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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分一加拿大人計劃下半年買房，但將面對加息壓力

加拿大警方陸續通知利用西聯匯款詐騙案受害人盡速索賠

儘管有新的
抵押貸款壓力測試
和利率上漲的壓力
，一份新報告卻發
現，近四分之一的
加拿大人計劃下半
年購買房屋。

根據BMO的報告，在接受調查的加拿大人中
，有23％希望在2018年購買自住樓房，平均預期價
格為474,000元。（多倫多和溫哥華買家的價格略有
上漲，分別為580,000元和603,000元。）

儘管7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為明年利率會
上升，而且，1月1日推出的新抵押貸款壓力測試可
能使獲得抵押貸款的資格更加困難，但53％的受訪
者仍表示不打算對自己的抵押貸款進行壓力測試。

BMO個人銀行業務負責人Martin Nel在一份
聲明中表示，“這是多年來第一次，利率開始上升
——希望購買房屋的加拿大人對他們的抵押貸款
進行壓力測試以確保長期條件下能夠負擔得起抵
押貸款，這點越來越重要”。

據BMO高級經濟學家Sal Guatieri稱，即使適

度加息也會嚴重削弱高價房屋市場的負擔能力。加

拿大央行1月份將利率上調至1.25％，普遍預計年底

前至少會再加息一次。

報告發現，69％的受訪者更喜歡固定利率，而

只有14％的人希望獲得浮動利率。超過51％的人表示，

他們的選擇會受到每個人被給予的基本利率的影響。

Nel更稱：“很高興看到，加拿大人會基於利率

考慮、權衡他們的抵押貸款方案，但同樣重要的是，

他們也要考慮自己的選擇會如何影響日常財務狀況。”

加拿大全國各地的警察部門正在陸續發出通
知，告訴那些受到詐騙並使用西聯匯款的受害者，
抓緊時間盡速索賠，以便拿回被騙走的金錢。

如卡加利警方最早在4月25日，溫莎市警方在
4月26日，紐芬蘭省警方在5月2日都發出了相關通知
，提醒加拿大的受害者，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
員會去年底做出的裁決認為，西聯匯款沒能有效保
護客戶，監管欺詐和反洗黑錢不利，還提供匯款途
徑，應該賠償受害者，總額為5.86億美元。

美國司法部為申請賠償者設立的網站上說
，從2004年1月1日到2017年1月19日期間，所有
使用西聯匯款轉賬的詐騙受害者，都可以申請賠

償。其中也包括加拿大的受害人。

在那段長達13年的期間內，詐騙者冒充親屬
或執法人員，打電話給受騙者，或通知他們中獎，
或說有工作機會，還有的謊稱家人犯了法，只是受
騙者通過西聯匯錢，就可以領獎或幫助家人躲過牢
獄之災。

在那期間，總共有55萬人投訴受到欺騙，受
騙金額超過6.32億美元。受害者中有8成是美國人，
另外兩成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加拿大人。例如安大略
省溫莎市就有近200人受騙。

按照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裁決，

所有受害人都
可以申請拿回
被騙走的金錢
，但只是匯款
金額，不包括
手續費或通過
其他匯款途徑
匯出的錢。

提交索
賠申請的截至日期是5月31日。需要申請賠償者，可瀏
覽專門的網站：http://www.westernunionremission.com
。但究竟多長時間才能收到賠款，要經過復雜的確認
手續， 最長也許需要一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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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發表聲明說，美國短期延長對歐盟鋼鋁關稅豁免期
限的決定延長了市場不確定性，並已影響到商業決策，
雙方談判將繼續，但歐盟不會在威脅下進行談判。美國
白宮4月30日發佈總統公告說，美國將繼續豁免對歐盟、
加拿大、墨西哥的鋼鋁關稅直至6月1日，為相關談判爭
取最後30天時間。歐盟在聲明中說，歐盟應該被完全和
永久地免除鋼鋁關稅，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征鋼鋁關
稅站不住腳。歐盟還表示，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
與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談判將
繼續進行。歐盟願意討論雙方都感興趣的市場準入問題

，但同時也明確表示不會在威脅下進行談判。聲明稱，
任何未來的跨大西洋工作計劃必須是平等和互利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8日宣佈，由於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危
害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將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
徵收25%和10%的關稅，關稅措施於3月23日正式生效。
美國白宮3月22日宣佈，暫時豁免對歐盟、阿根廷、澳州
、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韓國等經濟體的鋼鋁關稅直
到5月1日，以便與這些經濟體協商應對全球鋼鋁產能過
剩的方法。根據白宮4月30日發佈的總統公告，美國政府
已與阿根廷、澳州和巴西就鋼鋁關稅達成原則性一致，

美國將繼續豁免這些經濟體的鋼鋁關稅以便敲定最終協
議。由於韓國已同意減少過剩鋼鐵產能和用配額自主限
制對美國鋼鐵出口，韓國對美出口鋼鐵產品將繼續被豁
免關稅，但對美出口鋁產品將從5月1日起被徵收關稅。
特朗普政府對鋼鋁產品徵收高關稅的決定遭到國際社會
強烈反對。美國的一些貿易夥伴表示擔憂，警告美國的
這一措施不僅可能影響多方貿易利益，而且會對以規則
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構成威脅。

美國當地時間5月1日，蘋果將發佈一季度財報，另外按照承
諾，蘋果也將公佈對於股東的海外現金回報計劃。據外媒最
新消息，華爾街金融機構近日進行了各種預測，他們認為蘋
果將給股東發放最少1000億美元的海外現金「大紅包」。
隨著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公司海外現金大規模減稅（從35%
降到15%），蘋果公司已經準備把全部的海外現金轉移回
美國。早前，蘋果已經公佈了海外現金給美國經濟以及蘋
果公司員工帶來的兩個大禮包：蘋果今年將在美國開支
550億美元，未來將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對於內部
員工，蘋果也公佈了一次性獎金等福利。二月份，蘋果首
席財務官馬思群已經表示，將會逐步花光大約1630億美元
的淨現金。蘋果怎樣花掉這些錢，引發了行業關注。
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報導，華爾街分析師預測，蘋果1630
億美元淨現金的絕大部分將會在未來幾年內回報給股東。
這樣，加上蘋果過去實施的回報計劃，在2020年之前，蘋
果將累計向股東回報4500億美元。需要指出的是，蘋果將

海外現金回報給股東，並非採取直接放發現金的方式。蘋
果將主要通過股票回購和增加分紅來實施。通過股票回購
，流通股數量將下降，市場供需規律將導致蘋果股價上漲
，股東的財富也將增加。
在庫克擔任蘋果掌門人之後，蘋果對股東實施了慷慨的回
報計劃，幾乎每一年的四五月份，蘋果總會宣佈總額在
300億美元到500億美元的股東回報計劃。在下週的「股東
大紅包」之前，這些歷史回報計劃的累計金額已經達到
3000億美元。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公司在近日的研究
報告中預測，蘋果將會宣佈1500億美元的回報計劃。這意
味著未來三年內，蘋果將會回購價值2100億美元的股票，
支付520億美元的分紅。
第三方研究公司Canalys發佈中國手機市場一季度報告稱，
今年一季度，中國市場的智能手機出貨量為9100萬部，較
上年同期下滑了21%。出貨量前四分別是華為、OPPO、
vivo、小米，原本第四名的蘋果被小米超越。CNBC著名主

持人Jim Cramer日前在談到中美貿易戰時指出，美國刁難
中興通訊、華為，將使蘋果公司面臨嚴重損失。蘋果的許
多產品都是在中國組裝的，貿易戰可能會導致其供應鏈中
斷，並可能引發其他懲罰措施，比如抵制。克拉默稱：「
蘋果可以試著把這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對手機加
征20%的關稅意味著，在中國組裝的1000美元iPhone突然
漲價至1200美元。」

蘋果將宣佈給股東發「海外現金大紅包」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歐盟︰不會在威脅下與美國就鋼鋁關稅豁免展開談判

彭博稱，贏得有望成為2018年全球最大規模的首次公
開募股（ I P O），對香港而言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擁
有挑戰蘋果公司和三星電子雄心壯志的中國內地智能
手機製造商小米公司，據稱準備遞交香港 I P O申請，
此次發行預計將籌資至少100億美元。這一規模的 IPO
將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I P O，會鎖定投資者申

購該股的資金，進而吸走這一5.6萬億美元的股票市場
的現金。
當中國市值最大保險公司的子公司平安好醫生上週為
其1 1億美元 I P O鎖定散戶投資者時，市場參與者已經
嚐到了巨額 I P O帶來現金緊縮問題的滋味。衡量市場
流動性的關鍵指標，香港一個月H i b o r創下近十年來

的最大漲幅。
美銀美林駐香港策略師文略韜表示，巨額 I P O可能產
生顯著的影響。文略韜表示，如果一個 I P O獲得大幅
超額認購，H i b o r預計可能出現非常明顯的上漲；在
I P O過程中，港元的融資狀況可能暫時收緊，這種融
資條件的收緊通常會持續到 IPO流程結束。

小米巨額IPO將落地 香港或需為資金緊張做準備

美國芥蘭 呂宋芒

UFC牌
菲律賓
甜意粉醬

幸福比內牌
茄汁沙甸魚 雞嘜鵪鶉蛋

亞來地牌
菠蘿蜜

上海白菜

海燕牌特級魚露海燕牌米粉

新鮮雞翼

無核紅提子

長英青瓜大甜橙 無莖百加利

新鮮牛腩

美味精選
特級草羊
粒連骨

日本南瓜

永達加美雞

中國蜜柚

新鮮三文魚頭

仙女牌
泰國香米

冬瓜

特別紅蘋果

急凍
火雞小腿

台灣椰菜

好比牌
廣東炒麵

五花腩

原味 辣味

原箱
$1.69/磅

相等於
$1.27/磅

Chicken Wing Family 
Pack or $1.69/lb for 
Whole Case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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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子巨頭Sony發佈2017財年（截止今年3月31日）年
報，Sony在2017財年實現營業利潤7349億日元，創下它成
立72年以來的最高業績。2018年4月，平井一夫結束他六
年的任期，把Sony總裁兼CEO的權仗交給吉田憲一郎。吉
田憲一郎曾表示，他希望讓Sony充分體現出科技公司的真
正價值。2017財年是平井一夫的第二個中期計劃（2015財
年至2017財年）的最後一年。2017財年，Sony集團實現銷
售收入85440億日元，比上一財年增加9407億日元，同比
增長12.4%。這一增長主要由於大部分業務部門實現銷售
額增長。Sony2017財年實現營業利潤7349億日元，比上一
財年增加4462億日元，同比增長了154.6%；實現淨利潤
4908億日元，比上一財年增加4175億日元，同比增長
569.6%。除了銷售增長及匯率利好，Sony表示，其2017財
年營業利潤增長，還因為將包括照相模組業務的子公司股
權出售收益、音樂業務的子公司房地產交易收益、半導體
業務保險獲賠、半導體業務的製造設備出售收益共計約
567億日元計入其中。如果Sony扣除上述567億日元非經營
性收益，其2017財年的營業利潤為6782億日元，仍同比增
長135%，因此Sony2017財年業績是有含金量的。從分業
務看，遊戲、金融、家庭娛樂是Sony2017財年營收貢獻最
大的三大業務；金融、遊戲、半導體是Sony2017財年營業
利潤貢獻最大的三大業務。遊戲及網絡服務業務的銷售收
入同比增長18%至19438億日元；營業利潤同比增加419億
日元，達1775億日元。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包括通過網絡
銷售的PlayStation4（「PS4」）軟件銷售收入增加、匯率
利好以及PlayStation Plus訂閱會員增加。
金融服務業務由於Sony人壽銷售額增長顯著，銷售收入同
比增長13%至12284億日元；營業利潤增長125億日元，達
1789億日元。家庭娛樂及音頻業務的銷售收入增長18%至
12227億日元；營業利潤增長273億日元，達858億日元，
主要因為Sony電視等產品向高附加值型號轉變，同時有匯

率利好。半導體業務的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0%至8500億日
元，主要由於用於移動產品的影像傳感器的銷售數量大幅
增加；錄得營業利潤1640億日元，除了銷售增長，還錄入
了283億日元因出售照相模組業務的製造子公司股權帶來
的收益、出售工廠設備帶來的86億日元收益，以及67億日
元的熊本地震保險獲賠。此外，影像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
的銷售收入增長13%至6559億日元，營業利潤增長277億
日元至749億日元，主要由於數碼相機和攝像機向高附加
值型號轉變及匯率利好。音樂業務的銷售收入增長24%至
8000億日元，營業利潤同比增加520億日元至1278億日元
，受益於數字流媒體音樂收入增加及房地產交易收益。影
視業務的銷售收入增長12%至10111億日元，營業利潤411
億日元，《蜘蛛俠：強勢回歸》等的票房表現強勁。從區
域看，2017財年中國區銷售增長迅猛，為Sony的複興注入
強勁動力。Sony中國董事長高橋洋表示，Sony將抓住中國
市場的機遇--移動互聯網生態圈的構建與豐富，以及消費
升級過程中出現多元化、個性化、品質化的需求，把中國
業務推向新階段。不過，Sony的手機業務2017財年仍然虧
損。其移動通訊業務的銷售收入同比減少5%至7237億日
元，主要因為智能手機銷量下降；營業虧損276億日元，
主要原因是錄入了313億日元的長期資產減值，銷量下降
及核心部件成本增加也對業績造成了影響。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分析說，從匯率來
看，2017年度日元兌美元匯率偏低，在國外的效益轉成日
元後，多出了不少，這對日企增收有利。平井一夫已經做
過兩期總裁了，雖然還年輕，但按照慣例，他退出總裁  
（總經理）的職位，在日本屬於比較正常的現象。反而那
些因為為企業做出了一些成績，因此就接著準備往下幹下
去的企業經營者，後來情況大都不是很好。陳言認為，因
為吉田憲一郎接任Sony總裁兼CEO後，平井一夫升任為
Sony董事長。所以有平井一夫在他身邊，企業經營壓力不

是很大，能延續平井一夫的路線，把盈利一直維持下去就
很好。問題是Sony今後該何去何從？陳言說，Sony一直以
開發比其他企業先進的產品而著稱的，這些年已經很少見
Sony的革新性產品。吉田曾表示，他希望能夠有一看就是
Sony的產品的出現。「吉田時代估計克服這個困難、開發
出讓人眼睛一亮的產品可能會很難。」
陳言認為，不僅Sony，其實日本其他電子企業也缺少讓人
眼前一亮的產品。技術革新不僅很難出現，還需面對日本
企業經營革新、中間層效率過低、管理官僚化、全球化中
受到中國企業挑戰等問題，想在新一輪挑戰中穩勝非常困
難。所以，吉田時代的Sony，能否維持現在的盈利水平，
很難下結論。事實上，平井一夫時代，Sony通過聲畫合一
的OLED電視、全畫幅無反相機等產品，已重新佔據電視
、相機的高端市場。但是，Sony想再次推出像WALKMAN
那樣的顛覆式創新產品，並且讓Sony縮小在資本市場上與
Samsung等科技公司的市值差距，對吉田憲一郎來說，仍
然是不小的挑戰。

彭博消息，知情人士稱，法國興業銀行接近達成協議，將支
付最多10億美元和解美國的兩項調查，涉及基準利率操縱和
利比亞賄賂指控。知情人士說，法興銀行與美國司法部的和
解協議最早可能本週宣佈。此番和解將結束該公司多年來遭
受的調查，不僅有多位法興銀行交易員受到利率操縱指控，
其副首席執行官Didier Valet也在3月份因此離職。其中一位知

情人士表示，法興銀行同意向美國和法國當局支付大約8億
美元罰金；此外還需向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繳納罰金。
兩位人士表示，法國收取的罰金比例仍在協商。法國參與談判
標誌著一個轉折。幾年前，法國官員曾對另一家法資銀行被美
國罰款數十億美元而憤慨不已，並暫停了與美國的合作。
法國興業銀行拒絕就本文發表評論，但提到了3月19日的聲明

。這份聲明稱，該行進入了與美國司法部和CFTC進行更加積
極討論的階段，希望未來幾週內解決問題。雖然該行表示最
終和解金額尚未確定，但截至12月月底，它已經為法律風險
撥備23億歐元（28億美元）。聲明說，其中約10億歐元分配
給利率和利比亞調查。美國司法部、CFTC和法國的金融調查
部門拒絕發表評論。

法國興業銀行據稱打算拿出10億美元和解美國調查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SONY創下成立72年來的最高業績 但手機業務仍虧損

雞嘜冬蔭功醬

AAA牌
有頭老虎蝦

三魚牌
急凍梭子蟹

潘泰諾華星牌
大蟹膏

東埠橋牌
冰片糖沙哥牌椰漿

SW牌菠蘿汁 秋菊牌椰子水 福口牌椰子水
幸福比內牌
香脆魚條ABC牌啫喱條

幸福牌
巴沙魚扒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越金牌
去頭白蝦

立星牌
急凍鵪鶉 海天使牌魷魚

碧瑤牌
菲律賓腸仔 海燕牌炸香蕉

海燕牌
鹽煮花生

海燕牌烏頭魚

中原G7牌
即溶咖啡

海燕牌
蔬菜上湯

海燕牌
去腸肚鯰魚 海燕牌鯛魚

幸福比內牌
竹莢魚

美味精選肉片
(豬/牛/羊)

數量有限

急凍老雞

好比牌米粉

小背脊牛排(原袋)

數量有限

原味
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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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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更比你想像輕鬆

本診所自 2016年擴充至 6,000餘呎，擁有最新設備及儀器。
備國、粵、英語醫生團隊誠懇為你提供一條龍服務。從普通
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杜牙根、隱形正牙、牙橋、
牙周病及兒童牙痛冶療等都能精心護理。種植牙患者更可享
受免費3D CT掃描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Dr. Lai         黎柱峰醫生

Dr. Wong   黃順欣醫生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專業醫生團隊

113 - 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必定順牙醫診所（全科牙醫）

電話︰403-275-4000
(由華埠乘坐3號巴士可直達)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
忠誠快捷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raymondlau404@gmail.com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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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erfo
ot T

rail

Country Hills Blvd NE

We are here!

  

Je� Huynh
NEW VEHICLE

SALES MANAGER 
403-516-5214

Je� Huynh
NEW VEHICLE

SALES MANAGER 
403-516-5214

Shuo Qiu

204-908-3111

PRODUCT
ADVISOR 

Shuo Qiu

204-908-3111

PRODUCT
ADVISOR 

Colin Chan

403-969-9823

PRODUCT
ADVISOR 

Colin Chan
PRODUCT
ADVISOR 

403-969-9823

Minh Phan

403-909-9949

PRODUCT
ADVISOR 

Minh Phan

403-909-9949

PRODUCT
ADVISOR 

Andy Luo

587-888-6106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Andy Luo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587-888-6106

假如閣下考慮於其他車行購買，可能要付出更多！！

Tel: 403.290.1111
w w w.chtoyota .com

Corner of Deerfoot Tr. and 
Country Hills Blvd. North

*2018 COROLLA BURCEC-B, 39 MONTH LEASE AT 20,000KM’S/YR. RATE 0.00%. DOWN PAYMENT PLUS INCENTIVE $3249. LEASE END VALUE $10,646.98.  **2018 RAV4 LE-AWD. BFREVT-B, 60 MONTH LEASE 
AT 20,000 KM’S/YR.  RATE 1.99%. DOWN PAYMENT PLUS INCENTIVE$2799. LEASE END VALUE $13,035.43.  ***2018 HIGHLANDER LE AWD-CONVENIENCE PACKAGE 60 MONTH LEASE AT 20,000 KM’S/YR.  
RATE 4.99%. DOWN PAYMENT PLUS INCENTIVE $3899. LEASE END VALUE $17,131.57.  GST EXTRA.

2018 RAV4 LE AWD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71**2018 RAV4 LE AWD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71** 2018 HIGHLANDER LE AWD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119***with Convenience Package
2018 HIGHLANDER LE AWD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119***with Convenience Package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49*2018 COROLLA CE

39個月租賃，每周供款
$49*2018 COROLLA CE

起起0%0%
貸款利率貸款利率

偉信刑事辯護律師

CORY WILSON 
偉信大律師職業多年，是亞省著名形式辯護律師，

成功為客戶辯護案件，包括盜竊及謀殺等。

其他涉及證券法、稅務法及職業安全法等案件，偉信
大律師亦能迎刃而解。

偉信大律師更為多宗加拿大重大案件，如謀殺、綁
架、販毒及加拿大史上最大型行騙案等作顧問。

24小時熱線：403-978-6052
Wolch Watts Wilson & Jugnauth
Suite 1500, 633 6 Avenue S.W. (Ford Tower) Calgary

專注辯護事項：
■藏毒   ■販賣毒品   ■藏有軍火   ■傷人   ■行騙   ■破門行竊
■盜竊   ■家庭暴力   ■性侵            ■醉駕   ■搶劫   ■保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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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銀行截然不同
在Servus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讓我們向您展示如何操作。參與我們分行的特

別優惠。當您成為會員，並開設一個GIC戶口以及一項額外的服務，我們會為您

的投資提供$500*的資金。

詳情可瀏覽 servus.ca/panorama-hills 或親臨本分行查詢

地址︰1087 Panatella Boulevard（Co-op油站隔鄰）

“隱適美”隱形矯正牙套採用最新

科技無托槽、無鋼箍透明牙套。

能輕鬆地矯正閣下子女的牙齒，

同時讓他們在治療期間維持原有

的生活方式，令他們重拾自信，

展現真實自我的笑容。

光臨myORTHODONTIST，

Dr. Dhol牙醫會為每位客人作出個人

不同付款計劃，包括：

■ 　$0首期

■ 　富彈性供款計劃

■ 　可要求保險公司直接付費

■ 　可預約晚間或周末診治

■ 　無需轉介

“令卡城充滿真摯的笑容”是我們的承諾

請來電預約作免費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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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B ett y Chan
與餐廳東主Peter合影

每天提供不同菜式特惠午餐及晚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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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rk Loin              (豬嫩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Salmon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 歡迎預早訂座

加拿大亞省卡城潮州同鄉會
The Chao Chow Community Benevolent Society

BAY 357 / 361, 3RD LEVEL,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4X6      TEL / FAX: (403) 266-4939

慶祝本年度會慶宴會 通告
本會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九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半，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家隆重舉行

《慶祝卡城潮州同鄉會卅四周年會慶、敬老暨二零一七年度頒發獎學金頒獎典禮三慶宴會》，

席間設有娛樂節目及幸運抽獎助慶。

敬請各位鄉親會友及各界人士踴躍攜眷熱烈參加，同申慶祝為盼！

席券每位四十五元（大小同價），耆英鄉親會友（六十五歲以上）每位三十元，並將於五

月六日起於辦公時間在本會開始發售。

獲得獎學金之學生將可獲得免費席券出席盛會。

卡城潮州同鄉會第十八屆理事會 謹啟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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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221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1,516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38,421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每星期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7,521 起，稅項另計。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首期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7,521 起，稅項另計。

購車借貸
利率優惠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0%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特別獎賞優惠

$1,000高達

迎春特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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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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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Oriental Weekly   May 0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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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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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舊金曲美食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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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位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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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早餐 星期一至六 9:00AM - 11:00AM $699
/位

0.68/lb

Bananas 香蕉

0.88/lb

BC 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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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費獲贈1KG袋裝紐西蘭香梨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32 Ave NE

36 St N
E

34 St N
E

32 St N
E

N 本 周 特 價
5月3日－5月9日

本 周 特 價
5月3日－5月9日

0.98
Green Onions 青蔥

0.88/lb

Sweet Green Peppers 大青椒

0.88/lb

Local Mini Cucumbers 本地迷你青瓜

Broccoli Crowns 無莖百加利

1.28/lb

f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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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riental Weekly   May 03, 2018

半噸舊機密當鐵證以撐美退核協議
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威脅要退出伊朗核協

議之際，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周一聲稱取
得半噸重、逾十萬份的伊朗機密文件，及一百
八十三隻機密檔案光碟，揚言可證實伊朗簽署
核協議前曾秘密發展核武，批評伊朗「撒了大
謊」，鼓勵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協議。特朗普
隨即附和，表示這證明自己所說的是百分百正
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相信文件屬實；伊朗
則否認指控，並指相關機密文件屬舊料。

多明尼加為31億美元斷交 台灣外交再輸一仗
台灣面臨雪崩式斷交困局，中美洲國家

多明尼加共和國昨日宣布與中國大陸正式建
交，同時與台灣斷交，令台邦交國減至十九
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昨日指出，多明尼加
政府的決定是順應時代潮流。台媒披露大陸
發出近三十一億美元銀彈攻勢，而台灣之前
僅給該國十億元新台幣軍備援贈。台外交部
譴責大陸挖台牆角，總統府則批評大陸片面
衝擊兩岸和平現狀。

蔡執政後斷三邦 藍營促道歉
多明尼加宣布與台灣斷交，成為自蔡英文

前年上台執政，繼非洲國家聖多美和普林西
比及中美洲國家巴拿馬後，第三個與台灣斷
交的國家。目前，台灣剩下十九個邦交國，
外交處境岌岌可危。

狂徒報復社會車撞人群2死3傷
湖北荊門市京山縣周一發生私家車高速撞

向人群慘案，事件最少造成兩死三傷，其中
一名死者是為救民眾而殉職的交警。肇事司
機已被警方制服，他報稱是為了報復社會而
以車撞人，官方沒有披露其身份及報復社會
的原因。當地民眾狠批兇徒無人性，另質疑
交警是否沒有佩槍，因此無法把瘋狂駕駛的
司機攔下。

間諜疑雲 美擬限華科研人員入境
美國財長姆紐欽將於本月三日訪華，與中

方商討雙方的貿易戰。美國近日連番就中方在
敏感科技領域的投資出招。有美國媒體報道，
美方因憂慮中方派來間諜，考慮對中國研究人
員入境設限。美財政部亦擬收緊審查外國投資
的草案，限制中國獲取美國尖端技術。

海南開放旅業 首批免簽證韓客抵埗
海南省計劃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為

擴大旅遊業開放，當地免簽證入境的國家，
自周二起從廿六個增至五十九個。而首批獲
免簽證的遊客，周一晚從南韓首爾仁川機場
出發，翌日凌晨抵達三亞鳳凰國際機場。

美指北京政治干預航企
美國媒體早前報道，大陸民航局發信要求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及美國航空公司，不准在官
網中將台灣、香港及澳門列為國家。對此，美
國國務院周一回應稱，已向北京方面就事件表

達關切，並指如果有必要，會因應中國大陸的
不公平的行為，考慮採取適當行動。

中印軍方擬設熱線溝通
經過去年洞朗對峙的緊張局面後，中印

關係已逐步回暖。而繼印度總理莫迪日前訪
華，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晤後，
印度媒體稱中印將採取積極行動，設立最高
指揮官熱線，以及恢復兩國的軍事交流與演
習，預期中印關係將進一步修好。

特朗普盼板門店或星洲晤金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表示，如果能在南北

韓板門店休戰村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面，將
是一個好主意，新加坡亦是可行的地方，是
他首次就美朝領袖峰會提出具體地點。

文在寅下周赴東京 出席中日韓峰會
韓聯社周二引述青瓦台消息稱，南韓總統

文在寅將於下周三出訪日本東京，出席中日
韓首腦峰會。這是文在寅上任後首次訪日，
亦是自二○一一年十二月時任總統李明博
後，相隔近六年半再有南韓總統訪日。

俄封殺Telegram 萬人遊行
俄羅斯當局因不滿通訊軟件Telegram堅

持保密用戶通話，而禁止全國國民使用。反
對派指摘當局此舉是打壓言論自由，周一在
首都莫斯科發起萬人遊行，反對派領袖納瓦
尼亦有現身向示威者發表講話。

阿爾卑斯山暴風雪11死傷
瑞士阿爾卑斯山周日刮暴風雪，導致六

死五危殆。事發在山區海拔達三千八百公呎
處，十多名滑雪人士被困，警方搜索證實一
名男子當場死亡，另外有三人送院不治，其
他被發現的五人危殆。警方之後再發現兩名
登山途中死亡的男女。

土耳其打壓示威拘捕84人
土耳其在五月一日勞動節加強打擊示威活

動，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當日有八十四人被
捕。市中心塔克西姆廣場被警方封鎖，有示
威者試圖前往廣場示威途中，被警方按在地
上制服。附近的主要通道獨立大街同樣成為
無人地帶，商店要關門至晚上。

英上議院准國會阻止脫歐
英國上議院周一以三百三十五對二百四

十四票通過議案，表明若未能與歐盟達成協
議，將容許國會阻止英國脫歐。首相文翠珊
表明反對，認為上議院削弱英方在脫歐談判
中的籌碼。議案主張有權對政府的主要脫歐
議案作出修訂。有關修訂議案將在未來數周
交回下議院表決。

日麻疹疫情持續 美軍基地中招
日本麻疹疫情持續，其中重災區沖繩縣周

二證實多六人感染，全部均為男性。自三月
底以來，沖繩縣已有八十二宗感染個案。美
軍基地內更出現首名感染者。

特金會內容美擬加碼 要求交實據證明棄核
朝鮮半島和平處於關鍵時刻之際，中美展

開新一輪外交部署。華府國安官員強調不輕信
北韓的棄核承諾，重申要有實際行動而非宣傳
伎倆，美國情報部門亦加強對朝的全面監控。
中國外長王毅周三訪問平壤兩日，預料就最
快本月內舉行的「特金會」前協調中朝立場。

平壤通過「時間統一」 南韓今撤心戰廣播
「文金會」結束，南北韓隨即落實緩和兩

國關係的措施。金正恩決定實現「時間上的統
一」後，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周一宣布，周六起
把平壤時間撥快半小時，令兩韓均處於同一時
區。南韓軍方則於周二撤走部署在邊境的心戰
廣播揚聲器。

貿易戰談判 美財長周四訪華
朝鮮半島局勢走向和緩之際，中美貿易戰

危機仍未化解。美媒報道，由美國財長姆紐欽
率領的貿易代表團將於周四訪華，會獲中國高
規格接待，包括中方領導人親自接見。北京亦
有意削減關稅及放寬監管措施，阻止中美爆發
貿易戰。

蓬佩奧訪以 威脅退伊核協議
正在中東展開上任後首度外訪的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周日由沙特阿拉伯轉抵以色列特拉
維夫，在軍方總部與以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同見
記者。蓬佩奧繼續將矛頭指向伊朗，斥其「有
在中東當霸主的野心」，若無法修改核協議，
便會直接退出。

IS炸彈恐襲喀布爾 10記者亡
阿富汗昨發生自二○○一年以來，針對新聞

界的最血腥襲擊。在首都喀布爾及東部地區，
合共有至少十名記者遇難，六名記者受傷。死
者包括法新社和英國廣播公司的當地記者。回
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承認責任。

導彈炸敍政府軍據點 40人死
國營的敍利亞新聞社報道，周日有「敵對

導彈」射向政府軍位於阿勒頗省哈馬市的軍事
據點，現場傳出爆炸聲。敍利亞人權觀察組織
確認事件；另有俄羅斯傳媒指最少四十人死。
有報道指導彈或由以色列發射。

學界聯署反拔管台醞釀罷課罷教
台灣的教育部取消台大校長當選人、國民黨

籍學者管中閔任命風波擴大，島內高校不滿情緒
持續高漲，學界更掀「新五四運動」，多間大學
師生發起黃絲帶運動抗議，要求當局還大學學術
自主；管中閔則支持全民聯署，敦促教育部退出
政治干預。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鍾小平昨日到台
北地檢署，按鈴控告台教育部長吳茂昆瀆職。

台擬購美M1A2坦克 抗衡大陸
台灣持續加強軍事裝備抗衡大陸，繼日前

宣稱欲在東部建防炸牆後，台軍方又表示擬向
美國採購M1A2型坦克，預計年底完成評估，
屆時向美國提出要求。

金正恩邀美韓見證拆核試場
朝鮮半島昨日邁出走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南韓指北韓領袖金正恩承諾下月關閉豐溪里
核試場，並向美韓公開拆除的過程。金正恩
同時主動提出調整兩韓時差，首先實現「時
間上的統一」。

文在寅：金正恩擬與安倍對話
日本政府擔心在朝鮮半島問題上被邊緣

化，南韓總統文在寅周日致電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通報「文金會」的成果。他指在會談
提及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而金正恩則向他
表示有意與安倍晉三對話，令兩國關係正常
化。不過，北韓官媒批評日本不顧形勢潮
流，熱衷於鼓吹對朝施壓。

緬北戰火再起 4000人逃離家園
沉寂一段時間的緬甸北部烽煙再起，聯合

國人道主義部門指，政府軍在接壤中國雲南
邊境的克欽邦，與分離武裝分子再爆衝突，
過去三周已經有逾四千人逃離家園。

日相撲會受壓 准女性上擂台急救
日本相撲協會上周六召開臨時理事會，同

意在緊急情況下，女性可破例走進「神聖」
的擂台。不過，協會仍未就完全解禁一事達
成共識，只表示今後聽取專家及公眾意見。

西班牙3.5萬人抗議輕判輪姦犯
西班牙法院早前輕判五名輪姦少女的男

子，觸發全國怒火。示威浪潮持續，潘普洛
納上周六連續第三日有民眾上街，怒斥司法
制度不公。主辦單位估計，最少有三萬五千
人參與集會。

桃園火災 五消防殉職 另兩泰籍勞工喪命
台灣桃園市發生驚天大火，平鎮區工業二路

的敬鵬工業電子工廠上周六晚起火，迅即陷入
火海。因火場內存有大量有機溶劑、柴油及強
酸強鹼等易燃物品，現場不斷傳出爆炸聲，火
勢至昨晚仍未救熄。火警造成至少七死七傷，
死者包括五名殉職消防員及兩名泰籍勞工。殉
職消防員疑是入火場搜尋被困人士時，被塌下
的大型物體壓住，動彈不得，最終命喪火海。

獵狐 匿越8疑犯自首
內地掀起「掃黑除惡」風暴之際，公安部

亦持續展開「獵狐行動」，與多國合作，緝
捕潛逃海外的涉黑及經濟犯罪疑犯，近期目
標更指向東南亞國家，其中國與越南警方上
周六在河內內排國際機場，向中方移交八名
涉嫌詐騙的外逃疑犯。

華為否認研發操作系統取代Android
中美貿易戰未見緩和迹象，美國政府宣布

禁止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使用美國
產品及服務後，有傳中國的科技巨頭華為有
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有消息指，華為早就
自行研發獨立操作系統取代Android系統，
但華為昨否認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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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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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韓和解 特朗普邀功 續施壓逼全棄核
南北韓首腦會談結束，確立多項和平協議

後，外界關注最快五月底舉行的「特金會」
，能否在無核化問題有突破。美國總統特朗
普上周五回應指，有責任促成朝鮮半島無核
化及和平，強調繼續對朝施壓至完全棄核，
並有信心不再被北韓玩弄；防長馬蒂斯更稱
可與北韓討論是否撤走駐韓美軍。

朝媒罕有提及完全無核化
北韓官媒於「文金會」結束後翌日首度

報道會談的消息，包括列出兩國簽署的《板
門店宣言》全文，罕有公開提到「完全無核
化」，又形容這是開啟和平新時代的歷史性
會晤。韓媒普遍正面評價會談，但指在無核
化問題上沒有取得實際成果。

特朗普企硬 默克爾空手回
繼法國總統馬克龍訪美後，德國總理默克

爾亦於同一周前赴華府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
面，力勸美國撤回對歐盟關稅及留在伊朗核
協議。惟默克爾昨日結束美國之行，仍未能
與特朗普達成共識，無功而還。伊朗同日公
開斥責美國沒資格在朝鮮核問題上扮演重要
角色，因為華府「不尊重協定」。

通俄案女律師自認克宮線人
由共和黨領導的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上周五發表通俄調查最終報告，指沒證據顯
示特朗普競選團隊，在二○一六年大選期間
與俄羅斯共謀。當國會為特朗普「澄清」之
際，被指為俄國與特朗普團隊擔任中間人的
俄女律師韋塞尼斯卡亞，首度承認自己是一
位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匪淺的「線人」。

馬國大選展開 一參加者遭DQ
馬來西亞將於下月九日舉行大選，為期十

一日的競選期正式展開。現任總理納吉布於
彭亨州報名參選國會議員，爭取連任總理。
前總理馬哈蒂爾則獲反對黨組成的「希望聯
盟」提名，確認在浮羅交怡出選。人民公正
黨副主席蔡添強則被取消競選資格，令大選
形勢逐漸明朗化。

疫情擴散 日103人證感染
早前台灣有患者將麻疹傳入日本沖繩，令

沖繩縣相隔四年後再爆發疫情，其後相繼擴
大至愛知縣、東京與大阪府等地。日本衞生
部門公布，截至上周日，全日本確診人數已
破百，至少一百零三人證實受感染。

貿戰補刀 台發中興限購令
中美貿易戰持續開打，台灣亦參一腳，疑跟

進美國對大陸「補刀」。繼美國商務部下令封
殺中國大陸中興通訊對美採購晶片，引發市場
震撼後，台灣的經濟部前日宣布，已將中興通
訊及中興康訊兩間公司列入「戰略性高科技貨
品出口管制對象」；另美國貿易代表署發表年
報連續第十四年將中國大陸列入知識產權重點
觀察名單，中國商務部批評美國罔顧事實。

德迎合貿易戰壓制華企投資
中美貿易戰開打之際，中國企業在海外併

購外資企業再受打擊。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
邁爾（Peter Altmaier）於當地時間周四在
柏林表示，由於中國和其他對手在通過收購
活動中，獲得關鍵技術，德國政府設法加強
對外商投資的審理和干預能力，或會降低出
面干預外國收購德國企業的門檻。

華投訴美301調查 世貿列議題
中美兩國就貿易戰釋出重啟談判信號的

同時，雙方周五將戰線轉移至世界貿易組織
（WTO）。當天中國在瑞士日內瓦WTO總
部召開的爭端解決機構（DSB）例行性會議
上，就美國「301調查」發起正式講話，預
期雙方將在該問題上有一番唇槍舌劍。

習近平莫迪武漢非正式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到訪的印度總理莫

迪在昨日下午舉行非正式會晤，兩人一同到
湖北省博物館參觀精品文物展，並就加強中
印兩個文明古國交流互鑑、推動不同文明和
諧共處和對話交換意見。

美專家籲訂西太平洋15年戰略制華
美國一直以「第一島鏈」應對中國軍事

威脅，總統特朗普去年力推「印度太平洋戰
略」，與日本、印度及澳洲聯手制華。美國
專家認為，西太平洋是現時美國戰略中最優
先重視的地區；在「第一島鏈」中，有沖
繩、菲律賓、釣魚島和台灣地區，但沒有像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同盟網，因此有必
要制訂今後十五年的戰略。

28歲男追斬學生7死12重傷
陝西榆林市米脂縣第三中學門外昨日發

生血腥斬人案，一名持匕首男子衝向放學的
學生中，見人就捅，造成至少十九人中刀，
其中七人被送院搶救後不治，死者大部分為
女生。疑兇已被警員制服，他曾在該學校就
讀，此次襲擊疑為報復學校及社會。

特朗普首認與艷星有協議
美國成人影片女星斯蒂芬妮（Stephanie 

Clifford）聲稱早年與總統特朗普發生性關
係，入稟要求推翻二○一六年與特朗普私人
律師科恩簽署的保密協議。特朗普於周四首
度承認，科恩曾代表他和斯蒂芬妮簽訂協
議，但他強調科恩只是他其中一個律師，負
責一小部分工作，似在撇清關係。

聯國：加薩隨時爆戰爭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加薩地帶的衝突未有

平息，聯合國周四警告當地的局勢瀕臨「爆
煲」，呼籲各國盡一切所能阻止爆發戰爭。中
東局勢緊張之際，以色列警告伊朗不要輕舉妄
動，否則必定以牙還牙報復。巴勒斯坦人自上
月底起在加薩地帶發起反以示威，遭到以軍鎮
壓，至今造成三十六死逾一千五百傷。

歷史時刻文金跨分界線 結束韓戰邁向和平
在韓戰停戰將滿六十五周年之際，兩韓關

係迎來歷史時刻。強調「開創新歷史」的北韓
領袖金正恩昨日首度跨越三八線，與南韓總統
文在寅歷史性握手會面。數小時的峰會在良好
氣氛中圓滿落幕，文金兩人簽署《為促進朝鮮
半島和平、繁榮、統一的板門店宣言》（簡稱
《板門店宣言》），破天荒宣布年內結束戰爭
狀態及確保全面無核化。趁着兩韓關係和平向
前的勢頭，金正恩邀請文在寅秋季訪朝。

德迎合貿易戰壓制華企投資
中美貿易戰開打之際，中國企業在海外併

購外資企業再受打擊。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
邁爾（Peter Altmaier）於當地時間周四在
柏林表示，由於中國和其他對手在通過收購
活動中，獲得關鍵技術，德國政府設法加強
對外商投資的審理和干預能力，或會降低出
面干預外國收購德國企業的門檻。

華投訴美301調查 世貿列議題
中美兩國就貿易戰釋出重啟談判信號的

同時，雙方周五將戰線轉移至世界貿易組織
（WTO）。當天中國在瑞士日內瓦WTO總
部召開的爭端解決機構（DSB）例行性會議
上，就美國「301調查」發起正式講話，預
期雙方將在該問題上有一番唇槍舌劍。

習近平莫迪武漢非正式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到訪的印度總理莫

迪在昨日下午舉行非正式會晤，兩人一同到
湖北省博物館參觀精品文物展，並就加強中
印兩個文明古國交流互鑑、推動不同文明和
諧共處和對話交換意見。

美專家籲訂西太平洋15年戰略制華
美國一直以「第一島鏈」應對中國軍事

威脅，總統特朗普去年力推「印度太平洋戰
略」，與日本、印度及澳洲聯手制華。美國
專家認為，西太平洋是現時美國戰略中最優
先重視的地區；在「第一島鏈」中，有沖
繩、菲律賓、釣魚島和台灣地區，但沒有像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樣的同盟網，因此有必
要制訂今後十五年的戰略。

國產航母冒白煙 料渤海海試
遼寧海事局昨日先後發出兩則通告，表示

當日下午四時至下周五，渤海海峽黃海北部
將執行軍事任務，禁止其他船隻進入。有外
界猜測，所謂的「軍事任務」，很有可能就
是中國國產航母的海試。

美涉藏決議 北京批干預
美國參議院前日首次通過涉藏決議，稱甄

選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的職責，只屬於第十四
世達賴喇嘛的私人辦公室官員，中國政府任
何干預均無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回應稱，此決議再次向世人表明「美方某些
人一貫的，莫名其妙的無知與傲慢」。

文金會明舉行 共商和平路
北韓領袖金正恩和南韓總統文在寅，明天

將舉行歷史性首腦峰會，為朝鮮半島民眾帶
來「兩韓統一」的期盼。南韓首都首爾昨日有
不少民眾集會，高舉「我們是同一民族」的標
語。峰會前兩韓各自釋出善意，中美兩國亦明
顯態度溫和，在如此氣氛下，各界關注今次峰
會是否真的能為朝鮮半島和平進程帶來突破。

特朗普讚金正恩開明 擬星洲會談
美朝首腦會談在即，曾公開以「小火箭

人」稱呼北韓領袖金正恩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周二讚揚金正恩「非常開明」及「值得尊敬」
，又指金正恩期望雙方盡快會晤。但他強調，
美國不會再犯過往歷屆政府的錯誤，而會繼續
向北韓施壓。

哈里斯將由駐澳改任駐韓大使
對華立場強硬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

里斯，年初獲提名出任駐澳洲大使。惟有美國
傳媒周二引述官員消息指，總統特朗普政府將
改為提名哈里斯擔任駐南韓大使，以應付萬變
的朝鮮半島局勢。據悉，候任國務卿蓬佩奧已
要求哈里斯接受提名。

庫克訪白宮充貿易戰說客
中美貿易摩擦引起外界關注，美國蘋果公

司行政總裁庫克周三下午到訪白宮，與總統
特朗普舉行閉門會面。有指庫克意在緩和中美
兩國醞釀的貿易戰，減低對蘋果業務的衝擊。

駐敍俄軍 連環擊落無人機
俄羅斯傳媒昨報道，駐守在敍利亞空軍基

地的俄軍防空部隊，日前擊落接近基地上空的
一批無人機。赫梅明空軍基地俄軍發言人指防
空系統於周二晚間，探測到一批不明小型飛行
物接近基地，俄軍防空炮火把目標全數摧毀。

台群眾反年改翻牆衝立院
為抗議台灣當局推行年金改革，有退休軍人

團體昨日上午包圍台立法院，下午突破警方防
線，部分人翻牆衝進立法院。大批示威者拆鐵
馬、圍欄當武器，與警員爆發衝突，混亂中造
成十名記者、八十四名警察受傷，逾六十名示
威者被捕。近六百人夜晚聚集在立法院外，部
分人在馬路上搭帳篷，揚言在立法院外過夜。

國台辦：軍演明確針對台獨
解放軍日前於台灣海峽舉行大型軍演，引發

外界關注，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表示，
軍演對「台獨」勢力傳達的訊息十分明確，如果
繼續恣意妄為，大陸將進一步採取行動。台官方
則回應稱，恫嚇無助兩岸和平及穩定。

兩美機飛近華 模擬射「戰斧」
解放軍近期頻在南海台海軍演之際，美國

空軍兩架B52戰略轟炸機，周二自關島起飛，
經巴士海峽飛抵東沙島東側附近折返，距廣東
最近處僅二百五十公里。有分析指，美軍或模
擬發射戰斧巡航導彈，以回應解放軍近期艦機
繞台動作。

4月29日 (星期日) 4月28日 (星期六) 4月27日 (星期五) 4月26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廿
六 

日 

至 

五 

月 

二 

日

歡度佳節共享美食
特別呈獻精選套餐

$358

賀
慈
宴

京式金皮鴨
蔥爆牛粒腰果

金巢爆炒花姿蝦球
蟹肉魚肚羹

美極豆仔雙龍蝦
貴妃走地雞

玉鮑鮑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干燒伊府麵

金粒瑤鬆海皇飯
芒果西米露

︵
足
十
位
用
︶

$468

敬
母
宴

富貴大併盤
爆炒玉帶花姿

金巢椒鹽珍珠蝦丸
竹笙蟹肉大生翅
薑蔥芋絲雙龍蝦

貴妃走地雞
鮑甫北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幸福伊府麵

臘味芋粒糯米飯
芒果西米露

︵
足
十
位
用
︶

$568

頌
孝
宴

豪門大併盤
XO醬桂花蚌花姿

百花釀蟹鉗
紅燒竹笙海皇翅

XO醬焗金瓜雙龍蝦
貴妃走地雞

鮑甫刺參北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紅燒伊府麵
魚翅鮑粒炒飯
芒果西米露

︵
足
十
位
用
︶

凡惠顧母親節十人套餐，可以特惠價$38（原價$68）

購買6月10日“校長駕到”半世紀金曲夜門券（每檯限購2張）

瓦煲雞鮑翅 $48.95溫馨四和菜
紅燒蟹肉大生翅
爆炒玉帶花姿
上湯龍蝦

金瑤扒豆苗
貴妃走地雞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168

歡聚六和菜
紅燒蟹肉大生翅
XO醬桂花蚌花姿
美極干蔥龍蝦
貴妃走地雞

玉鮑珍菌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228

一品海參煲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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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藥前須知 (Get started)

非處方(Over-The-Counter, OTC)藥為無需
醫生開處方即可購買的藥物。這並不表示OTC
藥物對人體無害。與處方藥一樣，如果OTC藥
物服用不當，則可能會危害兒童。

請務必仔細閱讀這類藥物的包裝說明。給
年幼的孩子服用 OTC 藥物之前，請向醫生或藥
劑師諮詢。

以下是給父母和其他看護人員的一些安全提示： 

• 不要給兒童服用成人專用藥物。 

• 務必按照標籤上的說明餵藥。藥物標籤
會告知您如何安全餵藥以及正確的劑量。標籤
也標有警告信息，告知您餵藥頻率，並有助於
您了解您的孩子服用此藥是否安全。 

• 查看標籤上列出的 “活性成分Ac t i ve 
Ingredients”。這些是藥物發揮功效的物質。如
果您餵的兩種藥物的活性成分相同或類似，則
您的孩子可能服用過量。

• 給您的孩子同時服用多種 OTC 藥物之前
，請向醫生或藥劑師諮詢。此外，了解給孩子
服用的藥物不能與哪些天然保健品、食物或飲
料同時進食。

• 給 6 個月大或更小的嬰兒服用退燒藥之
前，請向醫生諮詢。這可以確保年幼嬰兒發燒
並不是嚴重疾病的表現。嬰兒在注射疫苗之後
發燒屬於例外情形。

• 除非醫生叮囑，否則不要給任何 20 歲以下
的人士服用阿司匹林aspirin。阿司匹林會增加罹患
瑞氏綜合症Reye syndrome這種嚴重疾病的風險。 

• 由於孩子經常會模仿您的行為，所以不
要在孩子面前服藥。另外，絕不要將藥稱為“糖
果”，以達到讓孩子服藥的目的。

• 餵液體藥物時，應格外小心。嬰兒服藥的
劑量通常與兒童不同。此外，一些液體藥物的效力
更強（更濃）。務必閱讀標籤，給正確的劑量。

• 不要給 3 歲以下的兒童服用可咀嚼的藥
物。孩子長出臼齒後才可服用。

• 不要給孩子用出牙凝膠。加拿大牙科協
會 Canadian Dental Association, CDA 不建議您在嬰
兒的牙齦上使用出牙凝膠。凝膠可能導致嬰兒喉
嚨麻木，進而引發吞嚥問題。一些出牙凝膠含有
藥物benzocaine，可能對孩子身體造成傷害。

餵食正確劑量 (Giving the right amount)

• 務必遵照說明，按照孩子年齡和體重給
劑量。

• 餵藥時，使用藥物配置的餵藥工具，例
如滴管或計量杯。不要用勺子取代餵藥工具。
勺子大小可能不同。如果藥物沒有配置的餵藥
工具，請向藥劑師索取。

• 切勿增加劑量，即使您的孩子看似病情
比之前嚴重。 

• 在反復轉換acetaminophen和ibupro-
fen的劑量之前，請諮詢孩子的醫生。當您轉換
兩種藥物時，您的孩子可能會服用過量藥物。

安全存放藥物

 (Storing medicines safely)

• 將藥物存放在兒童看不見和拿不到的地
方。許多 OTC 藥物顏色鮮豔，有甜味，且可以
咀嚼。孩子可能誤將這些藥物視為糖果。

• 給藥物加上兒童防護瓶蓋。每次取藥後
擰緊，將蓋子鎖住。

• 不要購買或使用包裝帶有切口、撕痕、
密封破損或其他問題的藥物。在家檢查藥物，
確保顏色和氣味正常。 

• 每年至少檢查一次您的藥物儲備。向您
的藥劑師諮詢如何丟棄過期的藥物。

• 務必將藥物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
或標籤上註明的地方。

• 將所有藥物放在原有容器內。這樣可以
避免您意外用錯藥。

使用咳嗽和感冒藥

(Using cough and cold medicines)

研究表明，非處方咳嗽和感冒藥的效果不
佳。部分這些藥物如服用過量，可能導致問題
。這些藥物無法治愈感冒或咳嗽。另外，也不
能讓您的孩子快速好轉。

務必按照醫生指示使用這類藥物，並將其
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使用咳嗽和感冒藥時應小心謹慎。不要給 
6 歲以下的兒童服用這類藥物，因為它們不適
合這一年齡層的兒童，甚至可能造成傷害。對
於 6 歲及以上的兒童，請務必認真遵照所有說
明。確保您了解餵藥的劑量以及時間。另外，
請使用配置的餵藥工具（如有）。

• 不要餵抗組胺antihistamines給您的孩
子，比如diphenhydramine（例如Benadryl），
除非您之前已向醫生確認。感冒藥有時會使用
抗組胺antihistamines，所以應查看標籤上是否
含有此類成分。 

• 嘗試其他家庭治療方法（服用藥物除
外）。加濕器可以緩解呼吸道腫脹或咳嗽。熱
蜂蜜水或檸檬汁或茶有助於緩解乾咳。不要給 
1 歲以下的幼兒食用蜂蜜。

• 不要給您的孩子服用過多acetamino-
phen和ibuprofen。如果您給孩子餵退燒或止
痛藥（比如acetaminophen或ibuprofen），那
麼不要餵含有相同成分的感冒或流感藥物。您
的孩子服用的藥物可能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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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Link) 811。

最後更新時間：2016 年 8 月 9 日

來源：myhealth.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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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提示：給兒童服用非處方藥
(Quick Tips: Giving Over-the-Counter Medicines to Children)

卡爾加里華人攝影協會舉行成主兩周年聯歡
卡爾加里華人攝影協會於四月廿一日（星期六）晚上，假座卡城西北區

Ban� Trai l  Communit y  Center舉行成立兩周年聯歡聚餐，出席來會

員及好友約七十人。各來賓言談甚歡，更可互相交流攝影心得，場內

更展示多幅會員的精彩作品。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省政府認證專員

陳 桂 芳 Joyce Chan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翻譯及公證：

◆ 一切法律訴訟文件（民事、刑事、移民及司法事項）；◆ 駕駛執照、出生証、結婚証、離婚証或協議書，醫療診斷書；

◆ 學歷文件； ◆ 單身證明公證； ◆ 產權証；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誠聘 Thai Express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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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者請致電Amy預約見面

 

提供專業的房屋貸款建議:

所有房屋貸款需經過信貸審批。（全部內容以英文原文為準，中文譯本僅供參考）

Ming Chen
流动房贷顾问
403 875-1815
mingyi.chen@ci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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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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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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馬氏宗親會及金紫音樂社於四月廿八日（星期六）

晚上，假座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行新春敬老聯歡宴會，出

席嘉賓三百多人，場面非常熱鬧。特別嘉賓包括︰中國駐

卡城總領事館尹巨明副總領事、亞省省議員麥楷華先生  

（Ric McIver）、卡城市議員朱文祥先生、愛城馬氏宗親會

下屆新會長Gary Mah 聯同多位代表專程到賀；卡城余氏世

表數十位成員及卡城各大社團、機構代表等。

當晚司儀由馬佩君及李衛賢擔任，宴會開始先演奏加拿大

及中國國歌，隨即由馬氏宗親會馬琰富會長及金紫音樂社

甄振源社長先後致歡迎辭，隨後由尹巨明副總領事、麥楷

華省議員、朱文祥市議員及愛城馬氏宗親會下屆會長 Gary 
Mah 致賀辭，最後由兩位司儀代表致謝辭。席間娛興節目

豐富精彩，包括︰國樂演奏、大合唱、卡拉OK演唱、舞蹈

及幸運大抽獎等，各來賓皆盡興而返。

卡城馬氏宗親會暨金紫音樂社敬老新春聯歡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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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Airdrie Honda
Customer Driven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403.945.8808403.945.8808
2971 Main St. SW Airdrie2971 Main St. SW Airdrie

www.airdriehonda.cawww.airdriehonda.ca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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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卡城著名雜誌評選為最佳居住社區首五名。

由名建築商興建獨立豪華平房，共3300呎實

用面積。玄關14呎高樓底，主層實木地板，

豪裝廚房連花崗岩廚櫃檯面，光猛天窗，不

銹鋼廚具。豪華主人套房，設備齊全，另有

一大型睡房。土庫由原建築商裝修完成，另

備兩睡房及全廁，弧形樓梯氣派非凡，特大

雙車房，位於幽靜內街。

西南 Signal Hills

$8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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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藝術班T2108 (初級,中級及青少年班)

中國剪紙係用於裝點生活同慶祝民俗活動的民間藝術，
源遠流長，係中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以其獨特的造型手法構造出豐富的視覺形象。
時間:  星期六 12:30 pm–1:30 pm    (May 5 – Jun 23/2018) 
導師:  趙仁生老師

加拿大紅十字會
標準急救証書課程(Level C) (廣東話授課)

課程包括: AED心臟除顫機 及CPR心肺復甦法訓練
時間:   两個星期六
  9:30am–5:30pm    (May 12 & May 19, 2018)
導師:   Amy Poon老師

以下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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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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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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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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Raymond Li

403-291-1444
Finance Manager

Robert  Qiu

403-708-3911
Product Advisor

Charlie Vo

403-803-6888
Senior Product Advisor

Robert Cheung

403-667-7618
Product Advisor

#/£ Limited time lease o�er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Weekly lease o�er applies to a new 2018 CR-V LX-AWD, model RW2H2JES for a 60-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260 payments of $85 leased at 2.99% APR. 100,000 kilometre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appli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2,100. Lease obligation includes freight and PDI of $1,795, Federal air conditioning charge, tire levy and other applicable fees except PPSA lien registration fee of $10.76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s fee of $5.25, which are both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No down-payment required. Taxes, license, insurance and registration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for less. #/£ O�ers valid from April 3, 2018 through April 30, 2018 at participating Honda retailers. O�ers valid only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Honda Dealers of Alberta locations. Weekly leasing 
available on terms of 36 months or greater. O�er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ers only valid on new in-stock 2018 vehicles. While quantities last.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Visit HondaAlberta.ca or your Alberta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None of the 
features described are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driver’s responsibility to exercise due care while driving. Drivers should not use handheld devices or operate certain vehicle features unless it is safe and legal to do so. Some features have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For additional feature information, 
limitations and restrictions, please visit www.honda.ca/disclaimers or refer to the vehicle’s owner’s manual. NO PURCHASE NECESSARY. Open to age of majority residents of Alberta, Saskatchewan and Manitoba. Enter when you purchase, lease or �nance a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Honda model from an authorized Honda Dealer in Alberta, Saskatchewan or Manitoba between March 1/18 (7:00 a.m. MT) and May 31/18 (8:59:59 p.m. MT). One prize available consisting of a cheque in the amount of the selling price (inclusive of applicable fees and taxes) of the eligible 
vehicle. Skill-testing question required. Odds depend on number of eligible entries. Full rules (including no purchase entry and prizing details) at HondaAlberta.ca.

#

@ %£

CR-V LX - AWD

85 2.99
LEASE FROM APR DOWN PAYMENT

0
WEEKLY FOR 60 MONTHS
SELLING PRICE $32,012 (INCLUDES FREIGHT & FEES)

MODEL SHOWN: CR-V TOURINGMODEL SHOWN: CR-V TOURINGCR-V LX - AWD

#

@ %£85 2.99
LEASE FROM APR DOWN PAYMENT

0
WEEKLY FOR 60 MONTHS
SELLING PRICE $32,012 (INCLUDES FREIGHT & FEES)

渦輪增壓引擎
190匹強勁馬力

Honda Sensing™

包括
車道保持輔助系統

安全技術*

實時四輪驅動
連同智能控制系統

Real Time AWD™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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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403-253-1333
Service Coordinator

Tony S Wong

403-253-1333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營 業 部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403-809-1318

Sales Consultant

國
、
粵
、
英
語

J M Wong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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