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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PM
至
10:00PM

星期一至六

699Ѹ

$

9:00AM - 11:00AM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1599Ѹ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星期一/二 Қᅘ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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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2499Ѹ

$

1999Ѹ
$
2699Ѹ
$
3899Ѹ
$
2499Ѹ
$

加拿大稅 務 局 C R A多 種 方 法

嚴查倒 賣 房 產 的 人 ！
據環球郵報報道，隨著最近宣布超過1億
元的新稅務重新評估，顯然聯邦政府仍然對
在多倫多和溫哥華抓房地產倒賣者感興趣。
一些稅務專業人士和房地產業內人士認
為，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因為加拿大稅務局
的目標是房地產市場上有些人可能多年來一
直在欺騙稅務局。
加拿大人因逃稅被定罪或被送入監獄的
情況極為罕見：例如加拿大每年大約有2900
萬人報稅，在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間
有37宗定罪; 比例大約是0.0001％。
上周，CRA發布了一個新聞稿，總結了最
近的執法工作。自2015年以來，已發現與房
地產相關的額外稅收5.92億元，僅在最近一
年就重新評估了1.026億元，並對虛假申報罰
款達1,920萬元（自2015年以來已征收4,370
萬元罰款）。
政府現在每年都會審查約1萬個與房地產
相關的案件，並且找到騙稅的人需要時間：
審核稅務可以在遞交申請之後長達四年的時
間裏審查。

過去幾年來，大多倫多地區和卑詩省低陸平
原地區的經濟因素，房產價格快速上漲，進一步
增加了房地產行業稅收違規的風險。在以前執法
不嚴的時代，一些公寓和獨立屋倒賣能夠讓一人
擁有多個物業並在沒有報稅的情況下出售。現在
，CRA有一些很強大的手段嚴格執法。
CRA可以跟蹤土地登記和其他數據來源，找到沒
有記錄或報稅不足的可疑交易，然後提交重新評
估。如果有爭議，CRA可以迫使開發商、公用事
業、銀行和電信提供商交出有關被懷疑房屋的數
據。
“除非你證明自己無辜，否則你就有罪; 這就
是CRA工作的模式，“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KPMG）駐加拿大分支機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兼
稅務師Justin Kutyan表示。
如果你幾乎不出現在公寓，從來沒有刷過卡
，不買水電，你的郵件也沒有轉發到那裏，
Rogers把你的名字列在另一間房子上。這些都
能說明問題。
CRA目前關注的問題是不正當申請新的或大
幅翻新住宅的GST回扣。盡管最高抵扣是24,000

元，但祗適用於自住物業。偽造這點可能成
為從事其他活動的線索。
這些24000元的消費稅退稅對政府來說就
是皮毛，但一旦查證起來，都會成為線索和
契機，重新評估這些倒賣房產的稅收狀況。
大多數房主知道，如果他們在一年內出售
新購買的主要住宅，收益的50％要交稅。
但是，如果CRA發現業主是一個習慣性的
房產倒賣者，他們不住在那裏，並且以買賣
房子為職業，他們會將這些收益評估為營業
收入，並將稅率提高到房產收益的100％。
更何況，如果納稅申報不正確，政府可以
指定處罰措施——利息為每月複利——一直
追溯最開始錯誤申報的時間。
這就是為什麼Kutyan先生看到更多的房
產倒賣者向他諮詢法律建議和要求代理。
他對倒賣房產人士的建議是提前計劃和預
算付稅。“什麼意思呢？就是可以適當獲利
，但不可太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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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6月升息幾成定局 美債收益率曲線趨平再成焦點
彭博稱，美國收益率曲線的型態可能是本週固定收益市
場最令人興奮的題材之一。收益率曲線趨平走勢幾個月
來主導美債市場，在5月中旬暫停後，如今捲土重來。
上週2年期和10年期公債收益率差一度縮小到只有40個
基點，為2007年以來最小，交易員重建對美聯儲2018
年升息的押注。本週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經濟數據或債
券標售，也沒有美聯儲官員要發表演說，在市場普遍預
期6月13日篤定升息後，交易員可以專注於美聯儲的升
息路徑。這表示再度流行的扁平化交易可能會持續下去
。問題在於，對有些分析師來說，收益率曲線已接近可
能令決策官員擔憂的水平，因為從曆史經驗來看，收益
率曲線反轉向來是可靠的經濟衰退指標。
BMO資本市場的利率策略師Aaron Kohli說：「扁平化

交易已成鼎沸之勢。」投資人「認為聯儲不會在收益率
差為零的時候才會有反應，而是在接近零的時候就會有
反應，同時也在思考市場人士何時才會真的開始心驚膽
顫，因為距離反轉只有一步之遙。」對Kohli而言，收
益率差在40個基點左右是重要觀察區域，因為這個支
撐位，4月以來三次守住。Kohli和另一位BMO策略師
Ian Lyngen在上週五的報告指出，如果跌破該支撐，下
看20個基點。
這對分析師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在上週五就業市場報告
公佈前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客戶表示約20個基點的
位置會令美聯儲擔憂。上個月，有些官員表示對於收益
率曲線邁向反轉感到擔憂。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行長
Raphael Bostic說：「阻止此事發生是我的職責。」

微軟收購代碼託管平台GitHub已成定局
據彭博社報導稱，微軟與代碼託管平台Github已達成協議
，後者被收購已成定局，。據瞭解，GitHub是一個面向
開源及私有軟件項目的託管平台，於2008年4月10日正式
上線。因為只支持git作為唯一的版本庫格式進行託管，
故名gitHub。另外，除了git代碼倉庫託管及基本的Web管
理界面以外，GitHub還提供了訂閱、討論組、文本渲染
、在線文件編輯器、協作圖譜（報表）、代碼片段分享
（Gist）等功能。目前，其註冊用戶已經超過350萬，託
管版本數量也是非常之多，其中不乏知名開源項目 Ruby
on Rails、jQuery、python等。
據報導稱，在2015年完成新一輪融資後，GitHub的估值
為20億美元。但基於去年該公司的最新估值，該公司的
收購價格可能高達50億美元。據GitHub稱，該公司的年

訂 閱 服 務 收 入 超 過 2億 美 元 ， 這 包 括 企 業 用 戶 為 使 用
GitHub企業級軟件支付的1.1億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微
軟多年來一直在進行關於購買GitHub的談判，微軟曾在
2016年計劃收購GitHub，但微軟也曾表示，該價格（收
購成本）太高。目前，據彭博社報導稱，微軟與代碼託
管平台Github已達成協議，後者被收購已成定局，並可能
在明天公佈這一交易。
外媒表示，GitHub提供的工具對於軟件開發者來說十分
重要，開發者們用GitHub來存放代碼、記錄版本更新、
並討論項目問題。有報導稱，與GitHub進行合作能幫助
微軟和開發者建立更多的聯繫，並促使開發者為包括雲
平台Azure Cloud在內的多個微軟平台開發應用。同時，
微軟還可以利用GitHub上的數據來提升其人工智能產品。

Sharp據報斥50億日圓 併購東芝PC業務
外電報道，日本家電巨企Sharp將收購東芝（Toshiba）
旗下的個人電腦（PC）業務，作價50億日圓，交易最
快於本周內落實。
日本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道，Sharp於交易後將取得東
芝全資子公司Toshiba Client Solutions的過半股權，東
芝則將維持少量持股，該公司主要使用「Dynabook」
品牌發售個人電腦。Sharp曾於2010年退出PC業務，惟

集團自2016年獲郭台銘旗下鴻海收購後積極擴張，是
次併購意味Sharp將重返PC市場，有望配合母公司鴻海
於零件生產及代工方面的優勢。
東芝近年業績表現不佳，單是PC業務去年已蝕逾96億
日圓。東芝為重整業務，近日積極尋求拆售部分虧損部
門，包括於去年11月向內地家電商海信電器出售電視
業務。

豬 肉味
雞肉味

海燕牌糯米

通菜(青/白)

短紹菜

黃大樹菠蘿

亞來地牌椰奶
(甜品用)

媽媽牌即食麵

特級基拿蘋果

妃子芙荔枝

3 28

Lychee (Trai Vai)

/lb

甜木瓜

大甜橙

韭菜

金針菇

番茄連藤

日本南瓜

椰菜花

海燕牌米粉

廟牌越南米紙

李錦記海鮮醬

禧福牌
維也納香腸

雞嘜
去衣開邊綠豆

生猛馬尼拉蜆

原箱
$1.09/磅

豬元蹄連腳

新鮮特級牛腱

小背脊牛排
（原袋）

新鮮
特級小雞腿

原箱
$13.99/隻

叉燒肉

2

Pork Shoulder

02

69/lb

山水農場
龍崗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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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製造業PMI七個月最高
國家統計局公布，五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
51.9，為一七年十月以來最高，勝市場預期的51.3，亦較
四月51.4攀升。因PMI數值處於50以上，意味內地製造業
仍在擴張，利好整體經濟前景。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
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五月PMI數據顯示供應及需求兩邊
強勁；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進出口指數均回升；受市
場需求回升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價格指
數明顯上升。
值得留意的是，五月數據反映資金緊張的企業比重達
40.1%，為連續三個月上揚，意味金融機構的融資力度仍
需進一步加強。同時反映原材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高的企

業比重持續逾四成，成本壓力較大仍是企業生產經營的主
要問題之一。除製造業PMI外，內地亦公布五月服務業PMI
達54.9，較四月54.8進一步上升，反映內地由製造業主導
經濟，轉型至服務及消費型經濟進展理想。
有分析員指，在內地主力控制信貸及去槓桿下，市場原先
普遍預期要犧牲部分經濟增長，但如今公布的PMI數據表
現不俗，意味着經濟放緩的壓力未必如估計般大，五月數
據亦反映中美縱使在貿易上有衝突，但暫時未見有實質影
響。不過，美國六月十五日公布對中國採取總值500億美
元的25%進口關稅最後清單，以及六月底披露中國企業收
購美國科技投資限制，或會影響中國PMI數據表現。

美多方人士警告：鋼鋁關稅將損害美國與盟友關係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美國從6月1日開始對歐盟、加拿
大和墨西哥的鋼鋁產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此舉
遭到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迅速反對，各方紛紛表態將
對美國鋼鋁關稅採取報復行動。美國凱托學會貿易政策分
析師西蒙・萊斯特告訴新華社記者，美國鋼鋁關稅將令更
新北美自貿協定談判更加困難，並損害歐美貿易關係。他
認為，由於世貿組織訴訟通常要花費很長時間，歐盟、加
拿大和墨西哥都會迅速對美國鋼鋁關稅採取反製措施。
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愛德華・奧爾登對記者表示，鋼
鋁關稅措施將破壞美國與盟友之間的貿易合作。美國與加

拿大、墨西哥可能會繼續進行更新北美自貿協定的談判，
但鋼鋁關稅將損害三方達成新貿易協定的前景。他警告，
如果特朗普政府對進口汽車的國家安全調查導致進一步加
征關稅，美國與盟友之間的貿易衝突將劇烈升級。
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凱文・佈雷迪當天發表聲
明，批評鋼鋁關稅將損害美國就業以及美國對歐盟、加拿
大和墨西哥等重要貿易夥伴的出口。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共
和黨參議員本・薩斯當天也在聲明中指責鋼鋁關稅是「愚
蠢」的做法，並警告貿易保護主義是造成上世紀30年代美
國「大蕭條」的重要原因，朗普政府不應重蹈覆轍。

莫斯科將成為菜鳥全球五大物流樞紐城市之一
2018全球智慧物流峰會5月31日在杭州舉行。本次峰會
的主題是「新物流時代」，包括世界銀行集團、阿里巴
巴、菜鳥、雀巢、「通達系」快遞公司在內物流企業高
管、行業研究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等數千人出席並進行
交流。據峰會官網消息，菜鳥宣佈了一項未來將在全球
多地建立世界級物流樞紐的計劃，首批納入考慮的地點
是杭州、吉隆坡、杜拜、莫斯科、列日等五大城市，將
為東南亞、西歐、俄羅斯等地帶來物流大提速。
據報導，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峰會上表示，
菜鳥將全力以赴建設國家智能物流骨幹網，將由兩部分
組成：一部分是在中國打造24小時必達的網絡，另外一

數量有限

張網絡，是沿「一帶一路」並在全球實現72小時必達。
杭州作為中國跨境物流重鎮，將成為首批5個全球物流樞
紐中中國跨境電商政策的試驗田。今年3月，菜鳥開通了
杭州―莫斯科的電商專屬洲際航線，中小企業第一次擁有
確定性的洲際航運線路。
據介紹，不同於一般物流基地，世界級的物流樞紐將發
揮地緣與技術優勢，服務全球主要市場，打造全球端到
端的供應鏈解決方案。菜鳥將在上述城市採取與合作夥
伴共建或租賃運營等方式，推進樞紐建設。據悉，截止
2018年初，菜鳥已在英國、西班牙、馬來西亞等6個國
家的數十個重點城市率先實現了五日送達，且送達穩定

性超過了98%。菜鳥表示，未來將在開設首批5大全球樞
紐的基礎上開設更多的全球性節點，推動物流網絡更加
智能高效，由現在重點城市的5日達，向全球72小時達邁
進。據瞭解，俄羅斯是中國電商出口量最大的目的地之
一，僅菜鳥平台每月貨物就達1000多噸，需要裝20多架
飛機，而中國消費者每年網購俄羅斯的商品也超過4762
萬美元。
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專注於物流網絡
的平台服務。通過大數據、智能技術和高效協同，菜鳥
與合作夥伴一起搭建全球性物流網絡，提高物流效率。

數量有限

辣味
甜味

新鮮排骨 (原袋)
[聖露易斯切法]

三象牌粘米粉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紐約牛扒 (原袋)

UFC牌
菲律賓
甜意粉醬

亞來地牌
嫩菠蘿蜜

AAA牌
有頭老虎蝦

幸福牌乾糉葉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幸福牌
精選花菇

越印牌五香粉

朱古力

士多啤梨

椰 奶杏 仁

荔枝芒果
多款口味

士多啤梨

壽星公煉奶

美味牌布甸粉

金麒麟牌
三合一即溶
奶茶/咖啡/麥皮

幸福牌
巴沙魚扒

海燕牌鰤魚

幸福比內牌
小竹莢魚

幸福比內牌
竹莢魚

阿美嘉牌
去頭白蝦

三魚牌魷魚筒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AA-1牌
紐西蘭
半殼青口

海燕牌
雜錦蒸點心

海燕牌
鮮蝦燒賣

新東食品
新鮮潮州粿條

海燕牌鹼水粽

斑蘭椰奶

莎基歌牌
果汁飲品

可爾必思
迷你飲品

Julie`s
威化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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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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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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專業的房屋貸款建議:
204A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0B6 Tel: 403-265-6758 Fax: 403-265-6757

Public Notice - 通 告
耆英夏令免費一日遊

Ming Chen

Calgary to Banff and Lake Louise One-Day Seniors’ Fre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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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日期︰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六）
．Travel Date: July 14, 2018 (Saturday)
．目的地︰卡城 – 班芙國家公園 – 路易斯湖
．Destination: Calgary – Banff National Park – Lake Lo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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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時間及地點︰早上七時十五分於唐人街中央街橋旁(116-2 Ave SE)停車場
．Meeting Place: 116-2 Ave SE Bridge Side Parking Lot (Chinatown) @7:15AM
．旅遊巴士到達時間 (Bus Arrival)︰@ 7:15AM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啟程 (Departure)︰@ 7:45AM
．回程卡城 (Return to YYC)︰@ 5:00PM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Welcome seniors’ 60 years old and over to participate, limited seating,
first come first serve, while quantity last.
歡迎耆英60歲或以上健康人士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卡城越南聯誼會第十五屆理事會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翻譯及公證：

謹啟

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
04

Joyce Chan

陳 桂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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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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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名譽顧問
創會元老
李國球先生百歲壽辰之慶

福海朗照千秋月
壽域光涵萬里天

卡城客屬祟正會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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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耿章 師傅獲加拿大武術聯合會頒發武術 家 成 就 獎
蔡千 惠， 蔡 佳 輝 安 省 以 外 唯 一 代 表 入 選 國家青年隊隊員
加拿大全國武術錦標賽暨加拿大國家隊
選拔賽，於5月19，20日於多倫多萬錦市泛美
運動中心舉行，來自全國各城市的200名運動
員參加角逐，比賽選出A，B，C三個年齡組各
兩男兩女共12名青少年國家武術隊隊員。卡
城太極武術院派出23名運動員參加國家青年
隊選拔賽和國家太極拳隊選拔賽，一共獲得
24面金牌，蔡千惠，蔡佳輝以A組，C組第一
名入選國家青年隊。其餘十名入選的國家隊
隊員全部來自安省。將代表加拿大參加7月在巴西舉行的第7屆世界
青少年武術錦標賽，比賽同時選出16名國家太極拳隊隊員，卡城太
極武術院派三人參加，其中張耀中，Jushua yee入選國家太極拳隊
競賽相目。他兩人會代表加拿大參加保加利亞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太
極拳錦標賽。
20日晚加拿大武術聯合會舉辦2018年加拿大武術家成就獎頒
獎 典 禮 。400人出席，蔡耿章師傅獲頒發武術家成就獎。新出爐的
國家青年隊也參加表演。
5月26日，27日第39屆加美國際武術錦標賽於溫哥華奧林匹克
中心舉行，800名運動員參加各項目的比賽，蔡耿章卡城太極武術
院派出50多名運動員參加長拳，刀，槍，劍，棍的比賽，共獲75
面 獎 牌 ，一個全場總冠軍，蔡耿章師傅獲最受支持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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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卡加利賽區24名歌手初賽晉級
2018年「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卡加利賽區選拔賽初賽經於
6月3日﹙星期日﹚在市中心Lips卡拉OK舉行，比賽中的每一位選手皆表現非常出
色，也都體現出了很高的水準，讓評委們難以決定高低。40多位選手們或是有著渾
厚的嗓音，或是有著爆發般的舞臺表現，有些具備精巧的構思與獨特的創意，在初
審中都能發揮其實力脫穎而出﹗經過一番精彩表現及激烈角逐後，24位初賽晉級名
單如下︰
廖彥芊 、李安琪、王雨蒙、盧泉佳、何子琳、李珦、王豔屏、王忠良、 張瑞紅、
黃志明、 黃楚茵、 樂欣鳴、 朱學君、 蔡燕玲、 龔文擇、 余洪全、 杜奕佳、 吳月
月、 莊浩晨、 宿璐瑤、 林藝、 黃偉霖、 周家寶、 余淑晨
希望各位晉級選手在複賽能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2018「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評委名單：
方昳老師
畢業于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 獲得中央音樂學院
聲歌系聲樂表演碩士學位，師從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葉佩英副
教授。 來到加拿大後，獲得卡加利大學音樂系聲樂表演碩
士學位，師從著名聲樂教授Donald Bell。 曾在Calgary
Irene Besse Academy擔任聲樂教師。 在中國和加拿大有
多年舞臺演出經驗和聲樂教學經驗。

複賽時間：6月15日(週五，具體時間另行通知)
地點：市中心圖書館 John Dutton劇場
購票電話： 4038916973

吳維老師
畢業于美國弗吉尼亞州瑞德福大學（RADFORD UNIVERSITY），獲音樂教育專業理學碩士研究生學位。 美國音樂
教育家協會會員。 留美期間擔任瑞德福大學音樂系合唱團
鋼琴伴奏師，曾與美國弗吉尼亞州Roanoke交響樂團合作
演出威爾弟的《安魂曲》並擔任合唱團鋼琴伴奏，曾被評為
美國大學社會科學全國性榮譽學生。

吳儀老師
卡城著名歌唱家、聲樂教師。 籍貫江蘇省蘇州，自幼便熱
愛音樂。 10歲開始師從上海音樂學院著名教授，並多次獲
得國家級聲樂比賽金獎。 17歲考入中國上海武警總隊軍樂
團成為專業獨唱演員。 於2001年來到卡爾加里後，仍不忘
對音樂的追求，用音樂來回饋社會以及社團，不斷完善充實
自己。

歐陽兆君老師
卡城著名華人歌手兼金牌司儀。 5歲便開始學習鋼琴，並在
19歲考過鋼琴十級，現于皇家山音樂學院進修聲樂演繹課
程。 14歲變開始登臺唱歌、表演，並在多種聲樂比賽中獲
得優異的成績，尤其是曾獲得加拿大偶像（Canadian Idol
）全國100強。 2016、2017年擔任中國新歌聲加拿大亞省
分賽區評委。

李自維老師
亞省卡城華裔歌手 ,熱心公益活動及歌唱演出，擔任多個大
型秀司儀及演出，如亞省龍舟節，新秀歌唱大賽，亞省好聲
音等。 為了進一步考驗自己，他亦參加過美國及加拿大多
個城市華人電視臺舉辦的大型歌唱比賽，成績優異，多次奪
冠！ 2017年擔任中國新歌聲加拿大亞省分賽區評委。

李衛賢老師
亞省卡城華裔歌手、教師、主持人。 亞省中文學校歌唱導
師，卡城龍珠會歌唱老師，曾多次擔任新秀歌唱大賽評委。
其學生更是多次在各種歌唱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邵彬宇老師
卡城新秀歌手、主持人。 憑其渾厚磁實的聲線在2017年獲
得中國新歌聲加拿大亞省分賽區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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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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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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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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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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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1,000

高達 $
特別獎賞優惠

購車借貸
利率優惠

指定型號全新萬事得汽車
MX-5車型可獲$1,000特別獎賞優惠

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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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17,221 起，稅項另計。

必定順牙醫診所

首期

及

利率

借貸每星期供款由
每星期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22,816 起，稅項另計。

首期

及

利率

84 個月分期，借貸售價由 $38,421 起，稅項另計。

（全科牙醫）

113 - 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由華埠乘坐3號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275-4000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專業醫生團隊
Dr. Lai
黎柱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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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黃順欣醫生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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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歡聚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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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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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費獲贈菠蘿

1.48/ea
西芹

Fresh Celery

2.98/ea
特大椰菜花

Jumbo Cauliflower

1.98/ea
2lb Peeled Carrots

去皮紅蘿蔔

1.68/lb

0.98

油桃

Yellow Nectarines

Local Tomatoes On The Vine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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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36 S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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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羅馬生菜芯

Romaine Hearts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1.98/ea

32 Ave NE

番茄連籐

本周特價
6月7日－6月13日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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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6月6日 (星期三)

二零一八年

五 月 卅一 日 至 六 月 六 日

特金會重點協商 終戰宣言擬註明互不侵犯
下周二在新加坡舉行的「特金會」，或結
束朝鮮半島長達六十八年的戰爭狀態。南韓
傳媒指，總統文在寅計劃美韓朝簽署的終戰
宣言，加入互不侵犯的承諾，對北韓提供安
全保障。中國官媒隨即強調，宣言欠缺參戰
方中國的參與形同無效，並可隨時推翻。
白宮確認6.12早上9時峰會
美朝星三國繼續籌備「特金會」，新加坡
政府周二宣布，繼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帶範圍
後，當地著名旅遊地點聖淘沙島劃設為第二
個「特別活動區」，早前有傳美朝領袖將入
住島上一間酒店並會晤。白宮至今只確認峰
會下周二早上九時舉行。
國航復辦北京飛平壤
北韓領袖金正恩兩度訪華後，中朝關係大
為改善。南韓傳媒報道，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下稱國航）周三起，恢復北京至平壤的航
班，而北韓高麗航空公司由平壤至上海浦東的
航班亦復航，這有助加強中朝的民間交流。
伊朗擬增煉濃縮鈾 以總理斥旨在開戰
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後，以色列與伊朗
的關係日漸緊張。伊朗原子能組織通知國際
原子能機構（IAEA），計劃在不違反核協議
的情況下，增加提煉濃縮鈾的能力。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批評，伊朗此舉旨在生產核
彈、摧毀以色列。
美擬派軍艦巡台灣海峽華籲慎重
中美貿易糾紛未解，台海又起風波。美國
官員透露，由於近期解放軍不斷對台軍事施
壓，美軍正考慮派出戰艦通過台灣海峽。分
析指，此舉可能被視為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台
灣的支持，料會引起中國強烈反彈。中國大
陸外交部昨呼籲美方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以
免損害中美關係。
澳航擬列台入中國地區 澳外長關注
畢曉普在聲明中指，私人企業在一般商業
運作上應可自由決定，不應該受到各國政府
的政治壓力。但她又補充，澳航如何更改其
網站資料，屬於公司內部事務。據悉，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周一在澳洲悉尼召開年會。澳
航行政總裁喬伊斯是在會上透露，計劃遵循
北京的要求，更改公司網站上的台灣名稱。
美情報局前官員 當華諜受審
中美諜戰風雲再起，美國一名前國防情
報局人員涉嫌為中國做間諜，企圖將國防資
料外洩，收受八十萬美元酬勞，被控十五項
罪名，周一在西雅圖提堂。聯邦檢察官起訴
書顯示，來自猶他州的五十八歲男子漢森
（Ron Rockwell Hansen）為退役陸軍官
兵。操流利普通話及俄語的他，於二○○六
年獲國防情報局僱用為民事情報案官員，獲
得接觸高度機密資料的權限。

憂欠華債 緬甸再評估建港口
英國媒體報道，中國在緬甸參與投資及建
造的皎漂深水港項目面臨變數。緬甸政府憂慮
項目造價太過昂貴，一旦緬甸無法償還債務，
深水港或會被中國控制，故正重新評估項目。
台漢光軍演 甩部件燒山
台軍漢光演習繼周一發生F16戰機機毀人
亡後，昨再次出現失誤。軍方於屏東九鵬基
地，在總統蔡英文面前演示精準武器實彈射
擊，期間靶機發射後部件燃燒脫落，更引燃
附近山坡，冒出濃濃白煙。台國防部對此辯
稱是「正常情況」。
台F16墜毀 發現更多殘骸
台灣空軍少校吳彥霆駕駛的F16戰機，前
日在基隆與新北交界山區失事，軍方當晚證
實吳已殉職，搜救人員昨再發現人體殘骸及
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器。
旅巴渥太華撞岩石1死35傷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輛載有一批中國遊客的
旅遊巴，周一下午途經渥太華以南的401公
路期間，失事「自炒」撞向路邊岩石，造成
至少一死三十五人傷，其中一人危殆，三人
傷勢嚴重，肇因待查。據中國駐多倫多總領
館稱，肇事旅遊巴上的中國遊客主要來自上
海、江蘇及浙江等地。多名傷者受訪稱，懷
疑司機「瞌眼瞓」肇禍。
冰雹擊毀機鼻 美航急降德州
美國航空公司一架內陸客機周日飛行途
中，駕駛艙玻璃及機鼻遭冰雹擊中，嚴重損
毀，被迫在德州艾爾帕索國際機場緊急降
落。部分乘客一度嘔吐大作，暫未有受傷報
告，乘客數小時後乘搭另一航班繼續行程。
希思路擴建第三跑 英內閣通過
英國倫敦希思路機場擴建第三跑道的方
案，經過政府逾二十年的討論，內閣周二通
過了該方案，並將於下月初交由國會表決。
由於外相約翰遜等保守黨人可能倒戈，計劃
須取得在野工黨支持才有望通過。
斯諾登無悔踢爆監控 喚醒大眾關注
美國「走佬特工」斯諾登日前表示，不
後悔五年前洩露美國政府大規模秘密監控民
眾，又稱事件喚醒大眾關注、成功帶來改
變。斯諾登於二○一三年帶同大量機密文件
到香港，向英國《衞報》洩露華府監聽民眾
的「稜鏡計劃」。
文仁王子夏威夷悼二戰死者
今年是日本人移居美國夏威夷一百五十周
年紀念，日皇明仁次子文仁王子及紀子王妃抵
達當地訪問。兩人於周一在印太司令部司令戴
維森的陪同下，向檀香山的太平洋國家紀念公
墓獻上花圈，悼念二戰死者。其後，兩人向遭
美軍潛艇撞沉的愛媛丸死難者致哀。

6月5日 (星期二)

6月4日 (星期一)

特金會前北韓撤三軍頭
北韓於下周二「特金會」前夕，據報接連
撤換人民軍三名掌握實權的高層，包括職位
等同防長的北韓人民武力相朴永植。日本傳
媒稱相信這是北韓領袖金正恩為日後棄核裁
軍做準備，而北韓官方至今已證實其中一個
人事變動。
美：補償平壤應中日韓負責
「特金會」將於下周二在新加坡舉行，當
地政府已經劃設「特別活動區」做準備。有
消息指南韓總統文在寅或前往當地，與美朝
舉行三方會談，共同宣布結束韓戰及敵對狀
態。對於北韓棄核的經濟補償，美國總統特
朗普認為應由中日韓負責。
通俄案 朱利安尼：特朗普無意特赦自己
美國傳媒日前披露總統特朗普的律師團
隊，曾經向通俄案特別檢察官米勒寄出信
件，暗示特朗普有權終止調查或自我赦免。
特朗普律師團隊成員、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
周日表示，特朗普無意特赦自己，否則面對
嚴重政治後果，或即時招致彈劾。
俄艦隊訪越南金蘭灣
俄羅斯海軍編隊周日抵達越南金蘭灣進行
訪問。到訪艦隻包括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維
諾格拉多夫海軍上將號兩艘大型反潛艦，以及
彼群加號補給艦，均隸屬俄太平洋艦隊。
森友風波 麻生棄薪換留任
日本財務省早前被指修改日本右翼辦學團
體「森友學園」低價買地的文件，當局近日
已完成內部調查，二十名財務省的職員將會
受罰。財相麻生太郎只以歸還一年的薪金換
取留任，勢觸發外界對政府的不滿。
台漢光軍演又出事F16墜山機師亡
台灣軍方為期五日的漢光34號實兵實彈軍
事演習昨日登場，海陸空軍盡出，其中一個重
點項目是中部清泉崗機場模擬反制解放軍空降
操演，惟軍演首日即遭橫禍。台空軍花蓮基地
一架參演的F16戰機，當日下午飛往東北部空
域途中失蹤，軍方及搜救人員之後在基隆山區
發現部分機體殘骸及疑似機師遺體屍塊，證實
戰機已撞山墜毀，機師已殉職。
解放軍運9繞台偵察 台軍緊張 全程監控
台灣軍方昨日舉行漢光34號軍演，大陸解
放軍隨即派出一架運9型電子偵察機繞台飛
行，疑似搜集台軍演情報及電子訊息，引發
台軍方高度緊張，全程監控。
美卿籲公開六四真相 京提嚴正交涉
周一是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北京天安
門廣場於清晨如常舉行升旗儀式，大批民眾
到場觀看，保安未見明顯加強。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公開事件真
相。中國外交部反斥美方「無端指摘」，已
提出嚴正交涉。

沒聯合聲明 沒後續安排 中美談判 冷淡收場
中美第三輪貿易磋商周日冷淡收場，沒
有任何協議或突破，沒有發表聯合聲明，雙
方也未透露會否有下一輪磋商。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率團出席談判時，只以「會談氣氛友
好且坦誠」回應，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在
Twitter發文強調，中美貿易戰不容有失。會
後中方單方面發表聲明稱談判有具體進展，
但同時警告若美方出台加徵關稅等貿易制裁
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
生效。
美澳日擬設行動指南 圖南海制華
為期三日的新加坡亞洲安全會議（又稱「
香格里拉對話會」）周日閉幕。據日本傳媒
報道，日本防衞大臣小野寺五典前日與美國
國防部長馬蒂斯、澳洲國防部長佩恩，舉行
了三方會談，針對中國在南海的海洋活動表
現活躍，決定制訂有關維持海洋秩序的行動
指南「戰略行動議程」。
印度成功試射可攜核導彈 震懾中國
印度在當地時間昨晨九時許，成功試射一
枚可攜帶核彈頭的烈火5（Agni-V）洲際彈
道導彈。該導彈射程據稱達五千公里，是印
度射程最遠的核導彈，可覆蓋中國北部。分
析指，試射目的旨在震懾中國。
在柬華企 被指擴展勢力操控傳媒
柬埔寨即將於七月舉行大選，有西方傳媒
指控，有中國背景的公司不斷在當地擴展勢
力，令本來推崇新聞自由的柬國傳媒逐漸走
向專制模式，協助強人總理洪森鞏固權力。
細菌戰基地 日513部隊現形
日軍侵華期間曾多次發動細菌戰，最惡名
昭彰的細菌戰部隊當屬「731部隊」，近日
再添一支秘密部隊。據內地官媒報道，日本
民間團體「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發現
除了「731部隊」、屬「關東軍100部隊」等
外，原來還有鮮為人知的「513部隊」。該
部隊設在吉林長春，當年進行動物細菌實驗
和培訓。
美防長：朝不棄核不放寬制裁
美國防長馬蒂斯周日重申，北韓採取可驗
證及不可逆轉的無核化措施前，華府不會放
寬對朝制裁，形容與盟友加強軍事合作是維
護和平的最佳方法，將以軍事實力作外交談
判的後盾。北韓則譴責南韓參加美國軍演，
違反《板門店宣言》。
特朗普律師揭密函游說米勒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受通俄醜聞困擾，《
紐約時報》上周六披露，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曾於今年初，秘密向調查通俄案的特別檢察
官米勒寄出長達二十頁的信件，指憲法賦予
總統終止聯邦政府部門調查的權力，因此特
朗普不可能妨礙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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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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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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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星期六)

6月1日 (星期五)

5月31日 (星期四)

美罰中興撳住搶 放生費勁加4億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登場。美國商務部長
羅斯已抵達北京，今日起與中方展開為期兩
日的談判，試圖迫使中國購買更多農業及能源
產品。而被美國封殺導致癱瘓的中興通訊雖有
望解禁，惟美方放生金額又漲價。消息指，美
國擬將對中興開出的罰單，由原來的十三億美
元，大幅增加至十七億美元。
「G7已變G6+1」美財長與會四面受敵
美國對進口鋼鋁徵稅觸發的貿易爭拗繼續發
酵，加拿大及歐盟上周五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提
出申訴；美國財長姆紐欽同日在七國集團（G7
）會議上，更成為眾矢之的，法國經濟部長勒
邁爾直言，美國正身陷孤立局面，G7已變成
「G6+1」。美國總統特朗普則繼續強硬，傾向
以雙邊協議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美農商界憂成貿易戰犧牲者
美國對加拿大、歐盟等傳統盟友掀起貿易
戰，多番強調有助振興美國經濟，然而美國
商界及農業界均批評政策或「未見其利先見其
害」。一班農民尤其憂慮一旦加拿大及墨西哥
等國報復，會對其生計帶來嚴重打擊，成為貿
易戰中的犧牲者。
南海緊張 中美軍方公開舌戰
中美兩國代表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
議（又稱「香格里拉對話」）上爆發「舌戰」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昨強烈批評中國在南
海軍事化，警告中方後果自負，並指會協助提
升台灣防禦能力；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何
雷中將即場反駁，指美國才是南海軍事化的根
源，並重申反對任何國家對台軍售。
特朗普同意棄核慢慢來
全球矚目、一度瀕臨破局的美朝首腦峰會
將如期舉行。經雙方在紐約、新加坡及板門店
三軌磋商，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終於在白宮
接見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心腹金英哲，並接過金
正恩親筆信。特朗普不但同意舉行峰會，更揚
言或於會上宣布結束朝鮮半島戰爭狀態。美國
輿論認為特朗普高高拿起、輕輕放下，對北韓
讓步太多損害美國利益。
西班牙新首相宣誓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前日遭逼宮下台，新任
首相桑切斯昨日宣誓就職，成為該國首名非由
選舉產生的首相。醞釀獨立多時的加泰羅尼亞
自治區新任主席托拉（Quim Torra）同日亦
正式就任，他呼籲桑切斯與自治區政府對話，
惟強調不會放棄推動加泰獨立。
台陸戰隊員遭槍殺
台灣治安再響警號！一名海軍陸戰隊的士
兵昨日凌晨結束休假，駕車返回軍營途中，
在屏東被人當街開槍打死。事件疑涉及行車糾
紛，涉案兇徒多達十多人，他們出動約十輛車
圍堵截停士兵座駕，期間有人向士兵胸部連
轟多槍，才揚長而去。警方已拘捕五名涉案人
士，並通緝其他在逃疑犯。

貿戰升級加墨歐徵關稅報復 杜魯多取消訪美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再度升溫，
美國周五正式對加拿大、墨西哥及歐盟進口
的鋼鋁徵稅後，加、墨、歐均相繼公布反制措
施，揚言向美國進口貨徵稅報復。其中加拿大
總理杜魯多宣布對價值一百二十八億美元的
美國商品開徵關稅。多國領袖同聲譴責特朗
普高舉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批評美國「讓子彈
亂飛」，不具建設性。然而特朗普不改強硬立
場，矢言「美國再也不容別國予取予求」。
特朗普出招 黨友斥瞄錯目標
美國商務部周四宣布取消歐盟、加拿大及
墨西哥的進口鋼鋁關稅豁免，有消息指多名
共和黨重量級人物在事前均不知情，不滿白
宮先斬後奏。事後共和黨對相關措施的反對
聲音不絕於耳，批評特朗普「瞄錯目標」，
該把槍頭對準中國。
王毅訪德 批評貿易保護
歐美展開貿易戰之際，正在德國訪問的中
國外交部長王毅，周四與德國總統斯泰因邁
爾會面。王毅表示中方願與德方及其他各方
一道，發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造開放型
世界經濟的強烈信號。斯泰因邁爾稱雙方要
深化合作，共同維護國際和平穩定，促進世
界經濟增長。王毅周五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與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會面。
遭封殺多年 Google在華再推App
美國科技巨擘谷歌（Google）旗下產品自
二○一○年起在中國被禁多年，然而谷歌周四
宣布在中國多個應用程式發行平台，推出第二
個應用程式「Files Go」。分析指，該公司可
能打算重回中國此一全球最大手機市場。
中興被指助北京收集情報 行賄18國
被視為中美貿易談判的其中一名「主角」
中興通訊，再捲入另一指控。有傳媒披露美
國法庭文件報道，中興被指是由中國政府航
天部門成立，目的是為收集情報；文件引述
一份挪威報告指中興涉嫌在全球十八個國家
行賄。中興回應報道時否認指控。
美中將：有力摧毀華島礁
中美南海交鋒持續升級，繼美國國防部長
馬蒂斯表示要繼續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動後，
美軍周四再度派出B52H戰略轟炸機飛入中
國南海九段線示威。美軍聯合參謀部主任、
海軍陸戰隊中將麥肯齊更揚言，美軍有能力
摧毀中方在南海的人工島礁。中國官媒則斥
美方挑釁，並指摧毀中國小島意味向中國宣
戰。香格里拉安全對話周五在新加坡召開，
南海議題亦是會議焦點。
香格里拉峰會 南海成焦點
被稱為香格里拉對話的亞洲安全峰會周五
起在新加坡召開，為期三天，美國國防部長
馬蒂斯，以及正在當地訪問的印度總理莫迪
亦與會，南海議題再成關注焦點。

美制華利劍出鞘 馬蒂斯：印太應有多帶多路
美軍調整亞洲軍事戰略，周三按總統特朗
普構想，正式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美國印度
洋－太平洋司令部，提升印度軍事角色，以遏
制中國在南海軍事擴張。美國防長馬蒂斯強調
促進區內「多帶多路」交流，明顯針對中方「
一帶一路」倡議，新任司令戴維森更直指中國
有取代美國的野心。中方批評美軍「以己之心
度人之腹」，國防部同時宣布第一艘航母遼寧
號初步已具體系戰力，作為回應。
美本月兩場聯合軍演 將華摒除在外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印太司令部後，
將迎來兩場重要軍事演習：本月初先派遣列
根號航空母艦，與盟友印度及日本在關島演
練；月底則與另外二十五國舉行環太平洋軍
演，把中國摒除在外。
美今起徵鋼鋁關稅 歐墨出招報復
中美貿易矛盾再度升溫之際，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周四宣布，美國從今日起向從歐盟、
墨西哥及加拿大進口的鋼鐵和鋁材，分別徵
收兩成半及一成的關稅。歐盟委員會主席容
克隨後宣布，數小時內會公布報復美國的措
施，墨西哥亦稱會對美國徵收報復性關稅。
尼泊爾再叫停中資水電廠項目
尼泊爾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夥
伴之一，但尼泊爾日前突然宣布，一座原定由
中國三峽集團開發建設的水力發電廠將改由尼
方自資建造，該項計劃價值達約一百廿五億港
元。這是尼泊爾繼去年十一月取消與中國的水
電站計劃後，再次收回中企負責的建設。
朝使抵美商峰會遞金正恩親筆信
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心腹、勞動黨副委員長
兼統戰部長金英哲，周三抵達紐約，與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共進工作晚宴。二人周四展開
會談，有望落實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本
月十二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首腦峰會，以及就
會面細節取得共識。特朗普稱，他預計今日
會收到金英哲轉遞的金正恩親筆信。
記者翻生 克宮斥烏煽動反俄
俄羅斯記者巴布琴科（Arkady Babchenko）
周二被指在烏克蘭基輔身中多槍死亡，但翌
日突然「翻生」現身說法，稱與烏克蘭當局
合作阻止了一場暗殺「恐襲」。烏克蘭警方
已拘捕一名涉案者，並把矛頭指向俄羅斯政
府；俄羅斯政府周三批評烏克蘭政府的指控
是要煽動反俄情緒。
金接見俄外長 指斥美霸權
北韓近日與美國就特金會積極磋商，另一
邊廂則向傳統盟友俄羅斯伸手，邀請該國外
長拉夫羅夫訪問。拉夫羅夫周四抵達平壤，
獲北韓領袖金正恩接見。金正恩在會上投訴
美國的霸權主義，拉夫羅夫則邀請他訪俄。

美變臉再挑起貿戰京斥自毀信譽
中美即將在北京展開新一輪貿易磋商之
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再對華變臉。白宮周
二宣布，將公布對一批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的
清單，總額涉及五百億美元；美方同時專門
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高科技項目再出新
招，以阻止中國非法盜取知識產權為由，計
劃縮短相關中國赴美留學研究生和科研人員
的簽證期限，部分更由五年一簽，大幅縮短
為一年一簽。
美防長：續遣艦巡島礁
針對美國兩艘軍艦於周日駛入西沙群島十
二海里範圍巡航，中方表達強烈不滿，並敦
促美方停止類似行動。惟美國國防部長馬蒂
斯周二回應稱，美國軍艦將繼續在南海中國
島嶼附近行駛。馬蒂斯指美國軍艦在南海巡
航是「航行自由行動」。他將在本周前往新
加坡參加亞洲防務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
，預期南海議題將成焦點。
菲官發表「與華開戰論」
中國與菲律賓關係再度因南海主權爭議
而變得緊張，繼菲外長卡耶塔諾指已劃下紅
線後，國家安全顧問埃斯佩龍周三揚言，倘
有菲國士兵在有主權爭議的中業島受傷，菲
方將會與華開戰。中菲雙方近日亦在仁愛礁
發生摩擦，菲方指控中國海軍月中曾派直升
機低飛，干擾向仁愛礁輸送補給的菲軍橡皮
艇，幾乎令橡皮艇翻側。馬尼拉已就事件向
北京提出交涉及抗議。
俄外長訪朝密商核議題
正當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心腹金英哲，在紐
約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峰會議題作最終協
調時，俄羅斯突然宣布外長拉夫羅夫周四到
訪北韓討論朝核。這顯示朝鮮半島和平局勢
處於關鍵時刻之際，北韓獲另一個傳統盟友
俄羅斯的支持。
機頭舷窗裂玻璃空巴跳樓機式急降
繼四川航空一架客機本月中在飛行期間機
頭擋風玻璃突然脫落後，北京首都航空一架
同屬空中巴士A320系列的客機，於前日從浙
江杭州前往越南芽莊途中，因機頭舷窗玻璃
出現裂紋而折返。幸最終有驚無險，未有造
成人命傷亡。有乘客事後憶述事件時仍猶有
餘悸，指客機急速降落時有如坐跳樓機，降
落後步離機艙時雙腿不停抖震。中國民用航
空華東地區管理局已介入調查。
呂秀蓮宣布退出民進黨
民進黨早前決定在今年底的台北市長選
舉中，不再與現任市長柯文哲合作，經徵召
程序後昨日正式通過提名立委姚文智參選台
北市長。台灣的前副總統呂秀蓮於同日晚上
表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宣布退出民進
黨。

一周國際新聞

6月3日 (星期日)

二零一八年

五 月 卅一 日 至 六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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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卡城最新 LEXUS 凌志汽車代理」到本車行選購心水凌志是閣下最佳選擇

激 情 與性能盡 顯 ！

lexusofroyaloak.com

優惠至七月三日止，請親臨本車行查詢詳情。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令您喜出望外！

Howard Lum

Stewart Lum

Viktor Liang
Sales Consultant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656-9691

精通粵、英語
手提︰403-375-2331

精通國、粵、英語及四邑話
手提︰403-498-6999

精通國、粵、英語
手提︰403-656-9683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Sales Consultant

Candice He

2017

AWARD

3-TIME AWARD
WINNERS OF THE
LEXUS PURSUIT OF
EXCELLENC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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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組長梁月娥女士
本會
令尊翁
副財政黃順財先生

千古

卡 城 客 屬 崇 正 會
敬輓
理 監 事 仝 人

望壽
長全
流歸

黃德仁老先生

輓
德福

亞省油站實行燃油預付
可有效地保障工人安全
勞工部長 • 格雷 (Christina Gray)稱
“預付燃油能夠挽救生命。新規定將
通過防止加油後不付錢就逃跑的情況，從
而改善加油站和便利店員工的安全狀況。
雖然可能要多花幾分鐘的時間，但在加油
前先付錢是值得的，這可以確保所有工人
在一天結束後都能安全地回到家裡。”
除了實行燃油預付款的新規定以外，
便利店還必須制定詳細的預防暴力事件計
劃。這些計劃將要求僱主做到以下幾點，
把發生盜竊和搶劫事件的風險降至最低：
•留有足夠時間以鎖好保險箱，使其無法在
一夜之間打開。

亞省勞工部長格雷及愛城副警察總長辛普森在油站前合照

新條例將有助於確保亞伯達省便
利店和加油站工作人員的安全，並有
效防止加油後拒付款事件的發生。
新的《職業健康與安全（OHS）》條
例將從今年6月1日起生效，全省所有
加油站將強制執行燃料預付款的規
定。
在過去四年裡，亞伯達省內發生
了數宗便利店遭搶劫和加油後不付錢
就逃跑的事件，已導致五名工人死
亡，三人重傷。

•實施安全處理程序，盡量減少手頭現金。
•限制易盜物品如現金、香煙和彩票的隔夜
數量。
•使用視頻監控。
•實行限入店面的措施。
•擺放標識牌，提醒公眾部分商品的數量限
制、店內的視頻監控以及定時保險柜的時間
（超時將無法進行現金交易）。
•為獨自工作的員工提供個人應急傳感器，
並對員工在預防暴力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培
訓。
了解更多條例變更、相關資源和網絡研
討會的信息，請訪問網站：Alberta.ca。

六 四 29 周年 卡城 民 眾

中 領 館 前集會悼英魂
不想回憶，未敢
忘記！二十多位卡加
利市民於六月四日下
午聚集在中共領事館
前，舉行六四29周年
集會，悼念1989年6
月4日被中共血腥鎮
壓的死難英魂。
集會在下午四時開始，民眾於中領館前高
舉巨大的「平反六四」直幡及「結束一黨專政
」、「習帝下台」、「毋忘六四」、「新聞自
由」、「言論自由」、「民主萬歲」、「反對
政治滲透」⋯等標語牌。悼念儀式在播放民運
歌曲：《血染的風采》、《祭好漢》、《自由
花》後開始。首先全體默哀一分鐘，悼念死難
英魂，繼而由主辦組織「卡城中國民主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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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湯般若致詞，他說：「今日又到六四中
共屠殺百姓紀念日。六四至今廿九年，已是一
個很長的日子。很多人對廿九年前的事，多已
忘記。我們就是不希望人們忘記共產黨的血賬
。我們曾希望平反六四，希望民主政治，希望
言論自由。這些本來是百姓應有的權利，共產
黨非但不容，更變本加厲：監控百姓，封殺言
論，造假新聞，假經濟數據，假污染值，假生
產總值，以掩蓋罪惡，欺騙百姓。其專制程度
，較任何朝代之暴君為甚。既然共產黨之專權
腐敗至此，唯一救國之道，就是根本推翻其政
權，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政府。絕不能指望其
內部改革。原因是共產黨邪惡的基因本來是如
此，不能改變。」
集會其間，正值是放工繁忙時段，很多在
馬路駛過的汽車紛紛響安表示支持。整個集會

在民眾高叫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
國！習帝下台！打倒共產黨！後結束。
部分民眾於集會解散後轉往卡加利大學，
向竪立在學生活動中心 ( MacEwan Hall ) 的
民主女神像獻花及默哀，悼念六四死難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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輓
梁月娥女士
令尊翁
黃順財先生

黃 德 仁 老先生 千古

道範長存
德業常昭
江壽緯
劉翠玲
張捷貞
黃少媚
許賢民夫婦
陳昌發夫婦
陳玉霞
楊碧嬌
余康夫婦
彭明
謝宋富
葉素芳
張建霖
歐陽素心
陳國強夫婦
吳清旭

張文德夫婦
陳玉蘭
郭志德
譚素雲
郭文華夫婦
劉振江
馬佩君
馬佩賢
譚崇棣
謝元生夫婦
夏來和
劉務昌
周慶翔
曾佩珠
林盛陽
丘忠信

凌景彬
黃富強
黃文溪
翁文慧
郭秋麗
鍾獎釗
張碧娥
黃建福
Michelle Ma
Anita Tang
Perina Tang
Nancy Tang
Nancy Chan
Lam Van Hien 夫婦
Quach Tan Hung 夫婦

仝敬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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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日豪老先生 千古

卡城順德聯誼會

仝人敬輓

輓
碩典
德型
堪永
欽式

東方
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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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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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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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碑加字
中文服務

翻新修理
中文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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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Mike Nghi 403-37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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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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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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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四英
葉秉三
黃國樑
余海旋

乳房自我檢查
什麼是乳房自我檢查？
(What is a breast self-examination?)
乳房自我檢查是檢查您乳房是否有腫塊或變化。
許多乳房問題都是女性自己首先發現的，而且
經常是在偶然情況下發現的。乳房腫塊可分為
非癌性（良性）和癌性（惡性）兩種。
任何年齡段的女性都有可能患乳癌，但 50 歲以
上的婦女患乳癌的情況最為常見。腫塊或變化
也可能是其他乳房疾病的跡象，如乳腺炎或乳
腺纖維腺瘤。
加拿大預防保健工作組 (Canadian Task Force on
Preventive Health Care) 不建議乳癌風險不高的40
至 74 歲的女性進行乳房自我檢查。研究表明，
自我檢查並不能挽救女性的生命，而且還可能
導致女性進行活組織檢查等不必要的檢查。加
拿大癌症協會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建議所
有女性都應該熟知自己乳房的外形和触感，並
在乳房發生變化時及時告知醫生相關狀況。
如何進行乳房自我檢查？
(How do you perform a breast self-examination?)
月經來潮一週後是進行乳房自我檢查的最佳時
間，此時您的乳房最不可能腫脹或變軟。在月
經週期內的其他時間進行乳房自我檢查，可能
會使檢測結果難以與之前的檢測結果進行對比。
如果您月經週期不規律，或是因為到了更年期
或切除了子宮（子宮切除術）而停經，則應選
擇一個月中易於記住的某一天進行乳房自我檢
查。
正常情況下，乳房自我檢查不會引起任何不適。
如果您的乳房因經期即將到來而變軟，您按壓
乳房時可能會感到輕微不適。
乳房自我檢查的步驟：
脫掉腰部以上的所有衣物。躺下。平躺，使乳
房向胸腔兩邊均勻散開，以便觸摸到乳房腫塊
或變化。由鎖骨至胸罩下圍線，由腋窩至胸骨
觸摸所有乳房組織，對乳房進行全方位檢查。

用中間三根手指的指腹進行觸摸，不要用指尖。
用左手中間的三根手指檢查右側乳房。用右手
中間的三根手指檢查左側乳房。檢查時，您可
以由上自下或用旋轉的方式進行按壓。按壓時，
用手指畫硬幣大小的圈並緩慢移動手指。
使用三種大小不同的力度進行按壓，檢查所有
乳房組織。檢查接近於肌膚表面的組織時，使
用輕度力度按壓。檢查較深層的組織時，使用
中等力度按壓；檢查接近胸骨和肋骨的組織，
則使用重度力度按壓。當用手指感覺腫塊、厚
度異常或其他變化時，要將手指貼在皮膚上。
乳房自我檢查
當對一側乳房的腫塊產生疑慮時，檢測另一側
的乳房是否有相同的狀況。如果您在另一側乳
房的同一區域發現了相同的腫塊，則兩側乳房
可能都是正常的。
除了平躺外，您還可以在淋浴時進行乳房自我
檢查。塗了香皂的手指在按壓乳房時更加順滑，
這可能會使手指易於感受到乳房變化。淋浴時，
將一隻手舉過頭頂，把香皂輕輕塗抹在同側的
乳房上。然後用指腹而非指尖，輕柔地撫摸乳
房，仔細檢查是否有腫塊或加厚的區域。
乳房自我檢查需要練習。由於纖維囊性腫塊生
長在整個乳房，因此會導致乳房自我檢查困難。
諮詢您的醫生，以掌握正確的檢查方法。
您在什麼情況下該去看醫生？
(When should you see a doctor?)
您熟知正常情況下您乳房的外形和触感，任何
變化都應該由醫生檢查。這些變化可能包括：
．任何新長的腫塊。觸碰該腫塊時，可能會痛，
也可能不痛。
．厚度異常的區域。
．乳頭出現粘性或血液分泌物。
．乳房或乳頭的皮膚出現褶皺或凹痕等變化。
．一側乳房異常變大。
．一側乳房異常低於另一側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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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st Self-Examination)
謹記，大多數乳房問題或變化都是由非癌症因
素引起的。
即使您選擇進行乳房自我檢查，也請您諮詢您
的醫生有關定期到醫生辦公室或乳腺造影中心
進行乳房X 光檢查和乳腺檢查的事宜。
乳房自我檢查有何風險？
(What are the risks of doing breast self-examinations?)
乳房自我檢查可能會使您發現乳房變化，繼而焦
慮緊張，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如活組織檢查）。
另外，您通過乳房自我檢查發現的變化，可能
是一種不會表現出任何症狀或威脅您生命的癌
症。但由於沒人能分辨出哪類癌症會引起病變，
人們會對所有類型的癌症進行治療。這就意味
著，您可能接受了您實際上並不需要的治療
（如手術、放療和化療），而這些治療可能會
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許多專家認為乳房自我檢查弊大於利。也有人
視乳房自我檢查為女性的一種選擇。諮詢您的
醫生有關乳房自我檢查的問題。
加拿大保健預防工作組不建議乳癌風險不高的
40 至 74 歲的女性進行乳房自我檢查。加拿大癌
症協會建議所有女性都應該熟知自己乳房的外
形和触感，並在乳房發生變化時及時告知醫生
相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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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www. myhealth.alberta.ca
最後更新時間：2017 年 10 月 5 日
經 Healthwise Inc.© 授權後進行翻譯，文中內容
不能用於替代您從醫療服務人員或其他醫療保
健專業人士處獲得的護理建議。關於醫療診斷
和治療，請務必諮詢您的健康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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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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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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Advisor

粵/英語
手提
403.390.5295

起

內外全新設計
性能更高

內外全新設計

貸款利率

畢先生

2018

2018

Angus Mok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歡
迎光臨 參 觀 試 車

2018
*
1.99%

Bernie Put

租賃利率

1.99
2018

貸款利率

0.99

*

%
起

%*
起

莫先生

Product Advisor

國/粵/英語
手提
403.680.8112

2018

起

現已抵達
歡迎光臨
歡
迎光臨 參 觀 試 車

2017
%*
0.99
貸款利率

起

租賃利率

0.99

%*
起

租賃利率

0.99

%*
起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手提
403.589.2269

2017年型號展示車
節省高達 $6,000
貸款利率低至 0.99%
**

尚餘少量存貨
回扣
現金購買 可獲 $
回扣
租賃/借貸 (雙門) 可獲 $

1,500
2,500
租賃/借貸 (四門) 可獲 $1,000 回扣
* Conditions may applied, offers cannot be combined.

** STK# D17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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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