名女生失蹤，令人擔心事件成為
二○一四年奇博克二百多名女生被擄事件的
翻版。
擊沉天安艦黑手將赴冬奧閉幕
促成南北韓關係緩和的平昌冬奧，將於
下周日閉幕。南韓總統文在寅受訪時強調，
美韓同盟穩如磐石，華府百分百支持兩韓對
話。雖然北韓派高官團出席閉幕禮，但率團
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被指
是擊沉韓軍天安艦的幕後黑手。
解放軍12機 經巴士海峽赴太平洋
大陸解放軍空軍去年下半年起，便開始頻
繁遠海訓練。來自台灣軍方的消息指，解放
軍空軍十二架軍機，周三中午時分，分批次
穿越巴士海峽，到太平洋進行遠海訓練，當
中包括轟6K轟炸機、殲11戰機及疑似運8運
輸機等，並循原路返航。
滬台辦主任 申請春節後赴台被拒
上海市台辦主任李文輝原訂春節後赴台
灣，但申請未被核准。台灣的陸委會昨日表
示，李文輝赴台頻率較高，引發台灣內部爭
議也較多，此次不核准是避免交流失序，期
盼大陸人士赴台勿帶有特定政治目的或意
圖，引發台灣社會爭議或歧見。

敍政府軍狂炸叛兵據點 東古塔淪煉獄
敍利亞經歷短暫和平後，再爆發新一輪戰
火，淪為人間煉獄。政府軍在俄羅斯的支援
下，連續三日轟炸首都大馬士革外圍的反抗
軍據點，多個醫療設施成為目標，至周三已
導致逾三百人死亡及逾一千五百人受傷。不
過，政府軍收復北部庫爾德地區領土的行動
受挫，遭到入侵的土耳其軍隊炮擊。
聯軍空襲殺俄僱傭兵 克宮拒介入
早前有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空襲敍
利亞東部代爾祖爾時，造成多達二百名俄羅
斯僱傭兵死亡，外界憂慮令美俄的緊張關係
升級。俄羅斯外交部周二承認有自願前往敍
利亞的國民在衝突中死傷，但強調不會過問
國民赴當地的決定。
IS敗軍滲菲 謀攻佔馬拉維
菲律賓回教叛軍組織、已與政府簽署停
火協議的摩洛回教解放陣線（MILF）周二警
告，在伊拉克及敍利亞戰場節節敗退的回教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成員，將陸續
潛入菲律賓，並密謀進佔兩個與馬拉維距離
甚近的市鎮作根據地。
伊萬卡赴冬奧勢搶金與正風頭
北韓領袖金正恩的胞妹金與正早前訪韓出席
平昌冬奧開幕禮，成為焦點所在，更被喻為「
北韓伊萬卡」。美國第一千金伊萬卡有傳將於
周五前往南韓，並於下周日出席冬奧閉幕禮，
料會獲最高級別的接待。在金與正搶盡開幕禮
風頭後，伊萬卡在閉幕禮的動向亦備受關注。
捨身救人華裔生 追認軍校學員
佛羅里達州高中槍擊案中，捨身救人的十五
歲華裔男生王孟杰獲他生前渴望入讀的西點軍
校破格追認作學員。其母親在葬禮中一度情緒失
控，當場淚崩哭別愛兒，需要其他親友攙扶。
特朗普受壓「轉軚」下令擬例規管撞火槍托
美國佛羅里達州高中槍擊案造成十七死，
不少人批評總統特朗普加強槍管不力。備受
壓力的特朗普周二宣布已下令司法部草擬法
規，禁制能加強步槍威力的「撞火肩托」
（bump stock）並指「快將生效」。
南海艦隊印度洋演練
解放軍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於農曆新
年期間繼續練兵備戰。該支艦隊日前在東印度
洋某海域，派出衡陽號導彈護衞艦及艦載直升
機，模擬追截一艘載有違禁貨物的可疑商船。
美參院派團訪台表明支持售武
美國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殷荷菲
（James Inhofe）率團赴台，昨先後與台灣
的外交部長李大維，及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見
面。殷荷菲表示，美國國會支持對台軍售，亦
希望雙方在能源等方面有更多合作；而蔡英文
則稱，台灣將尋找更多與美方合作的機會，希
望與美國共同努力維護印太地區和平及繁榮。

一周國際新聞

2月25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

二 月 廿二 日 至 二 月 廿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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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佛學居士林
醒獅素宴賀新春
卡 城 佛 學 居 士 林 為 慶 祝 農 曆 春 節 ， 自大除夕開始舉
行 禮 佛 祈 福 ， 並 於 大 年 初 三 上 午 十 一時，由精武體
育 會 醒 獅 表 演 賀 歲 。 當 日 正 午 更 免 費供應素食予各
善信享用。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 歡迎預早訂座

每 天提供不同菜式 特 惠 午 餐 及 晚 餐

12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Pork Loin

(豬嫩肉)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Salmon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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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告
劉公集浮︵劉明︶府君，原籍廣東省大埔縣大麻鎮北蒲鄉人氏。

溯生於一九三一年八月二目，慟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廿七日︵農曆戊戌年正月十二日︶早上六時十五分壽終正寢於加拿大
卡爾加利市，積潤享壽九十有一歲。不孝子女兒孫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停柩在堂，日夜執持。
︶
Chapel Of The Bells, 2720 Centre Street NE,Calgary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廣告熱線：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BUS: 403-277-1710

Cell: 403-617-6500

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403.617.2100

價錢特別優惠
特別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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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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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
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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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月︵星期五︶下午六時至八時假座金鐘殯儀館︵

舉行家奠，並於翌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開始假座金鐘殯儀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卡城客屬崇
正會於當日中午舉行公祭，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時誦經，隨即出殯歸土，安葬於卡城皇后墓園︵ Queen's Park Cemetery
︶。
3219 - 4th Street NW

商業分類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加設輪胎服務 * 經 驗 技 師 * 快 捷 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道

danny@trendweekly.com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SERENITY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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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s Canada Ltd.

忝屬
宗親寂友世鄉誼，哀此訃
未亡人 呂佛清
孤子 達強 泣血稽顙

孤子 運強 泣血稽顙
孤子 俊強 泣血稽顙
孤子 添強 泣血稽顙

孤女 翠玲 泣淚稽首
孤女 翠瑛 泣淚稽首

媳 葉麗珍 泣血稽首
孫男 啟睿 抆淚稽顙
孫女 詩穎 抆淚稽首
孫女 詩慧 抆淚稽首
孫女 詩婷 抆淚稽首
媳 林美蓉 泣血稽首
孫男 啟光 抆淚稽顙
孫男 啟華 抆淚稽顙
媳 劉慧儀 泣血稽首
孫男 啟恆 抆淚稽顙
孫女 婉寧 抆淚稽首
媳
泣血稽首 孫男 啟磊 抆淚稽顙
Karianne
Lau
孫男 啟榮 抆淚稽顙
孫女 詩莉 抆淚稽首
婿 黃華新 泣啟
外孫男 黃冠彰 泣淚拜
婿 鄧仲華 泣啟
外孫男 鄧偉仕 泣淚拜
外孫女 鄧惠芬 揮淚拜
婿 馬清嵐 泣啟
外孫男 馬錦旗 泣淚拜
外孫女 馬潤青 揮淚拜
外孫女 馬潤琳 揮淚拜

東方
同泣告
︶ 敬備纓紅宴招待。
Buffet Yangtze - #4190, 901 - 64 Ave. NE Calgary

孤女 翠萍 泣淚稽首

安葬禮後於當日 下 午 一 時 三 十 分 假 座 揚 子 江 自 助 餐 ︵

聞

翻新修理
中文排字

舊碑加字
中文服務

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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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創會元老暨名譽會長

卡城客屬崇正會
創會元老暨名譽會長

劉明︵集浮︶老先生 千古

駕
鶴
西
歸

劉明︵集浮︶老先生 千古

卡城客屬崇正會
敬輓
本會於金鐘殯儀館公祭時間為三月三日中午十二時正

崇正舞蹈班 陳昌發夫婦 陳國強夫婦
張文德夫婦 郭文華夫婦 余康夫婦
張建霖 楊碧嬌 陳玉霞
彭 明
謝宗富 葉素芳 歐陽素心 吳清旭
陳玉蘭 郭志德 譚崇棣
譚素雲
劉振江 馬佩君 馬佩賢

仝敬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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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
範德
永流
存徽

輓

椿
庭
影
渺

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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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客屬崇正會
創會元老暨名譽會長

劉明︵集浮︶老先生 千古

國泰參茸藥行 日昇參茸行
李 正 李遠龍 江壽緯 房子發
鍾梅英 黃順道 夏德明 夏來和
郭光如 黃坤華 謝金寶 劉務昌
曾佩珠 周慶翔 凌景彬 許賢民

德高
業風
長亮
昭節
仝敬輓

卡城客屬崇正會
創會元老暨名譽會長

輓
南哲

劉明︵集浮︶老先生 千古

賴國英
羅 雲
翁文慧
張碧娥
黃順財

黃文溪
劉栢盛
梁月娥
黃少娟
劉夏芬

鍾獎釗
黃振杰
黃富強
張捷貞
李惠蘭

仝敬輓

廖應宏
丘忠信
卓金和
曾如珍
管亞蘭

極人
星其
沉萎

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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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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田新春大優惠
所有17年存貨 貸款
以清倉價優惠 利率

2018
%*
1.99

內外全新設計

租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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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利率

尚餘壹輛存貨

0.99

Bernie Put

畢先生

%

Product Advisor

粵/英語
手提
403.390.5295

起

2017
%*
0.99
借貸利率

起

0.99% 租賃/借貸 可獲 $750 回扣
*

起

租賃/借貸 可獲
(雙門/四門)

$

Angus Mok

750 回扣

莫先生

Product Advisor

國/粵/英語

2018
*
1.99%

內外全新設計

貸款利率

2017
%*
0.99

2018

手提
403.680.8112

貸款利率

起

起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歡
迎光臨 參 觀 試 車

租賃利率

0.99

現金購買 可獲 $1,500 回扣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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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ne Luong

2017

尚餘壹輛存貨

租賃/借貸 可獲 $2,500 回扣
*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ffers cannot be combined.

Finance Manager
手提
403.589.2269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5,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Lone Star Mercedes-Benz

營 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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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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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
英
語

Tony S Wong

Service Coordinator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403-253-1333

403-253-1333

Tel: 403.253.1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