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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HORIZONMALL

國際白眉合勁道及愛城弘德體育會
醒獅金龍匯演
擊鼓表演

亞省古箏協會：古箏演奏
趙莉舞蹈學校：民族舞、現代舞
莫凡太極武術傳播中心：武術表演
現場樂隊伴奏，中、西金曲獻唱

新東方天地特別呈獻

九月廿三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六時

攤位租賃：連八呎檯一張，摺椅兩張
詳情請電：403-262-0066（鄭小姐洽）

$50

文娛節目表演
*免費入場*

幸運抽獎終極大獎：拉斯維加斯雙人旅遊套票

大量月餅
免費派發
送完即止

多個文化
及展銷
攤位

兒童
遊樂區 美食區

提供
多款美食

幸運抽獎
獎品豐富

中秋迎月家庭同樂日

New Horizon Mall (Next To Crossiron Mills)

加拿大外

交部長方慧蘭

（Chrystia 

Freeland）周

二提前返回華

盛頓，繼續與

美方進行北美

自由貿易協議（NAFTA）的談判。有內部

消息透露，加拿大準備作出讓步，向美國

開放乳製品市場，但此舉將會大大損害本

國奶農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影響到明年的

聯邦大選。

外交部長在外面忙，財政部長莫奈

（Bill Morneau）則在國內著急。因為有

一份尚未公開的內部報告已經送到他的辦

公桌上，讓他寢食不安，他必須找到應對

方案，否則對加拿大的經濟和就業乃至民

生的影響可就大了！

環球郵報已經得到這份由加拿大商業

協會（Business Council of Canada）資

助、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PWC）完成

的報告。該報告警告說，一旦特朗普政府實施

一攬子稅改方案，加拿大面臨的挑戰，以及對

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比NAFTA談判失敗都還

要大。

報告稱，美國國會去年通過1.5萬億美元的

減稅就業法案（TCJA），美國將把企業稅從現

在的35%一下子砍到21%，而其它企業個人商業

收入稅則享受20%減稅優惠，另外還有其它各

種減稅免稅政策，這是美國過去30年以來最大

的稅改舉措。

而一旦實施這項稅改措施，加拿大的GDP將

損$850億，佔加拿大全部GDP的4.9%，加拿大

也將失去635,000份工作。

報告分析說，長期以來加拿大企業稅一直

比美國低，美國是G7國家中企業稅最高國家之

一，而加拿大不僅在G7國家中最低，而且過去

幾年來還不斷下調。一旦稅改實施，加拿大企

業的稅率優勢大滑，競爭力急劇下降。何況加

拿大許多企業的美國業務比例大，企業也依賴

整體低稅率取勝。因此美國稅改實施之後，加

拿大企業失業和裁員勢不可免。

環球郵報的報道說，在加拿大商業協會將

這份內部報告呈交財長莫奈之後，他的辦公室

周二也發表一份報告，其中列舉自由黨政府的

政績，尤其是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的亮麗數

據，聲稱政府的各項措施促進了加拿大經濟

發展。

普華永道也提到，在加拿大國內，受美國

稅改影響最大的三個省份非安省，魁省和亞省

莫屬，因為這三省經濟發達，與美國關聯的企

業也多。

普華永道也在報告中提出了政策建議，作

為應對措施，加拿大應適當調低公司和個人收

入稅；為了補償收入損失，聯邦和省區可以考

慮拓寬稅基並提高銷售稅率。

正在沙省出席商界領袖會議的財政部長莫

奈沒有直接對普華永道的報告置評，因為這份

報告尚未公開。但他表示，他的手下一直在研

究相關問題，核心是要保護加拿大人的工作，

增加加拿大企業的競爭力，改善國內投資環

境，但對是否會調低公司和個人收入稅稅率等

方面，則沒有表態。

加拿大或將失去6萬份工作

特朗普正準備出招

Bill Morneau 最近很頭痛

美國總統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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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資車企八月產銷數據漸回暖，但隨着內地汽車市場
增長放緩，市場對下半年汽車銷售前景相當悲觀，花旗引
述中國乘聯會看法，預料八月汽車銷量仍呈現負增長，不
排除會進一步下調中國全年汽車銷量增長預測。有分析認
為，下半年市場格局將呈現強者愈強的態勢。
花旗引述中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表示，雖然八月汽車銷
量略有回升，從八月第一周按年下跌19%，到八月第四周
跌幅已收窄至按年跌10%，但估計八月整體銷售數據不會
出現大幅度逆轉，按年下滑5至10%；全年汽車銷量預測
則維持按年下跌1至2%。他續稱，中國下調進口汽車關稅
對行業屬利好因素，儘管消費者自四月起對購買新車採取

觀望態度，拖累整體市場表現，但豪華車銷售依然強勁，與
中低端品牌的表現迥異，導致中低端汽車的售價降幅擴大。
雖然中國政府對汽車消費市場仍樂觀，但考慮到內地經濟
繼續放緩，加上股市下跌及房地產市場信貸風險增加等因
素，令消費者生活壓力成本上升，削弱其買車情緒，直言
全年汽車銷量或會錄得按年負增長，該會很大可能會再調
低其銷售預測。交銀國際分析師陳慶認為，下半年市場分
化的情況愈趨強勁，個別車企尤其是產品周期較強的品牌
將可跑出，看好吉利汽車，預料下半年銷量將較同業理想，
其市佔率亦可進一步提升；看淡長城汽車，認為長汽今年
難以達到其全年銷量116萬輛的目標。

中國汽車銷量料手持續下跌

環球各地收緊監管虛擬貨幣，投資熱潮隨之減退，八月的
全球首次代幣發行（ICO，即企業透過虛擬貨幣進行融資）
集資金額，創十六個月新低，加上美國監管機構再度叫停
相關證券交易，虛擬貨幣「二哥」以太幣（Ether）的價
格，較年初高峰大瀉近八成，而整體虛擬貨幣市場今年以
來蒸發近6,400億美元市值。
虛擬貨幣市場近月表現低迷，外電指，今年首季高峰期時，
ICO平均每月集資金額達30億美元，但八月份集資金額已
跌至僅得3.26億美元，為一七年五月以來的新低。ICO熱
潮過去，用作集資及交易的以太幣價格亦受衝擊，根據虛
擬貨幣平台CryptoCompare數據，截至周二下午八時，以
太幣報189.87美元，按日跌3.47%。比特幣（Bitcoin）則報

6,290.35美元，較歷史高位累跌近六成五，整體虛擬貨幣
市值跌至僅1,970億美元。
投資者一直憧憬虛擬貨幣可更廣泛應用，不過美國證交會
早前表明，由現時至今月中，暫不允許與虛擬貨幣價格掛
鈎的證券產品進行交易，其理由是避免投資者可能混淆，
誤以為此類產品為虛擬貨幣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有
「末日博士」之稱的經濟學家魯比尼更形容，市場上仍未
有足夠的「去中心化應用平台」（DApps），加上市面上
七成五的虛擬貨幣應用平台多為娛樂用途，其餘普及程度
則有限，令99%虛擬貨幣交易須於中心化的交易平台進行，
亦令以太幣價格每況愈下。

全球ICO集資額創16個月新低

市場關注中國人民銀行試圖以「挾息」手段穩定人民幣匯
價，離岸人民幣同業拆息周一升勢顯著，一個月期拆息報
4.94厘，創一七年六月以來高位，但未能扭轉市場對其貶
值預期，美銀美林更料中美貿易關係日趨緊張下，人民幣
最壞情況會於今年底跌破七算。
為避免人民幣進一步受壓，市傳人行推高離岸市場拆息  
「托匯價」。財資市場資料顯示，隔夜及三個月期人民幣
拆息周一報3.82厘及4.67厘，按日分別升69點子及32點子。
隨着同業拆息上升，意味沽空人民幣成本將增加，令投機
誘因大大減少。市場普遍認為，中美貿易關係仍然主導今

後人民幣匯價走勢。美銀美林發表報告指，在最悲觀的情
況下，美國最快於九月份向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
徵關稅25%，令人民幣或於今年底見7.1水平。
該報告補充，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將會一九年顯著浮現，
其經濟增長會由現時6.4%降至6.1%，中國政府必須推出更
多寬鬆政策穩定經濟，屆時再「出招」捍衞人民幣匯率的
可能性會更低。不過，根據該行的基本預測，若美國以分
批形式加徵關稅，對中國打擊力度會減弱，維持人民幣今
年底見6.95，並在一九年底跌至7.1水平。
衡量人民幣國際化指標的渣打人民幣全球化指數（RGI）

連續三個月上升，七月RGI指數報1,856，按月升5.39%。
報告指中美貿易關係緊張、中國經濟放緩及新興市場投資
情緒受壓，成為人民幣隱憂。

中國央行傳「挾息」人民幣匯價照跌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油菜心 蓮藕

李錦記海鮮醬 棕櫚牌牛肝醬

亞萊地牌椰奶海燕牌特級魚露

冬瓜

嫩椰青菠菜 泰國香蕉

太平洋
玫瑰蘋果

生猛藍蟹

海燕牌米粉

日本南瓜

Kiwi刨皮刀好比牌米粉 廟牌越南米紙

大白桃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大甜橙

新鮮珍珠豬腱 新鮮牛腩豬元蹄連腳 豬/牛肉丸

呂宋芒

上海白菜

指定款式中秋月餅

日昇農場
已調味
火雞胸肉

大廚牌
特級絲苗米

七五折

原箱
$1.3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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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沃爾瑪最近在其官網上為其戶外
用品子公司Moosejaw增加了一個商店頁面，展示了其他
各種高檔品牌的產品，但許多品牌選擇了退出。Leki、
Deuter和Black Diamond 等品牌的產品出現在網站上後不
久就要求從官網撤下。目前，添加到戶外用品頁面上的沃
爾瑪品牌中，約有三分之一已經離開，但該零售商正在添
加其他品牌，並打算在兩個月內彌補損失。對價格下跌或
品牌聲譽受損的擔憂是許多品牌離開的主要原因。
品牌可能會擔心，隨著亞馬遜也出現在戶外商品市場，亞
馬遜和沃爾瑪之間可能會有競爭，從而大幅降低價格。此
外，由於沃爾瑪享有折扣零售商的聲譽，優質品牌可能也
對在沃爾瑪銷售持懷疑態度，擔心自家產品不再被認為是
高質量的。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一家戶外用品商店的
老闆甚至說，「將你的優質品牌與沃爾瑪聯繫在一起，就

不再是優質品牌了」，這表明了一些人對沃爾瑪銷售的品
牌的看法。這些品牌也感受到了不想與沃爾瑪競爭的其他
零售商的壓力。沃爾瑪的許多競爭對手告訴加入沃爾瑪的
品牌，如果他們繼續與沃爾瑪一起銷售，他們將停止銷售
這些品牌的產品。同樣，一個由70家小型美國戶外零售商
組成的組織草根戶外聯盟，建議會員不要向和沃爾瑪合作
的品牌下訂單，可能是為了避免與亞馬遜以外的在線零售
商競爭。
這種有組織的努力阻止沃爾瑪在某些市場銷售高檔商品，
可能會阻礙沃爾瑪繼續努力瞄準更年輕、更富裕的人口。
如果沃爾瑪找不到新的品牌來銷售，它將很難發展一個可
以與亞馬遜匹敵的在線市場。沃爾瑪在過去的一年裡採取
了許多措施來擴大其在線產品，例如與Lord & Taylor合作
增加了一家新的高級時裝商店。

然而，在戶外商品市場，這可能為時已晚，因為許多高端
品牌已經在與亞馬遜合作，可能不想支持另一家大型零售
商進入這個領域。如果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市場，沃爾
瑪很難引進更多品牌，尤其是當這種抵制與沃爾瑪作為折
扣零售商的形象相結合時。

沃爾瑪正在失去高檔戶外品牌

據《金融時報》報導，上週六，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奧
地利在會後表示，各國政府已經同意「在未來幾週及幾個
月內在技術層面上集中精力」準備向科技企業徵稅的提案；
奧地利財政部部長哈特維希・勒格爾在維也納會談後表示，
他的目標是在今年底前達成協議。法國總統馬紐埃爾・馬
克龍（Emmanuel Macron）大力支持這一計劃，稱這些科
技巨頭在歐洲賺取了巨額利潤，但是幾乎不需要繳稅。
據彭博社報導，在此次會議上，法國財政部部長布魯諾・
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向歐洲各國的財政部部長施壓，
稱如果不採取行動可能在明年5月的歐盟選舉中難以得到
投票人的認同。勒梅爾表示，歐洲人難以理解為什麼這些
科技巨頭交的稅比歐洲本地的一些小公司交的稅還要低。
奧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家同樣表態支持向科技巨頭
徵稅。不過，勒梅爾強調「科技稅」並不是針對美國，這
項立稅的目的是在國際層面實現一個公平且有效的稅收。
在3月提案公佈之初，歐盟委員會就曾表示，儘管「科技
稅」會涉及如Google和Facebook這樣的美國企業，但是歐
洲的Spotify同樣也在徵稅名單之列。歐盟方面預計在120
至150家科技企業中，美國企業可能會占一半，歐盟企業
大概占三分之一。
據彭博社報導，此次勒梅爾還建議增加「日落立法」，該
條款意味著當一個全球性的「科技稅」提案達成後，歐盟

委員會的「科技稅」提案能夠自動逐步取消。這一提議意
在緩解包括愛爾蘭在內的成員國的一些擔憂，他們認為鑒
於數字服務的全球化性質，如今歐盟獨自推動「科技稅」
提案或許並不明智。
任何稅收提案在納入法律條款之前都需要得到所有歐盟成
員的一致批準，這意味著即使只有一個國家不同意，「科
技稅」的提案也會被否決。據《金融時報》報導，在上週
末的會議中，愛爾蘭、瑞典、芬蘭、丹麥和馬耳他均表示
對「科技稅」持保留意見。
愛爾蘭財政部部長帕斯查爾・多諾霍（Paschal Donohoe）
告訴彭博社記者，對於歐洲單邊推進「科技稅」，愛爾蘭
一直感到擔憂。他認為這可能會在全球範圍內釋放一個  
「錯誤的信號」，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在全球範圍內徵收
「科技稅」。
芬蘭財政部部長佩特利・奧爾波（Petteri Orpo）表示，歐
盟委員會的臨時提案「不太好」，因為它並不會帶來太多
稅收。奧爾波稱︰「我們應該非常小心，對我來說，最好
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全球化的解決方案，所以我們今天必須
非常仔細地討論我們該如何推動這件事。」
事實上，早在3月「科技稅」方案就遭到歐盟一些國家的
強烈反對。但據《金融時報》報導，歐盟官員在上週六表

示，談判已獲得了新的動力，一部分原因是德國發出了積
極信號，另一部分是因為布魯諾・勒梅爾的「日落條款」
提議。據路透社報導，德國財政部部長奧拉夫・舒爾茨  
（Olaf Scholz）上週六表示，歐盟對大型科技公司徵稅的提
案需要進行透徹商討，不過到年底前應該可以達成協議。
歐盟的官員表示，德國早前對「科技稅」的實施心存擔憂，
擔心可能會引發美國政府的報復性關稅，影響其國內的汽
車製造商。

歐盟開徵「科技稅」有望年底達成協議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美極牌調味粒

妮娜牌
去頭白蝦

第一家牌春卷皮
（八吋半）

望鄉拉麵 壽星公煉奶雞嘜鹹酸菜

Ricoa牌
朱古力

利勤牌
脆口小食

朦古牌
果汁連椰果 好運燒排骨

好運
雜果蛋糕

海燕牌鰭魚 海燕牌蝦米仔
幸福牌
巴沙魚扒

布拉勤牌
菲律賓腸仔

海燕牌
鮮蝦燒賣

Ravi牌
原條秋葵

海燕牌
林琴果肉

海燕牌
木薯葉碎

薩蘭加尼
已調味虱目魚

米老頭米通

SPAM牌
低鹽午餐肉

海燕牌鯰魚扒 IQF虱目魚

海燕牌鯛魚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金山牌醬油

美娜牌
瘦免治雞肉

數量有限

新鮮紐約牛扒
（原袋）

數量有限

甜味辣味

多款口味
指定口味 6吋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原味 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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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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raymondlau404@gmail.com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現時正值「Buyer’s Market (買方市場)」樓盤供過於求，
要以最實惠價錢購得心水靚屋，請閣下即時行動！

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1.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60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and 2014-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 ends September 3, 2018.

1.9%* 推廣優惠
利率由1.9%起
及長達60個月分期

購 買 平 治 認 證 二 手 汽 車 可 享 有 ︰
．放心︰150點安全認證檢查
．保養︰標準Star  Cer t i�ed Warrant 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24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00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超過500間商鋪
為各商戶創造
國際化無限商機

超過500間商鋪
為各商戶創造
國際化無限商機

場內特備30’x30’表演舞臺及50‘電視屏幕
不斷提供精彩娛樂節目

場內特備30’x30’表演舞臺及50‘電視屏幕
不斷提供精彩娛樂節目

請 盡 速 與 我 們 聯 絡

月租 $1,500起 
現 正 出 租

NEWHORIZONMALL

全加拿大最大多元化文化商場

1-855-851-2888
NEWHORIZON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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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Andy Lai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Phoebe Ku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Chaoran Li
Brand Specialist

精通

國　粵　英語| |

我們的華裔
專業團隊

2018 Mercedes-Benz C300

特價 $44,999 | 原價 $53,805

 
*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0329

貸款利率

0.9%*
起

60個月分期

2018 Mercedes-Benz GLE400

特價 $69,999 | 原價 $75,755
 

*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4108

貸款利率

1.9%*
起

60個月分期

孩子們已回到學校上課？
請來臨本車行享受我們為閣下準備的豪華試駕體驗。

The best or nothing.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907-5020, mbcountryhills.ca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1.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60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and 2014-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s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odel year 2015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C-Class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 ends September 3, 2018.

1.9%* 推廣優惠
利率由1.9%起
及長達60個月分期

購 買 平 治 認 證 二 手 汽 車 可 享 有 ︰
．放心︰150點安全認證檢查
．保養︰標準Star  Cer t i�ed Warrant y長達六年或120,000公里
．信心︰完整汽車歷史報告
．保障︰24小時特別路邊支援
．安心︰五天或500公里更換汽車特權

免佣百家樂並提供甩牌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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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多部角子機、32張賭檯

牌九、百家樂
撲克耍樂

應有盡有

請 即 光 臨 加 入
ELITE 55日間優惠卡會員

會 員 可 享 有
Zen 8 Grill 八五折優惠　Centre Bar 九折優惠

每 月 不 同 會 員 慶 典 或 有 關 比 賽

六次到訪後可獲特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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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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轉轉卡

加樂旅行社
I & J TRAVEL INC.

Dragon City Mall ( 龍城商場二樓 )
Bay #255, 328 Centre Street, S.E.
Tel:403-234-0553    Fax:403-265-8641
卡城以外免費長途電話﹕1-877-700-7780

景福宮、昌德宮、N首爾塔瞭望台、泡菜屋（博物館）、SM Town、格雷萬蠟像舘(Grevin Seoul)、南山首爾塔
韓服文化體驗舘、南山韓屋村、首爾動物園&天空纜車、韓國汗蒸Sealala、COEX水族館、Alive Museum、
Figure Museum卡通肖像博物館、泰迪熊主體公園、特麗愛3D美術館等。。。。。。

* 來回卡城/首爾/香港/卡城 經濟艙機票（”K ”艙位機票有效期為60日由
出發日起計，必須不少於出發前7天出票，如指定艙位售罄需另補其他艙位差

價）。* 首爾住宿3晚自選市中心購物區酒店，方便娛樂購物。* 免費贈送價值加幣65之首爾自由行
恩物，可用48小時的首爾轉轉卡(Discover Seoul Pass), 在35觀光點可免費入場及30個合作景點享有入
場優惠。同時此張卡片也具有交通卡功能，增值後便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雙人房：$898起

首 爾 5 天 3 晚 隨 意 樂 遊 遊
出發日期：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

（機票+酒店套票）（包停香港）

首爾轉轉卡

10月3-23日；12月14-24日；

2月1-7日旺季機票附加費$100/機票週末附加費每程$30

請查詢機票附加費

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稅金只供參考，須按航空公司出票當天標準）

機場鐵路直達列車（單程仁川國際機場及首爾站）、免費首爾城市觀光巴士、首爾城市觀光雙層巴士（Hop 
in/Hop off）

免費入場
推介景點

免費交通
安排

音樂劇「CHEF」（7折）、功夫喜劇「JUMP」(75折)、東大門都塔免稅店（現金優惠）、樂
天世界觀景塔等。。。。。。

所有優惠及詳情，請瀏覽首爾轉轉卡官方網頁 www.discoverseoulpass.com 為准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18起    
雙人房 $908起   
雙人房 $898起   

雙人房 $898起    
雙人房 $90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18起

單人房 $1100起

單人房 $1048起

單人房 $1048起

單人房 $1100起

另加稅$385

東大門 DongDaemun
          ULJiro Co-op 
          Best Western Arirang Hill 

明洞 MyeongDong 
          Nine Tree Premier Hotel 
          Hotel President 
          Skypark Central 
          Loisir Hotel 
          Hotel Shinshin 

折扣優惠
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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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加利西北基督教馬可樓現為一所規模較小的教堂，主要目的是傳播基

督教信仰。廣傳福音，本堂自去年五月正式立案註冊。

本堂自開辦以來，得到各方大力支持，所有聚會，包括主日崇拜，中/

英文讀經班等皆有人滿之患。本堂主事Mrs. Ins Lau有見及此，為全力

推行基督信仰，將其個人物業出讓，斥資購入位於卡城東北Mayland-

Height地區(1810-10 Ave NE)商用物業，並將主層改建成為面積2,200

Ordained reverend Mrs. Iris Lau, B.A. 
in Counseling and Ministry (Alberta Bible College)  
Master in Christian Studies (Ambrose University)

Pastor Bert Lockhart
Master in Divinity (Ambrose University)

Pastor Jenny Leung
Master in Christian Studies (Ambrose University)

本會執事及領導層

Alberta Religious Society Corporate 
Access Number 5420704644
Charity Account Number 78088 9085 RR0001

1810 - 10Ave. NE Calgary. AB.
Northwest Calgar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Mark

呎的全新教堂，並將以特惠租金出租予教堂之用。

唯因城市規劃及要求問題，所費不菲，總開支高達40萬元。而新教

堂成立後，本堂將會成爲加拿大播道會平原區域分堂之一。

希望各位善長能熱心支持捐款。凡捐款20元以上便可獲收條作扣稅之

用。捐款支票收款人請填上Northwest Calgar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Mark及郵寄至349 Panamount Dr.NW Calgary, AB. T3K 5M1。

卡加利西北基督教馬可樓 請支持捐助建堂經費

Northwest Calgar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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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or nothing.

Lone Star Mercedes-Benz  |  10 Heritage Meadows Rd. S.E.  |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  403.253.1333  |  #lonestarinsider

銷售熱烈 存貨有限 請即駕臨本車行感受其刺激體驗
請享受我們為閣下提供的20 1 8年型號汽車存貨特價優惠
2018 GLC 300 4MATIC

1.9% $2,000
貸款利率 可獲高達

現金回扣

** †

2018 GLE 400 4MATIC

1.9% $5,000
貸款利率 可獲高達

現金回扣

** †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nance o�ers based on the 2018 GLC 300 4MATIC/2018 GLE 400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Freight/PDI of $2,495, dealer admin fee of $4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3.80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Cash credit of 
$2,000/$5,00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8 GLC/2018 GLE. Vehicle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nance for less. O�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ers end September 30, 2018.

員工優惠價壹天特價大優惠員工優惠價壹天特價大優惠

優惠袛限壹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

另 外 可 獲

萬勿錯過本車行年度優惠良機，九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袛限壹天！萬勿錯過本車行年度優惠良機，九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袛限壹天！

額外回贈及
現金回扣高達

額外回贈及
現金回扣高達

$10,000*$10,000*冬 季 雪 胎 及 輪 圈冬 季 雪 胎 及 輪 圈
壹年免費輪胎存放服務*壹年免費輪胎存放服務*

適用於絕大部份購車顧客*

$1,000$1,000 免費汽油免費汽油

閣下可以本公司員工優惠價購買豐田汽車閣下可以本公司員工優惠價購買豐田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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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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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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Nectarines

0.68/ea

西生菜

0.88/lb

田園番茄

0.98/ea

洋蔥(3磅裝)

1.28/ea

西芹

0.78/lb

青提

0.98/lb

柑橘

1.88/ea

特大網瓜

1.88/ea 0.78/lb

墨西哥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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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費獲贈特大網瓜或特大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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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3日－9月19日
本 周 特 價
9月13日－9月19日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Head Lettuce Field Tomatoes 3lb Onions Celery

Jbo Honeydew Papaya Maradol Jbo Cantaloupe ClementinesGreen Grapes 特大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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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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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襲17周年 化驗新法認骸骨身份
美國多地於周二舉行911恐襲十七周年的

紀念儀式，數千名死者家屬在紐約世貿中心
遺址內默哀及悼念喪生的親人。即使恐襲已
過去近五分一個世紀，仍未能沖淡家屬對死
難者的思念之情，多人落淚。

中俄30萬人軍演
俄羅斯在冷戰後舉行的最大規模戰略軍

演，於周二起在後貝加爾邊疆區楚戈爾訓練場
展開。在為期五天代號「東方2018」的演習
中，俄方動員了三十萬兵力，上千架戰機，數
萬坦克以及導彈等重裝備。更引人注目的是，
中國史無前例的派出約三千二百名官兵、一千
多輛坦克、戰車，火箭炮等重型裝備，以及三
十架戰機和直升機赴俄，是解放軍史上規模最
大的一次境外參演。在朝鮮半島、中東、東歐
等多個地區局勢動盪下，分析指中俄有意透過
聯合軍演威懾西方。

曾赴敍利亞 俄兵分享實戰經驗
雖然兩國強調「東方2018」軍演不針對

第三方，但中俄演習全程以野戰軍規格進
行，部分參演俄軍更是剛從敍利亞戰場回
國，並向解放軍展示獲得的實戰經驗。美國
軍事專家直言，這次軍演是為中俄聯手反制
西方作準備。

美欲售預警機予日 制中朝
美國國務院周一向國會遞交報告，表明欲

向日本航空自衞隊出售最多九架新E2D早期
預警機，以提升警戒監視能力，售價總額為
三十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分析指，美方此
舉是為制衡中國日漸強大的海上實力，以及
來自北韓的威脅。

海參崴論壇 中俄領導人簽120億信貸協議
俄羅斯在「東方2018」軍演揭開序幕的

同日，邀請周邊四國，包括中國、蒙古、南
韓及日本的首腦，在海參崴舉行東方經濟論
壇。俄總統普京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會晤時稱，中俄合作達到前所未有水平，
預期今年雙邊貿易額可達一千億美元，年增
幅超過三成。中俄在會議期間還簽署高達一
百二十億元人民幣的經濟信貸協議。

美擬「人權牌」制裁華企及官員
中美貿易戰僵持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或

打「人權牌」施壓。據美國《紐約時報》周一
報道，華府考慮就中國政府拘留數以十萬計維
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人士，制裁
中國高層官員以及企業。有分析認為，如果消
息屬實兩國關係勢將進一步惡化。

華外企掀搬廠潮 京擬要求世貿制裁美
外媒指中美貿易戰帶來的連鎖影響浮現，

面對特朗普向中國加徵關稅的威脅，不少國
際企業將生產線撤離中國，轉往越南、塞爾
維亞和墨西哥等地。與此同時，世界貿易組
織（WTO）周二表示，中國計劃在下周要求

WTO允許對美國制裁，中國指美方未遵守
WTO在去年作出的爭議裁決；該裁決認定，
美國部分反傾銷機制違反WTO規定，涉及機
械、電子、金屬、礦產、輕工業等多項產業，
年出口額達八十四億美元。

國際法庭倘查美軍戰爭罪 白宮揚言制裁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John Bolton），周一發表就職後的首次重
要演講。對於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CC）就
美軍在阿富汗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博爾頓
威脅稱將對相關法官和檢察官實施制裁，包
括禁止入境、凍結資產等。

美軍擲20億研AI武器
美國國防部轄下、專責尖端武器研發的

國防高級研究計劃（DARPA），上周五宣
布將會投放廿億美元，進一步開發人工智能
（AI）。當局指，注資有望將本需時廿年的
開發進程加快至五年內完成，冀鞏固美國軍
事及國防。惟科技界巨頭如馬斯克等，上周
明言反對開發AI武器，指「永遠不應由機器
決定是否奪去一個人的性命」。

金正恩「熱情」親函 寄望再晤特朗普
美國白宮周一表示，總統特朗普收到北韓

領袖金正恩一封內容「非常正面」的信，目
的是希望第二度和特朗普見面。白宮發言人
桑德斯強調美國對此持開放態度，透露雙方
已開始協調工作。

慰安婦像受辱 台人日協會潑漆洩憤
日本日台交流協會代表藤井實彥日前用腳

踢台南的慰安婦銅像，在台灣惹起公憤。中
華統一促進黨四名成員於周一晚，到台北的
日台交流協會潑漆，其後被捕，其中三人以
五萬元交保，另一人限制居住。

藉韶山祭毛抗議 傳佳士工人被捕
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多名工人早前爭取成立

工會。有境外媒體周二報道，十多名佳士工
人代表與聲援的學生，趁周日已故中共領導
人毛澤東逝世四十二周年，到其故鄉湖南湘
潭韶山市祭拜，被當地警方拘捕至派出所。
消息指，該批人士仍然與外界失聯。

保護警察執法權益 公開徵意見
公安部日前發布《公安機關維護民警執法

權威工作規定》的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草
案建議，要保護內地警察執法過程中的相關職
權和權益，當中包括成立「維護民警執法權威
工作委員會」，協調督辦侵犯警員執法權威案
件；又指稱警員依法履行職責的時候，如對民
眾造成損害，可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馬國中止與華興建輸油氣管
繼早前宣布取消與中國合作的「東海岸鐵

路計劃」，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馬來西
亞財長林冠英已致函給中國相關部門，表態
中止三項中國負責的油氣輸送管工程。

特朗普貿戰會錯意 福特拒搬廠返美
憂慮中美貿易戰的高額關稅影響，福特汽

車宣布放棄明年在美國出售一款中國產汽車
「Focus Active」。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在社
交網Twitter發文宣布「勝利」，他指福特可
在美國生產汽車，但福特反指無利可圖。有指
特朗普擬於當地時間周一落實第二階段加徵
關稅計劃，涉及總值二千億美元的中國貨品。

華消費價格指數 按年升2.7%
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一公布，今年八月的全

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按年上升百分之
二點七；食品價格上升百分之一點七；非食品
價格上升百分之二點五。這是中美正式開始互
徵關稅後，中國政府首次公布消費價格數據，
反映貿易戰的影響逐漸浮現。

美歐談判零突破 月尾再解紛
美國及歐盟的代表昨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

行會談，磋商解決貿易糾紛，但會談沒有取得
突破進展。歐盟貿易專員馬爾姆斯特倫表示，
她將與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在月尾再度會晤。

美前駐華大使洪博培疑是告密者
美國《紐約時報》上周刊登一篇出自匿名

華府高官手筆、聲稱有內閣成員欲罷黜總統特
朗普的評論文章，引發全國「找內鬼」行動。
最新被懷疑的是美國前駐華大使、現任美國駐
俄羅斯大使洪博培。副總統彭斯周日受訪時，
再次否認自己是文章作者，又強調有百分百信
心其幕僚中沒人涉事。

北韓國慶 金正恩強調發展經濟
北韓周日迎來建國七十周年，除了舉行大

型閱兵及停辦了五年的著名萬人團體操藝術
表演外，政府亦召開中央報告大會，重點闡
述繼續改善兩韓關係及加快經濟科技發展，
首次出席的領袖金正恩則再強調北韓要發展
成經濟強國、自給自足，沒有提及外界關注
的核武力量。

敍內戰 美涉投禁用白磷彈
敍利亞政府軍周日加強空襲西北部伊德利

卜省、西部哈馬省的反抗軍最後據點，被指曾
投擲威力強大的桶裝炸彈，導致數十名平民死
亡。華府官員再次警告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
薩德，一旦敍軍使用氯氣進攻反抗軍，五角大
樓便會採取軍事行動。阿薩德的盟友俄羅斯則
指控美軍戰機在上周六的空襲中，投擲《日內
瓦公約》禁用的白磷彈，導致發生大火。

馬雲明年辭阿里主席 回歸教育界
阿里巴巴集團始創人馬雲在周一的教師節

當天，發出題為「教師節快樂」公開信，宣
布一年後阿里巴巴廿周年之際，即明年九月
十日，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一職，屆時
由現任行政總裁（CEO）張勇接任。馬雲表
明即日起全面配合張勇「過渡」接任董事局
主席之職，他形容這是深思熟慮的計劃，將
打算回歸教育界。

平壤閱兵向美韓釋善意
北韓於周日迎來建國七十周年，首都平壤

舉行閱兵及巡遊，但沒有安排現場直播，亦
沒有展示可攻擊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或提及
核武計劃。在第三次文金會即將舉行之際，
外界相信北韓此舉是為了向美國總統特朗普
及南韓總統文在寅釋出善意。

特朗普促蘋果返國生產
美國蘋果公司向華府表示，中美貿易戰恐令

公司部分產品成本上漲，影響競爭力。美國總統
特朗普上周六回應指，蘋果應該將生產線搬回美
國，在美國建廠，以免承受貿易戰的惡果。

瑞典右翼倘得勢 歐盟恐分崩
歐盟成員國瑞典周日舉行四年一度的國會

選舉，由三大陣營競逐三百四十九個議席，
而難民問題更成今屆大選焦點。極右翼的瑞典
民主黨有望取得多個議席，成為籌組聯合政府
的造王者。選舉結果預計在當地時間周一晚公
布，右翼一旦抬頭，恐加劇歐盟的分裂。

敍空襲反抗軍最後據點9死
敍利亞政府軍聯同俄羅斯空軍於上周六，

對反抗軍最後據點伊德利卜省發動逾六十次
空襲，是一個月來最猛烈的攻擊，人權組織
指至少九名平民死亡。

事隔26年 日本再爆豬瘟
日本近來天災人禍不斷，接連受到颱風和

地震蹂躪，其中北海道地震災情增至四十二死
逾六百四十傷。禍不單行，岐阜縣一個農場內
八十頭生豬在本月初突然死亡，化驗後證實為
感染豬瘟病毒。縣政府周日派人往該農場撲殺
共六百一十頭豬及消毒。這是日本廿六年來首
次爆發豬瘟，農林水產省同日召開緊急會議，
並決定暫停出口豬肉到海外。

美槍手闖銀行 掃射殺三人
美國辛辛那提上周四一家銀行發生槍擊

案，包括槍手在內四人死亡，另有兩人受傷。
警員隨身鏡頭和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槍手在四分
半鐘內連開三十五槍，他最終被警員擊斃，警
方指若非槍手的手槍卡彈，死傷人數會更多。

美疑密謀 助委內瑞拉政變
委內瑞拉深陷經濟危機，近來愈來愈多難

民湧向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美國《紐約時報》
上周六報道指，特朗普政府曾派官員秘密與委
內瑞拉軍方人員會面，討論推翻該國總統馬杜
羅一事，但最終決定不會協助。特朗普一直猛
烈批評馬杜羅的左翼政權。馬杜羅上月初發表
演說期間，險遭無人機飛近自爆暗殺。馬杜羅
把矛頭指向美國、哥倫比亞及其本土政敵；但
美方否認參與事件。

日準航母南海巡航 兩華艦監視
中日戰艦首次在南海狹路相逢，日本海上自

衞隊的「準航母」直升機護衞艦加賀號，近日在
南海航行，日本傳媒派攝製隊隨行，並於上周六
拍攝到，有兩艘中國海軍導彈護衞艦抵近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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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及地下大量免費停車位，大量特價貨品（只限在華北新店供應） 電話：403-262-6629

參茸燕窩海味藥材行
現已遷往新址為各界服務

華北新址：Bay 3 222 16 Ave, NE (Peter’s Drive In 對面)

←N
Esso

Peters’ Drive-In16 Ave NECe
nt

re
 St

 N 1 S
t N

E

Ed
m

on
ton

 Tr
ail

 N
E

$179/盒特價

$15.00/支

原價$29.99/支

特價

$3.99/磅

原價$4.99/磅

特價 $9.99/盒特價

$14.99/盒 $2.99/磅特價 $14.99/罐特價
原價$29.99/罐

$49.99/支

原價$59.99/支
特價

$16.00/磅特價 $5.99/磅

原價$6.99/磅
特價

原價$24.99/盒

$10.00/兩

原價$22.00/兩 原價$199/盒

$13.99/磅

$79.00/磅$29.99/磅 特價特價

靚蝦米

原價$4.99/磅

特價
原價$16.99/磅原價$20.99/磅

靚瑤柱粒 一級禿參

原價$129/磅原價$49.99/磅

海底椰果

原價$79.99/磅

特價 $49.99/磅

加拿大花旗參片

特價

棧橋阿膠

特價

金嗓子喉寶
原價$18.99/盒

靚柿餅 四川杜仲絲

一級銀杏 野山黑杞子 美人歸

Blueberry Pills 青提子乾特大麥冬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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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000億貨開刀前 白宮威脅再升級
中美貿易戰風起雲湧，美國總統特朗普

上周五不但揚言盡快落實向總值二千億美元
中國貨品加徵關稅，更威脅會有第三階段加
徵關稅，涉及二千六百七十億美元，等同向
全部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華府亦擬對涉
嫌以網絡攻擊，盜取美國知識產權的中國企
業，施以制裁。

華對美貿易順差擴大7%
中國海關總署上周六公布最新的數據顯

示，今年首八個月對美國出口一萬九千六百
億元（人民幣‧下同），自美國進口七千一百
四十一億元，對美貿易順差一萬二千四百五
十九億元，較去年同期擴大逾百分之七。

北美協定樂觀 中美糾紛堪憂
中美貿易戰未有平息迹象之際，美國總統

特朗普揚言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美媒引述政府官員及專家分析指，隨着白宮
在另一條貿易戰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修
訂談判，向目標更進一步，反映中美解決貿
易糾紛的前景愈來愈渺茫。

奧巴馬炮轟特朗普 施政失當 危害民主 誇大建樹
美國十一月中期選舉接近，前總統奧巴

馬上周五為民主黨站台，並罕有地狠批現任
總統特朗普，指斥他施政失當、危害民主、
誇大其經濟建樹，呼籲選民踴躍投票捍衞民
主。特朗普隨即開腔反擊，揶揄奧巴馬的演
說令人昏昏欲睡。

通俄案作假供特前幕僚判囚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競選幕僚巴帕多普洛斯

（George Papadopoulos）承認作假證供，於上
周五被判監禁十四日，是特朗普競選團隊首名
因通俄調查而入獄的成員。他試圖安排仍是候
選人的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事後向
聯邦調查局（FBI）隱瞞與俄國中間人的聯繫。
特朗普則嘲笑判刑太輕，通俄調查浪費公帑。

金正恩提棄核時間表 瞄準2021
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陷入僵局之際，北韓

領袖金正恩重申對完全無核化的承諾，更首
次提出棄核時間表。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表
示歡迎，又透露即將收到金正恩的親筆信，
預料內容正面。與此同時，美朝重新在板門
店展開會談，討論韓戰士兵遺骸問題。

馬雲傳日內將宣布退休 阿里否認
美國多間傳媒近日先後報道阿里巴巴集團

始創人馬雲即將退休的消息，其中《紐約時
報》指他計劃於周一的五十四歲生日當天，正
式辭任集團董事局主席一職，專注教育工作。
有內媒引述消息人士指，董事局主席一職將由
阿里現任首席執行官張勇接任。不過阿里公關
部就透過內媒作出否認，稱馬雲若計劃退休，
會正式向外界宣布。另有傳媒報道指，馬雲
下周一將公布其傳承計劃，培育新一代接手公
司，他會繼續留任而非退下來。

札幌變廢墟瀕斷炊
日本北海道周四凌晨的黎克特制六點七級

強震，傳媒指已增至最少二十二死，二十二人
失蹤，三百人受傷。雖然札幌的供電正逐步恢
復，但市民的生活仍未回復正常，近七千人仍
棲身在市內二百六十六個避難所內，面臨缺水
缺糧的危機。救援人員在重災區厚真町一間遭
山泥掩埋的住宅中，掘出一具少女屍體，她的
兄長負傷忍淚訣別，場面傷感。

目睹陸客有車接送 台人悲嘆如孤兒
日本先後遭颱風飛燕及地震襲擊，造成嚴

重災情，亦引發兩岸外交比併。一行百多人
的台中旅行團被困札幌，有團員無奈表示，
看到陸客全部被旅遊巴載走，慨嘆「第一次
感覺台灣人好像孤兒啊！」被指反應緩慢的
台駐日代表謝長廷，昨日下午已趕抵札幌協
助被困台客。

北韓洪災76死75失蹤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

指，北韓南部八月底起遭受大規模水災，導致
七十六人死亡、三十五人受傷，另七十五人失
蹤，更有一萬人無家可歸。該地區有多處出現
土石流，部分居民遭活埋，下落不明。IFRC
表示，正與北韓政府合作處理災情。

7.8級 斐濟海底巨震
南太平洋島國斐濟當地周四清晨發生黎克

特制七點八級地震，震央位於首都蘇瓦東南偏
東約一百零一公里的海底震源深度六百零九公
里，震動持續達二十分鐘。太平洋海嘯警報中
心聲明表示，無海嘯威脅。有網民表示，地震
發生一刻被震醒，並感到劇烈搖晃。

6.2級 厄國世遺塌牆
厄瓜多爾南部旅遊城市昆卡附近，當地時

間周四晚上發生黎克特制六點二級地震，有
建築物的外牆倒塌，至少兩人受傷。美國地
質勘探局表示，震央位於昆卡以北六十三公
里。昆卡市內有大量十六至十七世紀西班牙
殖民建築，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美四巨企聯署反加關稅
美國計劃再向二千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

加徵關稅，美國四大科技公司周四向華府發
出聯署信，要求把網絡設備及配件排除在加
徵關稅的中國商品清單之外，否則只會對美
國的利益帶來經濟損害，更拖慢發展及推出
5G無線科技。外界預料，華府最快周五宣布
展開第二階段的中國進口貨品徵稅。

習近平下周抵俄晤普京
中國外交部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下

周二至下周三前往俄羅斯海參崴，出席俄方
主辦的第四屆東方經濟論壇，期間將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會晤。有分析指出，在中美貿易
戰背景下，習近平出席該論壇旨在與俄方加
強經濟合作。

美貿戰最重一擊 二千億美元貨稅料今開徵
美方早前擬再向總值二千億美元的中國進

口商品加徵關稅，有消息指最快將會在當地
時間周四宣布實施，打出貿易戰以來的最重
一擊。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表示，美國和中
國之間的貿易談判進展良好，但華府不願意
和中國達成一份中國希望得到的協議。中國
商務部回應指，如美方再加徵關稅，中方將
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制。

北海道6.7級地震山崩地裂
日本今年天災不斷，繼日前遭強颱風「飛

燕」蹂躪，北海道在昨日南部凌晨又發生黎
克特制六點七級猛烈地震，持續達廿秒的震
動引發山崩地裂，民房坍塌，造成至少十一
死三百六十六人傷，另有三十九人失蹤，超
過六千人流離失所。北海道一度全域二百九
十五萬戶大停電，新千歲機場當日所有航班
取消，陸空交通全癱，旅客被迫滯留。

美印會談暗批一帶一路
美國與印度近年加強合作應對中國，兩

國周四在新德里舉行「2+2」會談，美方派
出防長馬蒂斯及國務卿蓬佩奧，與印度外長
斯瓦拉傑與防長西塔拉曼會面。期間蓬佩奧
暗批中國的一帶一路經濟計劃，指美印追求
基本權利及自由，同時預防外來的「經濟強
迫」。惟美印雙方在印度採購俄羅斯軍備及
進口伊朗石油等議題上有分歧。

英艦訪越前闖南海 遭中方驅離
英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一艘英國皇家

海軍軍艦日前駛向越南途中，在接近中國於
南海聲索的島嶼附近航行，以彰顯「航行自
由」，遭中方派艦船及直升機驅離。中國外
交部周四回覆英媒，強烈敦促英方立即停止
挑釁行為，免損害兩國關係大局；中方將繼
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衞國家主權和安全。

高官匿名爆料稱醞釀罷黜 白宮藏反特朗普同盟
美國《紐約時報》周三罕有刊登匿名評論

文章，作者宣稱是現任華府高級官員，批評總
統特朗普鹵莽及無道德，指自己與部分官員正
暗中阻撓及抵抗特朗普施政，更稱有內閣官員
想罷黜他。特朗普斥匿名發文者無膽，要求報
館交人。文章轟動美國政壇，外界猜測「白宮
內鬼」身份，副總統彭斯被指嫌疑最大。

文在寅月中「北上」平壤晤金
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南韓

政府宣布總統文在寅將於本月十八日至二十
日，在平壤與北韓領袖金正恩舉行任內第三
場首腦會談。青瓦台表示金正恩重申對完全
無核化的承諾，不但希望在美國總統特朗普
的首個任期於二○二一年結束前，實現無核
化及結束美朝敵對關係，更暗示駐韓美軍於
韓戰正式結束後毋須撤走。

關西機場恐需停運一個月
強颱風「飛燕」周二橫掃過後，日本一片

狼藉，死傷人數增至十一死六百八十四傷，
號稱「西日本觀光門戶」的關西國際機場大
水浸被迫關閉，加上連接市區的唯一大橋被
強風吹來的運油船撞毀，令五千人漫漫長夜
被困孤島，至周三才獲安排乘船或巴士「脫
身」。不少旅客怨聲載道，機場管理層在記
者會上道歉。日媒引述相關人士指，機場或
要一周後才重開，網傳消息更指最長可能耗
時一個月。

京都二條城著名神社受創
飛燕橫掃日本造成嚴重破壞，關西一度有

二百一十八萬戶停電，是阪神大地震以來最
嚴重，京都及奈良等地多個著名古蹟及景點
亦告受損，包括為人熟知的京都二條城、伏
見稻荷大社及奈良春日大社等，情況令人憂
慮。京都府教育委員會文化財產保護課周三
確認，當地已有十五件文物在風災中受損。

京都160小學生困營 直升機救援
強颱風「飛燕」橫掃日本，造成數以百計

的死傷，甚至有人在家中亦飛來橫禍，遭挾
狂風破窗而入的雜物擊中，死於非命。京都
有一百六十名參加野外學習營的小學生，在
風暴下被困山科區一間營舍，當局周三出動
直升機率先將病童救出送院。

紐總理為哺乳 調航班赴論壇
新西蘭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彼得斯周一到訪

瑙魯共和國，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預計周
三離開。總理阿德恩為爭取時間向女兒餵哺
母乳，選擇與彼得斯分乘兩機出發，並縮短
行程。有指她額外調動航班，令納稅人須多
付五萬至十萬紐元。

韓特使團抵平壤 金正恩接見
南韓總統文在寅特使團於周三上午抵達北

韓平壤，與朝方代表磋商本年九月的第三次
文金會舉行日期、完全無核化及建立持久和
平機制等議題。特使團獲北韓領袖金正恩接
見，並向他轉交了文在寅的信件。獲朝方設
宴款待後，特使團於晚上返回首爾。

華大豆庫存將盡豬價勢漲
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兩國不斷互加關

稅，影響陸續浮現。中國對部分美國農產品加
徵關稅，令出口至中國的美國大豆數量大幅減
少。外媒引述消息指，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大
豆進口國，大豆庫存或在明年首季耗盡，屆時
飼料價格或因此上漲，最終導致豬肉漲價。

台3.5億經援非洲唯一邦交國
近年多個邦交國陸續與台灣斷交，目前與

台有邦交的非洲國家只剩伊斯瓦蒂尼。有台
媒指，台灣的外交部已於下年度預算中編列
十三億六千萬元新台幣，用於援助伊斯瓦蒂
尼的社會發展和衞生醫療項目。

9月9日 (星期日) 9月8日 (星期六) 9月7日 (星期五) 9月6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六 

日 

至 

九 

月 

十
二 

日

COROLLA & RAV4

SUMMER HEAT
EVENT

2508 - 24 AVE NE
1 . 8 6 6 . 9 3 8 . 1 5 1 8

2017 COROLLA CE BURCEM-AA, 2017 COROLLA LE UPGRADE BURLEC-BA, 2017 COROLLA SE BURSEM-AA, 2017 RAV4 LE ZFREVT-BM, 2017 RAV4 LTD DFREVT-AM.  ALL MANUFACTURER INCENTIVES TO DEALER,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FREE IPADS ONLY AVAILABLE AT ADVERTISED PRICE.  NO PAYMENTS FOR 90 DAYS AVAILABLE THROUGH REGULAR BANKING INSTITUTIONS ONLY.  CASH/BANK FINANCE ONLY NUMBER.

首10名
買家可獲贈
免費iPad壹部

特價
$14219

每兩星期供款

84 個月分期 0.49% 貸款利率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2018 COROLLA iM2018 COROLLA iM$0首期

特價
$29,04000

2018 RAV42018 RAV4
LE UPGRADE PACKAGELE UPGRADE PACKAGE

Adam Boyd
New Vehicle

Sales Manager
403.291.2111

Joshua Buchanan
New Vehicle

Sales Manager
403.291.2111

Hieu Le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403.291.2111

James Gian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403.291.2111

Don Eam

柬埔寨語/英語
403.607.4853

Product Advisor

Jianyu Hou
Product Advisor
國語/英語

587.968.5036

Leo Li
Product Advisor
國語/英語

587.439.9066

特價
$17929

每兩星期供款

$0首期

84 個月分期 4.99% 貸款利率

2019 COROLLA2019 COROLLA
HATCHBACK SE
CVT UPGRADE PACKAGE
HATCHBACK SE
CVT UPGRADE PACKAGE

免供款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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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誌慶，卡加利多個華裔社團於9月10日（星期一）晚上，在華埠

富麗宮大酒樓聯合舉辦慶典晚宴。當晚特別來賓包括中國駐卡城總領事舘陸旭總領事、董彥領

事；亞省省議員Jamie Kleinsteuber, Karen Mcpherson,  Ric McIver, Richard Gotfried, 

Prasad Panda, 市議員朱文祥(Sean Chu)及Joe Magliocca, 各社團首長、代表等共三百人出席此

盛會。當晚大會司儀由李晌及陸偉斌擔任。大會先安排多個社團代表聯合演奏國樂迎賓。繼由卡

城福建同鄉會表演「歡天喜地賀國慶」腰鼓舞揭開序幕。隨即由國慶籌委會主席文偉建先生致歡

迎辭，繼而由陸旭總領事、多位亞省省議員及市議員朱文祥先後致賀辭。最後由晚宴籌委會副主

席夏來和先生致謝辭。當晚文娛表演節目，由多個社團聯合演出。豐富精彩，更有令人耳目一新

之感。所有來賓，皆盡興而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慶典晚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慶典晚宴

卡加利全僑聯合慶祝卡加利全僑聯合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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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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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是青少年最高級別的官方武術比賽，兩

年一屆，各國派出由6男6女運動員組成的國家隊參賽。第七

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於2018年7月12日19:00(巴西時間）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皇家金熙宴會大廳開幕！本屆武術世青

賽吸引了來自42個國家和地區的近700名各國挑選的頂尖專業

運動員, 於巴西時間7月12日-15日正式進行比賽。

由全國激烈競爭而選拔出來12名運動員組成的加拿大國家青年隊，

在主教練蔡耿章師傅的帶領下參加競逐套路比賽，套路比賽分為A、B、C三個年齡組，

包含長拳，南拳、太極拳、棍術、刀術，劍術、槍術等項目。在第一天的比賽中，來

自蔡耿章卡城太極武術院的蔡佳輝勇奪C組槍術亞軍，為加拿大奪得第一面獎牌，在第

二天比賽中來自同一學校蔡千惠再次為加拿大添一枚A組槍術銀牌，在第三天A組劍術

比賽中面對強手林立的亞洲國家隊，蔡千惠展現實力，脫穎而出，戰勝強手為加拿大

奪得唯一的一面金牌。也是她連續三屆世青賽奪冠，這是加拿大武術史唯一的紀錄，

在世界上也是罕有的。最後以蔡耿章師傅作為主教練不負重望帶領加拿大國家青年武

術隊以一金二銀二銅的成績居本屆世青賽獎牌榜第14位。

第三次登上武術世界冠軍寶座

蔡千惠世青賽衛冕成功

蔡耿章師傅帶領國家武術隊世青賽勇奪一金二銀二銅蔡耿章師傅帶領國家武術隊世青賽勇奪一金二銀二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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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芬太尼？ (What is fentanyl?)

芬太尼是一種由鴉片類藥物（用於治療
突發和持續性疼痛的化學物品）製成的強效
藥物。它比其他鴉片類藥物（如嗎啡、海洛
因或氧可酮）的藥效強100 倍。

販毒者經常把芬太尼當作假氧可酮出售。
買家可能認為他們購買的是氧可酮，但其實他
們購買的是另一種含有芬太尼和其他物質的鴉
片類藥物。在街上，這些藥物的綽號如下：

• 豆類(beans)

• 青蘋果(green apples)

• 蘋果 (apples)

• 陰暗八十年代(shady eighties)

• 八十年代 (eighties)

• 假氧 (fake oxy)

• 環保者(greenies)

為什麼人們要服用芬太尼？
(Why do people take fentanyl?)

人們服用芬太尼是為了幫助減輕其他藥物
收效甚微的疼痛（例如，癌症導致的疼痛）。
其他人可能會用它來得到欣快感或幫助睡眠。

芬太尼與氧可酮和其他鴉片類藥物有什
麼不同？ (How is fentanyl di�erent from 
oxycodone and other opioids?)

芬太尼的藥效比氧可酮和許多其他鴉片類
藥物要強得多。當口服或通過靜脈注射 (IV)

芬太尼時，它的藥效比其他大多數鴉片
類藥物都要強。

我如何確定我購買的是真正的芬太尼？
(How can I be sure that I’m buying real 

fentanyl?)

要確保您購買的是真正的芬太尼的唯一
方法是由醫生開處方。您可以按照醫生的指
示， 以推薦的藥量安全服用。然而，在街上
買的藥從來都不安全。

服用芬太尼會致死嗎？
(Can using fentanyl kill me?)

是的，如果您服用的藥量太多，就可能會
致死。芬太尼中毒的早期症狀可能包括：

• 瞌睡

• 呼吸困難（聽起來可能像打鼾）
• 呼吸淺慢
• 發冷，皮膚濕冷
• 對疼痛或人的聲音無反應

芬太尼最危險的副作用是可能會導致您
停止呼吸。

芬太尼會上癮嗎？ (Is fentanyl addictive?)

是的，芬太尼可以讓人上癮。如果您大量
服用鴉片類藥物，您可能會發現您產生了耐受
性，需要服用越來越多的藥物才能產生相同的
效果。您可能會在精神和身體上依賴芬太尼。

對芬太尼上癮的人在停用時可能會出現
斷癮症狀，包括：

• 心癮(渴求) 

• 出汗
• 流鼻涕、打哈欠
• 睡眠不安或無法入眠
• 乏力
• 噁心或嘔吐
• 胃痙攣
• 腹瀉
• 肌肉痙攣或骨痛
• 發冷或起雞皮疙瘩
• 感覺煩躁

輕度戒斷症狀一般在最後一次服用芬太
尼後 12 至 30 小時內開始。儘管最嚴重的症
狀會在幾天內消失，但可能需要幾個月才能
感覺恢復正常。鴉片類藥物戒斷症狀可能會
讓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因此最好在有監督護
理時停止服用。

如果我有解毒劑（納洛酮），服用芬太尼
是否安全？ (If I have the antidote (naloxone), is 
fentanyl safe to use?)

由醫生開具處方並按指示服用芬太尼是
安全的。芬太尼貼劑或含片會緩慢釋出藥物
。如果您為了獲得更強或更快的藥效而改變
藥物，您就可能會中毒。非法製造的芬太尼
含有未知數量的芬太尼成分，且可能含有其
他物質，如可卡因、海洛因和xylazine（給動
物服用以幫助減緩疼痛的藥物），使用者的
中毒風險較高。

納洛酮可消除芬太尼和其他鴉片類藥物
中毒的症狀。然而，納洛酮並非每次都有效
， 並且其藥效的持續時間可能短於鴉片類藥

物的藥效時間。

如果我看到有人服用芬太尼中毒該怎麼
辦？ (What should I do if I see someone who 
is poisoned from fentanyl?)

如果患者失去知覺、停止呼吸、胸部疼
痛或癲癇發作，應盡快撥打 911。如果患者停
止呼吸或沒有脈搏，立即開始實施心肺復甦
術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從
患者口中取出任何剩餘的藥片或皮膚上的貼
劑，以免患者吸收更多的芬太尼。如果您有
納洛酮，盡快讓患者服用。

如果我服用了芬太尼並且我認為我中毒了
，該怎麼辦？ (What if I have taken fentanyl and 
I think I have fentanyl poisoning?)

如果您認為您可能因服用芬太尼中毒，
請立即撥打 911。不要再服用任何藥物。如果
您正在使用貼劑，請將其取下，以免吸收更
多芬太尼。

我擔心我或他人誤用芬太尼。我能做什麼
？ (I’m concerned about my, or someone else’s, 
misuse of fentanyl. What can I do?)

如果您擔心自己或他人誤用芬太尼，或
者只是想了解更多有關藥物使用的信息，請
致電 1-866-332-2322聯繫成癮和心理健康24
小時服務熱線。

毒物和藥物信息服務(Poison and Drug 
Information Service, PADIS)是一項免費且保
密的服務，全時為所有阿爾伯特省居民提供
服務。工作人員對接觸毒品和毒物像芬太尼
等藥物的評估和管理方面有受過專門培訓，
請致電 1-800-332-1414 聯繫工作人員。

如需獲取全天候護士建議和一般健康信
息，請撥打Health Link 811

最後更新時間：2017 年 6 月 2 日

作者：毒品和藥物信息服務(PADIS)

來源：www.myhealth.alberta.ca

經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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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專業人員。

芬太尼常見問題
(Fentanyl 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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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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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Aspen Wood豪宅
豪宅區，兩層式，w/o土庫，專業裝修完
成，實用面積達5200呎，全屋共5睡房，2
書房，6個半浴廁，中央冷氣，實木地
板，暖氣4車房，裝修及設備豪華，可步
行至輕鐵站，名校林立。

獨立Bi-level，w/o土庫裝修完成，全屋共5
睡房，3全廁，總實用面積達1950呎，前進
雙車房，位幽靜內街，交通方便，近學
校、商場及公園。

二房、一浴廁，916呎，一暖氣車位。

兩層式，土庫另有一房，1302呎，3

房，2.5浴廁，連屋單車房。

兩層式，三房，2.5浴廁，1584呎，冷氣，
雙車房。

$2,388,000

$320,000

$449,000

$285,000
西北Evanston

獨立兩層，1442呎，3房，屋後雙車房。

$434,900

西北Lynx Ridge豪宅
獨立平房，裝修面積3400呎，w/o土庫。

西北Royal Oak
獨立兩層，2300呎，3房，雙車房。

請來電預約參觀

$489,900

西北Hidden Valley

西南Cougar Ridge城市屋

市中心Beltline柏文

東北Saddleridge城市屋

龍成商場主層，生意連物業  $320,000

超值投資、理想回報、潛質極高。位卡

城市內主要交通大道，直通洛磯山及班

芙，31套房旅館，穩定長途/短途客路。

今期特別推介

$4,600,000請來電查詢詳情

華埠香港花園
2房2浴廁，全新裝修，不連車位。廉讓。

$1,150,000

$439,900

$1,200,000

$619,000 $605,000

.trendweekly.com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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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www.orientalweekly.net

AC TIVE AUTO BODY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加設輪胎服務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 經驗技師
* 車身修理
* 免費估價

* 快捷便利
* 品質保證
* 取價公道

東
方

商
業
分
類

廣
告
熱
線
：

4
0

3
.6

1
7

.2
1

0
0

danny@
trendw

eekly.com

三
個
月
 (13

期
)  $155+G

ST / 每
個

六
個
月
 (26

期
)  $295+G

ST / 每
個

一
年

 
(52

期
)  $560+G

ST / 每
個

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舊碑加字    翻新修理  價錢特別優惠
中文服務    中文排字  特別妥當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先人墓碑，無需與殯儀福地同時購買，自行選擇，可節省大量經紀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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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英語、
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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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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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403-253-1333
Service Coordinator

Tony S Wong

403-253-1333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營 業 部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403-809-1318

Sales Consultant

國
、
粵
、
英
語

J M Wong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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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ie Vo

403-803-6888
Senior Product Advisor

Robert Cheung

403-667-7618
Product Advisor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EXAMPLE BASED ON A NEW 2018 CIVIC LX MT SEDAN, MODEL FC2E5JE FOR A 48-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48 MONTHLY PAYMENTS OF $256 LEASED AT 0.99% APR. 80,000 KILOMETRE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APPLI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2,288. LEASE OBLIGATION INCLUDES FREIGHT AND PDI OF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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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CIVIC BONUS IS AVAILABLE ON SELECT NEW AND UNREGISTERED 2018 CIVICS (EXCLUDING CIVIC TYPE R) AND IS APPLIED TO PURCHASE PRICE AFTER TAXES. OFFERS VALID FROM AUGUST 1, 2018 THROUGH OCTOBER 1, 
2018 AT PARTICIPATING HONDA DEALERS. OFFERS VALID ONLY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HONDA DEALERS OF ALBERTA LOCATIONS.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FFER VALID ON NEW IN-STOCK 2018 VEHICLES. WHILE QUANTITIES LAST.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AMVIC-LICENSE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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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IVIC LX SEDAN

0.99
LEASE FROM GET A

750
APR FOR 48 MONTHS
SELLING PRICE $21,472
(INCLUDES FREIGHT & FEES)

CIVIC BONUS

 ECON MODE BUTTON AND ECO-ASSIST™
SYSTEM TO OPTIMIZE FUEL EFFICIENCY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MULTI-ANGLE REARVIEW CAMERA WITH

DYNAMIC GUIDELINES

FEATURES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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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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