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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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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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
/位

$2499
/位

$2699
/位

$2699
/位

$2799
/位

$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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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AM - 11:00AM $69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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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FFET RESTAURANT 自助美食餐廳

在星期一晚上世界主要信用卡公司Capital One

有1億多美國和加拿大客戶信息被盜的消息被媒

體報道後，許多加拿大人不但擔心自己手裡的

Capital One信用卡會被人盜用、而且擔心自己

的身份會被人盜用，因為被盜竊的客戶信息除了

有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子郵件網址，還有

年收入、出生年月日等，有約1百萬客戶的社會

保險號碼也被盜。

受到Capital One信用卡客戶信息被盜影響的加拿

大人有6百萬人，美國客戶約1億人。

近年來，大量客戶隱秘信息被盜的事件不斷被媒體

曝光。比如2013年零售百貨連鎖店Target公司的7

千萬信用卡客戶的個人信息被黑客盜竊，隨後是家

居及建材連鎖店Home Depot公司5700萬客戶信息被

盜的事件；2014年，Marriott連鎖酒店有3億多客

戶的信用卡或個人信息被盜；2017年更是發生了雅

虎電子郵件系統被黑客侵入、30億用戶的個人信息

被盜的事件；2018年還發生了更加讓人擔心的事

件，這就是記錄客戶信用等級和監督客戶信用安全

的專業公司Equifax的網站都被黑客攻陷，1億4千

多萬客戶的信息被盜。

所以在發生Capital One信用卡公司1億多客戶信

息被盜事件後人們的第一反應是，“怎麼又來

了”！在近年來連續發生這麼多消費者信息被大

規模盜竊的事件後，專家們總結了幾點大家都應

該知道的事情。

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專家們認為，幾乎所有人

的個人信息都已被盜過。

專門關注網絡安全問題的記者Brian Krebs指出，到

現在差不多所有18歲以上加拿大人的個人信息都被

黑客光顧過；雖然媒體報道的這些客戶信息被盜事

件中，單單某次被盜可能還不至於讓盜竊者獲得一

個人所有的身份信息，也不意味著幾億人在今後的

生活中一輩子都要擔心不定甚麼時候會成為金融犯

罪的犧牲品；但幾次這樣個人信息被盜事件後，犯

罪分子就有機會購買黑市上售賣的個人信息、進行

綜合分析後就可以用來搞犯罪活動。

Capital One公司發表聲明說，將在幾天時間內通知

個人信息被盜的客戶，並將為這些客戶提供免費的

信用監察服務和提供免費的身份被盜保險；並特別

提醒客戶說，如果有人以Capital One信用卡公司的

名義打電話、要求對一些個人信息和賬戶信息進行

核實，這肯定是不法之徒的陷阱，因為

Capital One公司不會就信息被盜問題用電話

方式與客戶進行聯系；如果客戶遇到這種情

況應該立刻通知Capital One公司，並更改自

己上網辦理銀行業務的密碼。

在消費者個人信息被盜問題非常嚴重的情

況下，專家們認為目前只能靠消費者自己

提高警惕，要關注自己的信用卡賬單，如

果發現有非正常付款行動要立刻通知自己

的信用卡公司。

專家們認為，雖然被盜的消費者個人信息

會在網絡的某個角落存在很長時間、待價

而沽，但最危險的時間是不法分子得到這

些個人信息的頭幾天，所以要特別提高警

惕。加拿大魁北克省已經有人提出集體訴

訟，要向Capital One公司索賠以保護消

費者的權益。

魁北克省政府和加拿大聯邦政府也在考慮如

何加強政府法規以保護消費者個人信息安

全、迫使公司企業確擔負起保護其收集的消

費者個人隱私信息安全的責任。

關於信用卡信息被盜 
你需要知道的幾件事



02

Oriental Weekly   August 01, 2019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日本央行議息後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但在季度報告中稱，
通脹與經濟活動均面臨下行風險，並新增一旦通脹失去達
到2%目標的動力，會毫不猶豫加碼放鬆的措詞。當局未有
如市場預期修訂前瞻指引，日圓兌每美元周二曾升0.3%至
108.45。日本央行維持基準利率負0.1厘，並維持孳息曲
線控制及買債計劃。當局重申維持超低利率最少直至二○
年春季的承諾。據日本央行的最新通脹預測，當局等同預
期通脹於可見未來仍未能達到2%目標。當局將明年三月底
止財年的通脹預測，由原本的1.1%下調至1%，二二年三月
底止財年的通脹預測亦只有1.6%。

三菱UFJ銀行全球市場研究主管內田稔表示，儘管聯儲局
減息呼聲高漲，但日圓升值幅度有限，容許日本央行今次
維持幣策不變。強日圓會損害日本央行推動通脹上升的行

動。他續指，日本央行今次未有調整政策，或是因為修訂
前瞻指引的效果有限，當局亦可能保留政策板斧日後使用
。調查顯示，預期日央行下一步行動是加碼刺激經濟的受
訪經濟師比例，由上月的62%增至77%。

此外，憂慮英國無協議脫歐風險增加，英鎊周二跌穿1.22
美元，低見1.2119美元，跌0.82%。IG Markets分析員羅
達稱，英鎊跌穿1.22美元的合理支持位，未來數月或跌見
1.18美元。聯儲局周二開始議息，市場普遍預期將減息
0.25厘。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在Twitter再施壓，直言聯
儲局小幅度減息不足以抵銷歐洲與中國放鬆幣策的影響。
他周二續在講話中重申，若非聯儲局收水，道指可升多1
萬點，增長可達4%。

日本央行預告加碼放鬆幣策

社交平台Facebook（Fb）有意推出虛擬貨幣Libra的計劃，
備受市場關注，同時引起各國政府抨擊。Fb於最新的季度
報告中指出，受眾多因素困擾，原定於明年推出的Libra
可能押後面世，甚或面臨「夭折」的危機。該公司表示，
六月份宣布推出Libra計劃以來，隨即受到多個司法管轄
區的政府和監管機構嚴格審查，預計未來情況將會持續，
加上市場對Libra的接受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不能
保證Libra可如期推出，更有機會永不面世。Facebook亦
坦言，公司缺乏於虛擬貨幣及區塊鏈技術方面的經驗，或
不利於發展及銷售相關產品及服務。

事實上，Libra的計劃近期引起極大爭議，美國財政部長
姆紐欽曾警告，該產品可能被用於各種不合法的行為，而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亦曾表達憂慮。

虛擬貨幣面臨的監管或轉趨嚴厲，市場「一哥」比特幣難
免受牽連，其價格自本月反覆向下，相較六月份的高位大
跌超過三成。

彭博社引述分析指出，當美國國會夏季休會期結束，對虛
擬貨幣的監管審查，恐怕會更加嚴格。

Fb虛擬幣Libra恐胎死腹中

內地融資困難情況持續，法國外貿銀行報告指，內地今年
上半年的首次債券違約金額達140億元人民幣，按年漲56%。
展望未來，因內地政府冀於二○二○年前清理喪失自我發
展能力的「殭屍企業」，相信國有企業或私人企業的債務
違約規模將高踞不下。該行表示，上半年的所有債券違約
個案均為私人企業引致，部分為中小企及混改企業，反映
儘管得到內地寬鬆政策支持，相關企業仍存在融資壓力。
但該行預計，若未來違約規模擴大，並引致信貸風險傳播
危機，監管機構將會注入更多流動性，以緩解融資困難。

該行報告顯示，今年次季的在岸債券發行額按年僅升9%，
相較首季按年增長五成大幅減少。不過，數據顯示企業正

從債市上籌集新資金，而不是單純地「債冚債」，當中私
人企業的發債情況略為改善。截至第二季，整體在岸債券
利率微升，但金融機構及私人企業的利率維持穩定，反映
內地政策傾向將信貸引導至所需領域。該行預計，於內地
幣策維持謹慎前提下，在岸債券利率可望保持穩定。國際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指出，中美兩國重啟貿易談判，可減輕
內地出現經濟意外下滑的危機，內地實施新一輪寬鬆措施
支持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亦隨之減低，令其金融穩定性不至
於被進一步削弱。該行預計，亞太區主權信貸評級的下行
壓力，可望於未來數月緩和。

內地債違約上半年飆升五成六

空中霸王
梳打餅乾

娃哈哈牌
酸乳酪 (原味)

沙哥牌椰漿普蒂大督牌白醋
幸福比內牌
中式麵線

嘉慶牌
廣東炒米粉 天鵝牌醬油

加州菠菜

墨西哥
黃大樹菠蘿夏威夷黃木瓜

莎基歌牌飲品

中國紅蔥頭

新鮮豬肉眼扒
（原袋）

BC 油菜心 台灣椰菜

美國西芹

新鮮特級
雞腿連背 特級牛仔骨

新鮮小背脊
牛排 (原袋)

大番茄BC 日本南瓜中國紫心番薯

特級牛蹄

媽媽牌
即食麵

游水鯽魚

大甜橙

袛限 Sunridge 店!

新鮮豬扒

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楓葉牌熱狗腸

原箱
$1.59/磅

冬蔭功
蝦味

韓式
辛辣味

多款口味

不設
劏洗服務

指定口味

原味 辣味

加州黑布冧
Cali Black Plum

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8/02 - 08/05

1 4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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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醞釀「放水」令發達國家遍布負孳息債券，以美元和
歐元作為融資，來購買風險較高的新興市場貨幣變得更具
吸引力。追蹤八個發展中市場套息交易回報的指數顯示，
以美元作為融資購買這類資產的回報達到一八年五月以來
最高。舉例說，以美元作融資買入阿根廷披索的套息交易，
今年以來回約達15%，若以歐元作融資，回報更達20%。出
現套息交易的潮流，主要反映全球負孳息債券高達13萬億
美元，促使投資者在更為動盪的新興市場中尋找回報。

投資者勢繼續尋找機會，BlueBay資產管理建議以美元作
為融資，買入墨西哥披索、巴西雷亞爾和俄羅斯盧布。
BlueBay首席投資策略員賴利表示，對套息交易的需求反

映出聯儲局鴿派立場和美元上行趨勢受限制的事實。摩根
大通表示，美國聯儲局和歐洲央行放水，可能引發更多套
息交易。惟該行續指，儘管外匯套息交易往往會在經濟擴
張後期帶來正回報，但當新興市場增長大幅下滑時，回報
多數會變成負數。

外電分析顯示，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菲律賓為追逐回
報者提供機會，因為這些地方回報更高，而且到二○年的
預測經濟增速名列前茅。事實上，投資者以美元融資，買
入俄羅斯盧布和墨西哥披索，今年以來回報分別約14%和
6.3%；買入巴西雷亞爾和菲律賓披索的回報則分別為4.8%
和4.3%。

歐美利率趨降 套息交易勢增

一艘英國運油輪在中東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扣押，消息雖然
刺激國際油價上漲，惟未見爆升情況。有分析認為，美國
已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故中東局勢緊張對油價的影響已
今非昔比。霍爾木茲海峽是波斯灣通往印度洋的必經航道，
全球約三成海運交易石油是通過該狹窄水道輸往各地，石
油業界一直擔心伊朗封鎖海峽影響區內石油輸出。

加拿大皇家銀行環球商品研究主管Helima Croft認為今次
油價的反應，並非意味緊張局勢不會升級，而只是反映油
價不再是危機的領先指標。最大原因是，美國已超越俄羅
斯及沙特阿拉伯，成為全球最大產油國，加上目前石油交
易較多由電腦程式主導，交易員參與比率下降。此外，市
場現時關注貿易戰多過真正的戰爭。主攻能源衍生工具交

易的投資公司Again Capital，其合夥人John Kilduff亦
指出，美國石油產量激增至超過每日1,200萬桶，對供應的
潛在風險形成防火牆，且沙特阿拉伯擁有龐大剩餘產能，
這解釋了油價升幅有限原因。

花旗分析員認為，美國作為最大油氣出口國，當地的颶風
季節對全球油價的影響力大過中東緊張局勢，因石油設施
可在極短時間受颶風破壞，但復原卻需時數月或數年。美國
墨西哥灣地區現時每日出口逾700萬桶石油，包括250萬桶
原油、近150萬桶液化天然氣，以及300萬桶石油產品。花
旗料，未來數年美國將每年淨出口100萬至150萬桶石油，
大部分經墨西哥灣輸出。

中東局勢緊張 油價升極有限

騰訊控股與美國半導體製造商高通達成協議，雙方將在手
機遊戲及5G等領域展開全方面合作。受消息刺激，騰訊周
二股價曾漲1.5%，高見377.8元，收市漲幅縮窄至0.27%，
報373.2元，而七月至今累漲逾5.8%，暫時名列恒生指數
成分股漲幅榜第六位。騰訊與高通簽訂不具約束力的諒解
備忘錄，未來雙方將在數碼娛樂領域展開合作，包括在搭
載高通驍龍晶片的手機、遊戲內容及性能優化，並強化驍
龍Elite遊戲平台。同時，雙方會共同開發雲端遊戲及5G
遊戲等相關技術。騰訊高級副總裁馬曉軼期望，接下來與
高通的合作能利用各方的技術及研發專長，進一步推動遊
戲產業創新。

研究機構伽馬數據最新報告顯示，上半年內地遊戲市場用
戶規模達5.54億人新高，按年增5.1%，並帶動整體遊戲市
場收入增長逐漸回暖。上半年內地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1,163.1億元人民幣，增長10.77%。其中，移動遊戲市場
收入增18.76%至753.1億元人民幣。事實上，內地去年突
然暫停發放及審批遊戲版號（允許進行商業化），一度令
高速增長的內地遊戲市場驟降溫。美資券商花旗提醒，上
半年共有857隻國產遊戲及75隻進口遊戲取得版號，惟內
地政府似乎有意收緊遊戲版號審批過程，預期下半年新遊
戲審批數目將大削至約300至350隻，相信騰訊等大型開發
商料可受惠。該行認為，因目前每月僅批出一次國產遊戲

版號，且每輪獲批版號的遊戲數量均限制於20至30隻，相
信下半年新遊戲取得版號數量將降至不足上半年的一半，
惟騰訊等擁有大量優質遊戲儲備的大型開發商，有望搶得
更多市佔率，在產品發行渠道的議價能力亦會增加。

騰訊夥高通谷5G業務 帶挈股價

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一周經濟新聞

超Q牌米粉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

碧瑤牌
菲律賓腸仔

勤柏文牌
芥花籽油

100PLUS
補充體力飲品

勤柏文牌威化
雪糕筒/杯

樂天綠茶
朱古力批 大哥魚皮花生

幸福比內牌
印度馬駮魚 三魚牌魷魚

薩蘭加尼
已調味虱目魚

海洋媽媽牌
急凍熟蜆肉

三魚牌急凍
梭子蟹盒裝

幸福牌
急凍蝦米仔

爽口牌肉丸
(魚/蝦/墨魚)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原條大眼雞魚

美味精選
傳統手切臘腸

幸福牌竹莢魚

幸福牌龍脷魚柳

妮娜牌
去頭白蝦

好好牌
即食麵 SW牌菠蘿汁

海燕牌
黃線竹莢魚

Cocon牌椰果

美味精選特級
草羊粒連骨

好運餐包

新鮮Ｔ骨牛扒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Halal
清真

辣味

甜味

多款口味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袛限 Sunridge 店!

好運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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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OMFORT HEALTH DEPOTMEDICOMFORT HEALTH DEPOT
(北面店，近 Deerfoot Highway)

地址：#10-1216 34 Ave NE Calgary T2E 6L9

只需攜帶醫療卡 只需攜帶醫療卡 免費幫助申請免費幫助申請

壓力襪

訂 製 矯 形 鞋 墊訂 製 矯 形 鞋 墊

壓力襪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無需自付，均能獲得以下產品（些許條件限制）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無需自付，均能獲得以下產品（些許條件限制）

福 利亞省長者政府

福 利員工保險

星期一至五︰10am - 6pm
星期六　　︰10am - 5pm
星期日　　︰12pm - 5pm

營 業 時 間

電郵：info@medicomfort.ca
電話：403-984-041834 Ave NE

12
 S

T.
 N

E

32 Ave NE

D
ee

rF
oo

t H
ig

hw
ay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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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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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座電話︰403-282-6551

BO-RI KOREAN RESTAURANT
#35, 3616 - 52 AVE. NW CALGARY
(Sir Winston Churchill 中學對面，前漢江韓國餐廳)

BO-RI KOREAN RESTAURANT
#35, 3616 - 52 AVE. NW CALGARY
(Sir Winston Churchill 中學對面，前漢江韓國餐廳)
訂座電話︰403-282-6551傳統韓國美食傳統韓國美食

Bibim Dumplings
韓式餃子
Bibim Dumplings
韓式餃子（7隻）（7隻）

Steamed Dumplings
蒸餃子
Steamed Dumplings
蒸餃子 （7隻）（7隻）

Gyoza Dumplings
日式餃子
Gyoza Dumplings
日式餃子（7隻）（7隻）

Noodle with Cold Broth 濃湯冷麵Noodle with Cold Broth 濃湯冷麵Bibim Cold Noodle 韓式冷撈麵Bibim Cold Noodle 韓式冷撈麵

夏日全新推介夏日全新推介 全新推出餃子頭盤全新推出餃子頭盤

$600$600$600$600

原價
$1500

冷麵半價優惠冷麵半價優惠

50% OFF50% OFF
特價 $7.50特價 $7.50

每款每款

CHINATOWN STREET FESTIVAL 2019CHINATOWN STREET FESTIVAL 2019

11am-7pm

免費入場 風雨不改

8月17日
（星期六）

本
年
主
題

“
絲
綢
之
路
”

本
年
主
題

“
絲
綢
之
路
”

*多元文化民族表演

*Calgary Flames “Family Fun Zone”
*國際美食攤位

*啤酒樂園

*文化/手工藝/

商品展銷攤位

展銷攤位全部租出
多謝支持

兒童壁畫區

卡城火焰隊

家庭歡樂區卡城火焰隊

家庭歡樂區

媒體支持媒體支持銀贊助銀贊助白金贊助白金贊助 銅贊助銅贊助

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 net

卡 城 華 埠 發 展 基 金 會卡 城 華 埠 發 展 基 金 會 Korean Weekly NewsKorean Weekl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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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net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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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19 - 1423 Centre St. NW (聯達二樓19號)

Junevillage Facials & Cupping Therapy
艾美醫療美容、拔罐、艾灸

精油 刮痧 撥筋 排毒
 精油起痧、走罐通絡 $30起/半小時，艾灸
 G5 Cellutec減肥 $60/一個半小時

 中西結合治療青春痘及淡斑

 精油起痧、走罐通絡 $30起/半小時，艾灸
 G5 Cellutec減肥 $60/一個半小時

 中西結合治療青春痘及淡斑

電話預約：587-834-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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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情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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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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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8月7日
本 周 特 價

8月1日－8月7日

BC 蘋果BC Sunrise Apples

0.38/lb

椰菜Green Cabbage

3.98/ea1.28/lb

BC 青豆仔 本地長英青瓜 (5磅裝)BC Green Beans Local Long English Cucumbers (5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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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搜羅最新鮮及價廉物美蔬果

H&W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H&W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凡購物滿 $ 3 0 即可獲贈3磅袋裝洋蔥凡購物滿 $ 3 0 即可獲贈3磅袋裝洋蔥

0.98/lb

1.48/ea

士多啤梨 (1磅裝)

0.98/lb

本地無莖百加利

3.88/ea

本地紅蘿蔔 (5磅裝)

1.38/lb

白肉桃 / 白油桃White Peaches or White NectarinesLocal Carrots (5 lb)Strawberrys (1 lb) Local Broccoli Crowns

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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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有盡有自助餐包括︰
燻雞、薯蓉、時蔬、沙律及甜品

免費
參加

夏日角子機大賽夏日角子機大賽
時間由下午二時起時間由下午二時起 可贏取現金獎及獎品可贏取現金獎及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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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重啟貿談暗戰上海灘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昨日在上海揭幕，美

國財長姆紐欽和貿易代表萊蒂澤當日已抵
達上海，當晚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等
中方官員，在上海外灘的和平飯店晚宴，
今天則在西郊賓館展開磋商。美國總統特
朗普同日在Twitter發文，批評中國總是在
最後一刻按自身利益更改協議，又炮轟中
方仍沒迹象兌現購買美國農產品的承諾。
特朗普：中國歐盟藉減息傾銷貨品
中美周二在上海重啟貿易談判前夕，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平台發文，
估計歐盟與中國將會進一步減息，以讓
更多貨幣流入其貨幣系統，令生產商更
易銷售貨品。
Google華為被指關係密切
遭美國政府制裁的華為被指與Google

關係密切，美媒周一披露，華為在今年
五月被列入實體清單前，雙方已多次合
作。華為方面周二就指，海外手機在實
體禁令後受影響，目前已恢復八成水
平，美供應商亦逐漸恢復供貨。
三藩市州立大學 關孔子學院
中國政府在全球多間大學資助設立孔子

學院，因被懷疑是間諜及洗腦組織，遭美
國多間大學關閉後，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
（SFSU）日前亦決定關閉校內的孔子學院，
結束與北京師範大學長達十四年的合作關
係。截至今年一月，美國的一百零五間孔
子學院中，已有十三間關閉或決定關閉。
巴西監獄幫派仇殺57死
巴西北部帕拉州阿爾塔米拉監獄內兩

大幫派，周一疑因搶奪販毒地盤爆發騷
亂。混亂間有囚犯在監房放火，令多人
窒息；現場槍聲與尖叫聲此起彼落，猶
如煉獄。歷時五句鐘的血腥廝殺，造成
最少五十七名囚犯死亡，其中十六人遭
斬首，部分囚犯更把人頭當足球踢，來
慶祝「勝利」。這已經是該國今年內第
二宗監獄大型流血慘案。
蓬佩奧續留任 不排除角逐總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二出訪亞洲，將

到泰國曼谷出席東盟地區論壇。他出發
前表示，希望重啟與北韓無核化工作級
別會議，又指希望中國加入美俄間的《
中程導彈條約》戰略對話。中國外交部
回應稱，不同意該條約多邊化。
約翰遜邁向硬脫歐 蘇格蘭擬公投
英國新任首相約翰遜周二與愛爾蘭總理

瓦拉德卡通電，矢言不會在與愛爾蘭的邊
界設置實體海關檢查或基建。他早前與蘇
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會面時稱，有信心可
有協議地脫歐，惟對方批評他正將英國推
向硬脫歐的不歸路，揚言蘇格蘭會視乎情
況考慮二次獨立公投時間表。

華府邀英法德 波斯灣護航

波斯灣局勢持續緊張，美國駐柏林大使
館周二表示，華府正式向德國尋求合作，
連同法國及英國，共同參與海上任務以維
護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對抗伊朗威脅。

解放軍海峽演習 台指未越中線

解放軍周日先後在浙江舟山群島及福建
東山島海域展開一連五天軍事演練，兩岸
都有專家認為演習區域部分已越過台海中
線，台灣的國防部周二急出面反駁。

競選總部設高雄 韓國瑜創歷史

已獲提名代表國民黨競逐總統之位的
高雄市長韓國瑜，成為歷史首位競選總
部設於高雄的候選人，國民黨高雄市黨
部副主委楊敏郎周二證實消息。楊敏郎
表示，高雄市黨部是韓國瑜的發迹地，
將其打造成大選總部，是韓的政治風
格，若他學對手花數千萬元新台幣去搭
建一個豪華總部，不符合「庶民總統」
形象，又指市黨部會全力協助、配合
韓，「現在很多空間都已清空，至於如
何運用，將交由韓的團隊規劃」。

內蒙古姦殺案真相永成謎

廿三年前震驚全國的內蒙古姦殺案，因
當地執法部門為盡快破案，咬定報案的男
子呼格吉勒圖就是兇手，在證據不足的情
況下將他槍決。至二○○五年男子趙志紅
自認是真兇，昨日上午被執行死刑，他伏
法前拒與親人見面。但最高人民法院指，
趙落網後主動招認一切，現有證據仍無法
證明他就是真兇，因他還犯下十七宗嚴重
罪案，包括殺害六人、強姦十二名幼女及
婦人，故核准其死刑判決。

廣東安保誓師 特警方陣無人機亮相

廣東公安機關周二早上在佛山舉行中
共建政七十周年安保誓師大會暨夏季大
練兵啟動儀式，展示了特警、防暴警等
十八個方陣，共有三千七百名隊員參
加。會上亦有警用車輛、直升機、無人
機等裝備亮相。
香港中上環大戰44人控暴動罪 千人夜圍警署

周日在中區舉行的反對修訂《逃犯條
例》集會再次演變成激烈示威衝突，示威
者晚上在中上環與警方爆發激戰，警方拘
捕四十九人，昨日正式落案控告其中四十
四人暴動罪，大部分為學生，亦包括一名
機師；另有一人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全
部人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由於大批
被落案人士昨晚被通宵扣留葵涌警署，等
候今早提堂，約千名市民昨晚在警署外聲
援，並與警方爆發激戰，混亂間有警員一
度擎長槍指向示威者。消息指，警方已預
期大批人士分別在葵涌警署及東區裁判法
院外聚集，將提升警力戒備。

陸越中線軍演 台射導彈示威
中美即將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前夕，兩

岸同時軍演，台海戰雲密布；浙江和廣東
海事局先後在周日及周一相繼發布有關於
軍事活動的航行警告，顯示解放軍正在浙
江舟山島及福建東山島附近海域，舉行大
規模海陸空三軍聯合演習，涉及東部及南
部兩大戰區。有台媒指，東山島演習範圍
越過台海中線；而台灣軍方就試射各型導
彈回應，包括有F16戰機空射型魚叉反艦
導彈，模擬攻擊解放軍艦艇。
槍手血洗美食節 三藩市4死60傷
美國加州三藩市市郊一年一度的最大

型美食節，周日發生槍擊案，造成至少
四人死亡，包括槍手及一名六歲男童，
另有六十人受傷。槍手為十九歲的白人
男子勒甘，當時身穿軍裝及手持半自動
步槍，向場地亂槍掃射，他的行兇動機
未明。警方其後擊斃槍手，並指有一名
同謀在逃，但其角色未明。
與特朗普不咬弦 美情報總監請辭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一直與情報界不

咬弦，美媒引述消息指，在俄羅斯、北韓
等問題屢與總統特朗普有分歧的國家情報
總監科茨，已於周日請辭，下月十五日
正式離職。特朗普同日在Twitter宣布消
息，並提名其支持者、德州的共和黨眾議
員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接任。
由於上述職位需由國會批准提名，特朗普
會另覓署任人選。
王金平避答參選總統或當韓國瑜副手
國民黨周一正式提名高雄市長韓國瑜參

加明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擁有地方人脈的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是否會參選到底，或擔
任韓的副手，備受外界關注，而民進黨就
繼續批評韓未有做好市政就參選。
傳京反對美分階段撤關稅
中美第十二輪貿易談判將於周二至周

三在上海舉行，這是雙方自五月華盛頓
談判觸礁以來首次正式會面。外媒指，
雙方在撤銷關稅、保護知識產權及結構
性改革等關鍵議題上仍未縮窄分歧。預
料本輪談判不會取得突破，雙方或互釋
善意，中方擬增購美國農產品及貨物，
美方則允許向華為供應零件。
中馬合作建運12組裝廠
馬來西亞傳媒周一報道，該國航空企業

UA Aerospace公司將與中國哈爾濱通用飛
機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在吉打州亞羅士打
機場建造運輸機「運12」的組裝廠，耗資
約四億令吉，預計二○二一年竣工。
李鵬舉殯 天安門下半旗致哀
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上周一在北京

病逝，終年九十一歲，其告別儀式周一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遺
體同日在該公墓火化。

貿談前 英媒指華或限稀土供應增籌碼
英媒報道，中國六月向美國出口的稀土

磁鐵較五月下降3.9%。在中美周二重啟新
一輪貿易談判前夕，外界關注中國將限制
稀土產品供應，作為貿談籌碼。
特朗普批評黑人議員 再被轟歧視
美國總統特朗普被指再發表種族歧視言

論，上周六批評一名巴爾的摩選區的民主
黨黑人眾議員多管閒事，建議對方花時間
清理自己「惡心」的選區，而非批評邊境
人員在美墨邊界的工作。民主黨國會領袖
佩洛西力撐黨友，反對特朗普的言論。
北韓漁船越界 南韓艦艇攔截搜查
南北韓關係緊張之際，北韓一艘漁船上

周六晚越過兩韓東海分界線，韓軍艦艇攔
截及派人登船。漁船有三名船員，有人身
穿軍服，他們宣稱航向出錯誤闖。
再圍中聯辦 血戰西環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浪潮愈演愈

烈，繼上周日中聯辦遭示威者突襲、國徽
受辱後，昨日上環非法遊行再度以中聯辦
為攻擊目標，進一步衝擊一國兩制。警方
在中聯辦前築起防線，令示威者未能接近
中聯辦，只能在外圍聚集。晚上近七時警
方開始由西向東的路線驅散示威者，沿
途發射數以十計的催淚煙及橡膠子彈，示
威者則不斷後退，不時向警方投擲磚塊，
甚至製作紙皮火燄手拖車衝擊警方防線。
多名示威者在警方清場期間被拘捕，有示
威者更被打至頭破血流。鑑於本港局勢
緊張，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於今日「罕有
地」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闡述對香港
當前局勢的立場和看法。
港局勢失控 中央勢介入
元朗上周日發生白衫軍追打市民暴力事件，

惹來全城怒吼，網民遂發起上周六「光復
元朗」遊行，以及昨日中上環遊行以示抗
議，雖然警方對兩個遊行均發出反對通知
書，惟仍有大批市民參與遊行示威，示威
者更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有學者指出，
示威者在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下仍參與遊
行示威，有關制度已名存實亡，形同虛
設，港府正面對「進又唔係，退又唔係」
的局面，料中央介入機會將愈來愈多。
韓國瑜痛罵蔡英文「執政3年 台倒退30年」
台灣的高雄市長韓國瑜周日獲國民黨正

式提名，代表該黨參加明年的總統大選，
挑戰獲民進黨提名競逐連任的蔡英文總
統；韓呼籲國民黨和所有人民團結，打贏
這場攸關台灣生死的保衞戰，拉無德無能
的蔡政府下台，並批評蔡「執政三年，倒
退三十年」，經濟敗壞，人民痛苦，民主
倒退，海峽兩岸陷入戰爭危機，強調只有
國民黨執政，台灣才會有穩定發展、兩岸
關係得以平和。

7月31日 (星期三) 7月30日 (星期二) 7月2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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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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

tr
ee

t N
E

5 AVE. NE33
 S

tr
ee

t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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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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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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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個合作景點享有入場優惠。

包括景福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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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愛3D美術館等。

韓 國 首 爾 5 天 3 晚 隨 意 樂 遊 遊
出發日期：2019年9月1日-11月30日

卡城出發 包停中國（瀋陽/大連/西安/廣州/北京/上海）
* * 包 括 韓 國 4 8 小 時 轉 轉 卡 * *

首爾轉轉卡

4 8 小 時 玩 轉 韓 國 轉 轉 卡4 8 小 時 玩 轉 韓 國 轉 轉 卡

音樂劇「CHEF」（7折）、功夫喜劇「JUMP」(75折)、東大門都塔免稅店（店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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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優惠
加盟店

雙人房：$998起  另加稅$450（ 機 票 + 酒 店 套 票 ）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雙人房 $1038起    
雙人房 $1038起    
雙人房 $998起   
雙人房 $998起 

Nine Tree Premier Hotel 
Hotel President 
Hotel Shinshin 
ULJiro Co-op 

停中國另加稅 $450  停臺灣另加稅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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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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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晚 首 爾 酒 店 自 選3 晚 首 爾 酒 店 自 選

雙人房：$998起  另加稅$350卡城出發 包停臺灣臺北（機票+酒店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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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談重啟前 美先潑冷水 特朗普逼世貿 
遏制中港澳
中美官員周二起在上海舉行新一輪貿易

談判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向世界貿易組
織施壓，要求不再容許中國大陸及港澳以
發展中經濟體名義，獲得不公平的貿易待
遇。他又指控中方採取「拖字訣」，認為
明年美國大選前難達成協議。
英美首腦通電話 允達自貿協定
英國新任首相約翰遜上周五與美國總統特

朗普通電話後，承諾兩國將達成一個「雄
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他又稱自己會
履行承諾，在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帶領英國
脫歐，並強調絕對不會在該脫歐限期前，
提前舉行大選或發動另一場脫歐公投。
報復數碼稅 美擬向法開徵酒稅
法國國會早前通過對科技企業徵數碼

稅，稱要糾正巨企壟斷、避稅及侵犯私隱
的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批評法
國總統馬克龍愚蠢，表明會「大報復」，
向法國酒開刀。法國經濟部長勒邁爾在不
久後回應，會按計劃徵收數碼稅。
北韓試射導彈 美核潛艇奔赴半島
北韓在美韓軍演前夕試射短程彈道導

彈，令朝鮮半島局勢再度緊張。雖然美國
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稱這不威脅美方，但美
軍攻擊核潛艇已駛入南韓。美媒更指北韓
可能自去年第一次美朝峰會以來，已經生
產十二枚核彈，核彈總數或多達六十枚。
美艦越台海解放軍海空監視
台海緊張局勢持續升溫，中國大陸上周

三發布國防白皮書警告「台獨」，美國導
彈巡洋艦安堤坦號同日通過台灣海峽，被
解放軍軍艦戰機全程監視，期間日本自衞
隊及台灣的艦機亦一度加入對峙，氣氛緊
張。解放軍四艘軍艦隨即於翌日，通過宮
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台媒推測大陸軍艦
或繞台航行，及參加福建東山島軍演
元朗萬人大混戰 圍村外攻防惡鬥 市中

心打到七彩
「光復元朗」非法遊行演變成大規模警

民衝突，市中心六大戰場催淚煙四起、海
綿彈及橡膠子彈橫飛。逾萬名身穿黑衫的
示威者為報復上周日白衫軍在元朗站無差
別毆打途人，昨午在俗稱元朗大馬路發起
東西包夾非法遊行，兩小時後即令市中心
戰事四起，手持木盾、鐵枝示威者不斷衝
擊警方防線及投擲磚頭等雜物，警方施放
至少廿發催淚彈及十發橡膠子彈還擊，令
整個市中心被白煙吞沒。雙方拉鋸至晚上
九時許，再爆發第二輪激烈衝突，更由街
頭打入西鐵站，警方出動胡椒水及噴霧，
示威者用滅火筒及滅火喉還擊，展開另一
場站內「困獸鬥」。元朗衝突共造成十七
人傷、十人留院，其中兩人情況嚴重。

特朗普連任工程 美聯邦政府恢復執行死刑

各國近年陸續廢除或暫停執行死刑，
令處決人數跌至新低。惟美國司法部長
巴爾周四宣布，聯邦政府將恢復暫停十
六年的死刑政策，安排五名殘殺兒童的
死囚擇日處決，並形容政府有責任為受
害者及家屬執法。但有輿論批評，總統
特朗普在死刑問題上開倒車，純粹是為
爭取政治籌碼連任。

巴西8匪冒警闖機場 2分34秒 劫金四千萬

巴西聖保羅國際機場周四下午發生驚天
劫案，八名喬裝警員的持槍劫匪乘警車闖
入貨運站，在短短兩分三十四秒內火速劫
走七百五十公斤重、總值四千萬美元黃金
及貴金屬。初步調查指，劫匪事前綁架了
一名機場職員及其八名家屬，獲得內幕消
息後攔途截劫，事件中無人受傷。

澳洲23招打擊Google Fb收集數據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周
五宣布，將收緊對美國科網巨企Face-
book（Fb）及Google的私隱及廣告政策
限制。ACCC計劃建立全球首個針對科技
企業的監察部門，打擊不當儲存或使用
用戶數據的科企。

貿戰焚身美增160億補貼農民

中美重啟貿易談判前夕，美國大手補貼
農業，冀增加談判籌碼。農業部長珀杜周
四宣布向受貿易戰影響農民發放合共一百
六十億美元的第二輪補貼，並指摘中國不
跟從貿易規則，華府不會容忍。美國大豆
協會則稱豆農已失去耐性，但強調他們仍
支持總統特朗普。中方對此未有回應。

讚加拘孟晚舟 美議案斥華報復

加拿大早前應美國要求，扣留中國科
技巨企華為的太子女孟晚舟後，中國先
後扣留加國前外交官康明凱與公民斯派
佛。美國國會有眾議員提出動議，要求
華府對兩名加國公民在中國被扣時曾受
不當對待表示關切；又讚揚加國忠於法
律，扣留孟晚舟。

FedEx扣華為包裹 官媒：絕非誤寄

美國聯邦快遞（FedEx）被指把多個亞
洲地區之間投遞的華為包裹，扣起或送
到美國總部。FedEx中國分公司稱為誤
寄，表達歉意，內地官媒周五引述中方
批評其說法不實，稱國家有關部門將深
入調查，再決定FedEx將面臨的後果。

韓國瑜明獲提名選總統 郭台銘拒出席
國民黨大會

國民黨明日將召開全代會，正式提名高
雄市長韓國瑜為該黨的台灣總統候選人。
敗選後動向備受關注的鴻海前董事長郭台
銘，則以歐洲考察為由拒絕出席。

美艦同日穿越台海挑戰武統論
中國大陸周三發表國防白皮書，強調

不放棄對台動武捍衞國家統一之際，美
國海軍一艘導彈巡洋艦同日穿越台灣海
峽，這是美艦本年內第六次穿越台灣海
峽，大陸外交部對此表達關切，敦促美
方勿損害雙方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有
分析指，由於近來陸美關係緊張，事件
勢必激怒北京。另有美國議員透露，
國會近日亦將收到行政部門向台灣出售
F16V戰機的通知，料將獲得批准。
華批域外國家插手南海 威脅穩定
中國駐東盟大使黃溪連周三出席在印

尼雅加達舉行的「中國—東盟媒體高峰
論壇」後表示，以「趨穩向好」、「積
極進展」和「外部干擾」等關鍵詞描述
當前南海形勢，強調南海和平穩定的最
大威脅來自域外。
美指買大豆 華稱上海貿談無關採購
中國商務部周四公布，第十二輪中美

高級別磋商將於下周二至下周三在上海
舉行。美媒則引述消息指，中國已允許
五家公司，從美國進口二百萬至三百萬
噸大豆，是次採購將獲得豁免加徵懲罰
性關稅。
美禁聯邦採購中車及比亞迪
中美貿易糾紛進一步發酵，戰線更延伸

至公共交通系統。在美國國會審議的年度
國防政策案中，議員提出禁止美國交通部
利用聯邦資金購買中國製列車和巴士，限
制措施預料將獲通過，其中一家最受影響
的公司中國中車指法案聳人聽聞。
被指軍機闖韓領空 俄允調查
俄羅斯一架A-50預警機周二進入南韓

宣稱擁有的獨島領空，遭韓軍戰機開火
警告。事隔兩日後，兩國官員在南韓首
爾國防部大樓磋商，韓方提出相關資
料，俄方承諾展開調查，惟未承認軍機
闖入南韓領空。
蔡英文首回應隨扈走私香煙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隨扈被爆利用專

機、特遇通關等方式走私大批香煙返
台。負責專機的中華航空（華航）空中
免稅品黃姓男組長被台北地檢署約見調
查，華航董事長謝世謙周四鞠躬道歉。
蔡英文同日首度回應，已指示有關部門
接受徹底清查、檢討及人事調整；對於
有傳總統辦公室等有關同事涉案，已要
求國安局長查明及提交報告。
郭台銘粉絲聯署撐續選總統
前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在國民黨初

選落敗後動向未明，其支持者的Facebook
群組周四發布連署，爭取及支持他參選來
屆台灣的總統，批評現有參選人無力處理
社會問題。另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近期被
揭擁多套房產、沒做好市內排水等問題。
韓周三到市內登革熱疫區，期間爬樹查看
積水及蚊患情況，被外界批評做騷。

中美貿談7‧30上海重啟

美國白宮周三宣布，中美兩國下周二
恢復貿易談判，地點由過往的北京改為
上海。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與財長姆紐
欽等美方官員，將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為首的代表，展開面對面的貿易談
判，內容將會觸及知識產權、強制技術
轉移、非關稅壁壘、農業、服務、貿易
逆差、執行機制。總統特朗普表示，仍
然希望與中國達成全面貿易協議，以換
取撤銷對華加徵的關稅。

台獨是死路大陸不棄武統

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周三發表《新時代
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形容世界目前形
勢並不太平，重申永不稱霸、永不擴
張、永不謀求勢力範圍，而在台灣問題
上則措詞強硬，強調中國必須統一、也
必然統一，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如果
有人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解放軍
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予以挫敗，捍衞
國家統一，並明確表明要打壓「台獨」
等分裂勢力。

京：中俄軍機巡航未進他國領域

南韓指多架中國及俄羅斯軍機近日飛
入該國防空識別區，韓軍戰機曾開火發
射機炮子彈示警。中國國防部周三則
指，中俄首次在東北亞地區進行聯合空
中戰略巡航，強調兩國軍機嚴格遵守國
際法規定，未進入他國領域。

米勒重申 通俄調查報告沒證明特朗普清白

負責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通俄案的特
別檢察官米勒，周三到國會出席眾議院
司法委員會和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他
表示早前提交的通俄調查報告是證供，
不會推翻其中內容，但重申報告沒有證
明特朗普清白。特朗普則在社交網炮轟
通俄調查。

不和升級 日擬將韓剔出白名單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訪日韓
調解兩國糾紛之際，日本計劃進一步加
強對韓出口管制，有意把該國剔出簡化
戰略貨品出口的名單。南韓周三敦促日
本立即撤回相關措施，並就日方重提擁
有獨島主權一事，要求對方「掃好自家
門前雪」。

蔡英文專機運私煙 愈揭愈臭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出訪期間，有隨扈
利用其專機、特遇通關走私香煙返台，
案情愈揭愈多。台媒報道，涉案的台國
安局少校吳宗憲已交出一份涉及五十人
的「走私團購名單」，當中包括各部門
及貴婦團成員。當局正調查貴婦團與國
安人員的關係，至於吳與另一名官員張
恒嘉，目前已被羈押禁見。

7月28日 (星期日) 7月27日 (星期六) 7月26日 (星期五) 7月25日 (星期四)

二 

零 

一 

九 

年 

七 

月 

廿 

五 

日 

至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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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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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個合作景點享有入場優惠。

包括景福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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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麗愛3D美術館等。

韓 國 首 爾 5 天 3 晚 隨 意 樂 遊 遊
出發日期：2019年9月1日-11月30日

卡城出發 包停中國（瀋陽/大連/西安/廣州/北京/上海）
* * 包 括 韓 國 4 8 小 時 轉 轉 卡 * *

首爾轉轉卡

4 8 小 時 玩 轉 韓 國 轉 轉 卡4 8 小 時 玩 轉 韓 國 轉 轉 卡

音樂劇「CHEF」（7折）、功夫喜劇「JUMP」(75折)、東大門都塔免稅店（店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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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優惠
加盟店

雙人房：$998起  另加稅$450（ 機 票 + 酒 店 套 票 ）

（尚有其他選擇，不能盡錄）

雙人房 $1038起    
雙人房 $1038起    
雙人房 $998起   
雙人房 $998起 

Nine Tree Premier Hotel 
Hotel President 
Hotel Shinshin 
ULJiro Co-op 

停中國另加稅 $450  停臺灣另加稅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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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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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晚 首 爾 酒 店 自 選3 晚 首 爾 酒 店 自 選

雙人房：$998起  另加稅$350卡城出發 包停臺灣臺北（機票+酒店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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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妊娠糖尿病？

(What is gestational diabetes?)

如果在您懷孕期間，您的血糖首次變得過

高，您即患上了妊娠糖尿病。當寶寶出生後，

血糖通常會回到正常水平。

高血糖會對您和您的寶寶造成多種問題。

您的寶寶可能會長得過大，導致分娩時出現問

題。您的寶寶還可能天生低血糖。但經過治療

，大多數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都可以控制她

們的血糖水平並生下健康的寶寶。

相比其他女性，患過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在

將來更有可能患上二型糖尿病。但您可能可以

預防或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嚴重性，方法是維持

健康的體重、吃健康的食物並增加您的體能活

動。

妊娠糖尿病是由什麼導致？

(What causes gestational diabetes?)

胰腺會產生一種稱為胰島素的激素。胰島

素會幫助您的身體正確使用和儲存來自食物的

糖份。這會讓您的血糖水平保持在目標範圍。

當您懷孕後，胎盤會產生一些激素，這些激素

會讓胰

島素更難發揮作用。這稱為胰島素抗性。

如果孕期女性的胰腺無法產生足夠的胰島

素來讓血糖水平維持在目標範圍，可能就會患

上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的症狀有哪些？

(What are the symptoms?)

由於妊娠糖尿病可能不會產生任何症狀，

請務必通過檢驗確認是否患有妊娠糖尿病。

孕期女性出現糖尿病症狀，本身有可能一

直患上另一類型的糖尿病，但她們本人並不知

情。如果您有另一種糖尿病，症狀可能包括：

• 更常口渴。

• 排尿次數增加。

• 更常感到飢餓。

• 視力模糊。

懷孕會讓大多數女性的排尿次數增加且更

容易感到飢餓。因此，出現這些症狀並不總是

意味著患上糖尿病。如果您出現這些症狀，請

與您的醫師交談，以便您可以在懷孕期間的任

何時間接受檢驗，以確認是否患上糖尿病。

如何診斷妊娠糖尿病？

(How is gestational diabetes diagnosed?)

Diabetes Canada（前身是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建議所有未被確診患有糖尿病的女

性，在懷孕 24 週到 28 週之間，使用口服葡萄糖

耐量測試，以檢驗是否患有妊娠糖尿病。

如何治療妊娠糖尿病？

(How is it treated?)

一些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可以透過改變

飲食和定期運動來控制她們的血糖水平。這些

健康的選擇也可以幫助預防再次懷孕時患上妊

娠糖尿病和將來患上二型糖尿病。

對妊娠糖尿病的治療還包含在家中檢查血

糖水平和定期就診。

您可能還需要給自己注射胰島素，以控制

您的血糖。注射的胰島素會加到您自身產生的

胰島素中。部分女性可以使用糖尿病藥物來控

制妊娠糖尿病。

如需24小時全年全天候護理建議及一般健

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健康連線Health Link。
如果您需要一名口譯員，只需說出您需要使用

哪一種語言。

本文編寫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資料來源

：myhealth.alberta.ca

經 Healthwise Inc.© 許可翻譯，並且不可取

代您從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或其他健康專業人

員處獲得的護理建議。對於醫療診斷和治療，

請務必咨詢您的健康專業人員。

妊娠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YZ Polysac®—極上正雲芝：

￭ 來源於天然無污染深山密林中

￭ 用新高科技提取、純化方法製造

￭ 專業人士設計配方，令人體最易吸收

￭ 雲芝精華多糖活性成分超過60%以上

￭ 純植物素食膠囊，不含任何化學添加成份

￭ 加拿大GMP廠家生産及權威測試中心驗證

￭ 國際認證所檢測

￭ 零輻射及零污染

主治功能：
   【抗氧化功能使用】
»» 每隔1-2天服用1粒
»» 可改善精神面貌、體質及強化活力
»» 建議連續服用三個月為一周期，效果顯著

   【調節、支援人體免疫功能使用】
»» 每天3次，每次1粒
»» 適用於改善肝功能，呼吸系統等
»» 適用於癌症腫瘤，作化療，放射性治療後的藥物殘餘引起的副作用
»» 有助減少嘔吐，食欲不振，脫髮及身體不適等毛病
»» 能及時支援病患者，改善體質，增強生命力
»» 病患者樂意使用，效果顯著

Radiation-Free GMP Certi�ed 60%+  Polysaccharide Made in Canada

Bay3 222 16 Ave, NE Calgary

卡城獨家代理：

謹祝各界：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極上正雲芝
￭調節人體免疫系統，增強抵抗力
￭促進健康，延年益壽
￭可用于癌症病人，輔助治療

產品請儲藏在陰涼、乾燥地方
更多資料，請瀏覽網站：

www.yzpolysac.com

YZ Polysac®—極上正雲芝，是從野生雲芝中提煉，含雲芝多糖類
活性成份60%以上，專家採用科學方法，多步驟提取出有效成
份。進一步沉澱純化而製成超過60%高濃度雲芝多糖類。其活
性成份多糖類，極之純正，易于人體吸收。每一粒450毫克YZ 
Polysac®—極上正雲芝，相當於6750毫克乾燥雲芝子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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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騎警達成另一宗集體訴訟

三年內一億元庭外和解

最新的女性，非警務人員對加拿大皇家

騎警的集體訴訟及庭外和解方案將包括在皇

家騎警分局工作的技術支援人員、志願工作

者、市政及合約雇員，而這批人員與2016年
個案的警務人員皆在同樣的環境下工作。而

此次指控將廣泛的追溯至1974年，當首批女

性獲准加入加拿大皇家騎警之後，而發生了

的性別歧視及性騷擾個案。

鐘守信（Patrick Higgerty）聯同其卡加利

為基地的律師樓（Higgerty Law）的律師團隊

將代表此次控訴的三位原告人之一的Dayna 
Roach。鐘守信律師稱在警隊合同中，全國

154個，亞省佔45個，是全國第二高。故此大

批非警務人員的女性索償者皆聲稱曾在皇家

騎警的地方工作。而估計今年秋季會有超過

1500位女性會在溫哥華獲批准向聯邦政府申

請索償。

而今次庭外和解的賠償金額，估計會高

達一億元，視乎最終收到有多少的合格索償

。而賠償金額，取決於該行為失當的嚴重性

及對受害人有多大的衝擊影響。大概會由一

萬至二十二萬元不等。而索償個案的多少將

不會影響受害者的賠償金額。

與Merlo-Davidson的和解方案比較，該

個案估計受害人數目上限至三萬一千人。然

而今次的訴訟，由於很多義工及其合約等等

都無法確認，因此估計會由四萬一千個索償

個案開始。

假設今次已確認受屈辱的女性群組願意

站出來，經過法律顧問初步評估而又合資格

的索償者將會超過一千五百人。由於今次庭

外和解對任何受害人不設賠償金額上限或扣

減費用，因此估計四萬一千個受害人之中，

至少有百分之十的索償者，但最終人數要視

乎有多少女性願意及何時才站出來。

鐘守信律師表示如果警務人員是在這

種工作環境之下的受害者，相信在皇家騎

警同樣環境工作的後勤人員也有相同處境

，況且他們的職位亦較低。而鐘守信律師

今次的大前提是，他有信心今次的和解方

案將會獲得批准，而賠償金額也會是理想

，主要是既然警務人員獲得合理賠償，故

此後勤人員也應有同樣的待遇。

“今次的庭外和解，無論是賠償金額與參

與訴訟的工作人員的參與會是超乎尋常”。

鐘守信律師指出今次索償顧問是一名女

性前法律學家，過程絕對保密。此外，他們

還有社會工作者及心理學家去輔導受害人，

令她們在感覺良好的氣氛下去分享經歷。

“這次的庭外和解事前聲明會是用一個

安全及非對抗性的方法去處理。任何人如果

覺得是屬於上述受害群組，理應鼓起勇氣，

爭取合理賠償”。

鐘守信律師擅長打個人受傷賠償官司，

另外包括：集體訴訟，個人受傷，保險法及

一般訴訟。在亞省各級法庭處理過不少上述

官司。這些年來，鐘守信律師為他的客戶追

討了數以百萬計的賠償。

他現時是路德教會的首席代表律師，卡

加利ATCO公司律師，以及私人住宅爆炸集體

訴訟的律師。

鐘守信律師曾在亞省法庭任法官多年。

RCMP reaches $100 Million dollar settlement
within 3 years for another class action suit

The new female, non-police personnel class action lawsuit and settlement 
covers support staff, volunteers, municipal and contract employees who worked 
at RCMP detachments and shared the same environment as the officers of the 
2016 case. The lawsuit alleges widespread,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of sexual nature dating back to 1974 - when women were first 
allowed to join the RCMP. 

Patrick Higgerty and his Calgary based Law Firm – Higgerty Law – represents 
Dayna Roach, one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plaintiffs in this case. He states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RCMP detachments in Alberta that just the 45 munici-
pality locations with the second highest number of Police Service Agreements in 
Canada. Henc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the non-police women claimants are 
said to have worked in a RCMP workplace in Alberta. It is estimated that 1500 
women are expected to file claims whic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said to 
approve this fall in Vancouver.

The total value of the settlement is estimated to be $100 million dollars, 
depending on how many eligible claims are received. Payments depend on the 
severity of misconduct and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 and can range from $10,000 
to $220,000. Individual compensation will not be impacted by the number of 
claims received.

Compared to the Merlo-Davidson settlement, the case capped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victims who fit the demographic to 31,000. However, in this this case 
that number is estimated to begin at 41,000 since accurate records of many 
volunteers, contracts etc. were untraceable.

Since there is no cap on the settlement amount or reduction in compensation 
for anyone, there could be the possibility of a higher number of women coming 
forward, especially since there are more positions qualified for class member-
ship. 

Mr Higgerty led the argument that if police personnel were victimized in this 
environment, then it must be true for support workers of the RCMP to have 
faced similar circumstances, since they are lower on the ranking order. It became 
the premise of this case. He says that he is confident that this settlement will get 
its due approval, considering the amounts are optimum and since officers were 

fairly compensated it shouldn’t be any 
different for the support staff.  

“This lawsuit is an exceptional settlement in terms 
of what case law would grant and how much work it 
would involve”. 

Mr. Higgerty says that the claims process will be strictly 
confidential led by a female assessor, a former jurist. In addition, 
they will also have social workers and psychologists involved to help 
the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and safe to come forward and tell their 
stories.

“The settlement is prefaced on making it a safe, non-adversarial process. Many 
people need to know about this and be encouraged to come forward and make 
their claim if they feel they fit the outlined demographic”

Mr. Higgerty’s practice focuses on litigation to champion legal compensation 
claim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harmed, including in the areas of class 
action, personal injury, insurance law and general litigation. He has appeared at 
various times in all levels of Alberta Courts on such matters. Over the years, Mr. 
Higgerty has recover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compensation for many of his 
clients. *

He is currently lead counsel on the Lutheran Church Representative Actions- 
Calgary and the ATCO Ltd. Private residence explosion Class action suit - Fort 
McMurray. *

Mr. Higgerty has also serv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as a Justice of the Peace with 
the Provincial Court of Alberta.*

*Source: Higgerty Law Website.   

By Anannya Biswas
Trend Media Inc.

Patrick
Higgerty

卡城司徒氏宗親會舉行夏日燒烤活動
卡城司徒氏宗親會於七月二十日（星期六）中午，在卡城西北寶能仕公

園（Bowness Park）舉行本年度夏季燒烤活動，約有七十位會員連家屬及

友好參加。當日除備有豐富美食外，更有多個有趣互動遊戲與眾同樂，

所有參加者皆盡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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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台灣醫護出席國際護理大會
卡城舉辦「台灣之夜」聯誼各界

第30屆國際護理研究大會，於2019年7月25日至29日

在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卡加利舉辦國際護理研討會。

國際護理榮譽學會中華民國分會現任理事長，台灣國

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的院長劉影梅（YingMei Liou），帶領

至少120位台灣醫護學者抵卡加利出席大會並發表論文。

該會藉逗留卡加利之機會，在7月26號於卡城華埠銀

龍酒家舉辦「台灣之夜 Taiwan Night」餐會，與加拿大社會

各界交流聯誼，促進大家對台灣現況的了解。

當晚筵開十五席，廣邀政經人士、僑學界，出席者包

括有：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剛毅處長、國員議

員 Pat Kelly、省議員 Prasad Panda、市議員 Sean Chu、卡大

教授 Dr. David Wright 、Dr. A W Barber、Dr. Shi-Ning Sciban 、

中加文教協會會長高頌涵、台灣同鄉會謝彩雲、卡城中文

學校校長鍾素芬、華僑學校校長王立立、卡城抗日戰爭史

實維護會會長周廣遂、僑務顧問趙修琴、張燕秋、張振龍

、黃盛松、促進委員劉盛菊、章順仁、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陳偉業等。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剛毅處長及省議員

Prasad Panda分別發言祝賀，席間來自台灣的護士及嘉賓載

歌載舞，將晚會帶進高潮。

台灣之夜現場 台灣之夜現場 台灣護士出席國際護理大會

迎賓 國會議員 Pat Kelly MP 致詞 駐溫台北經文處陳剛毅處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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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新當選英國

保守黨黨魁的鮑里斯·

約翰遜（港譯莊漢生）

正式代替特蕾莎·梅

（港譯文翠珊），接掌

英國首相職位。他是連

續第三位來自英國保守

黨的首相，也是繼梅之

後第二位因接掌黨魁職

位上任的首相。

連換兩屆黨魁，全緣於英國保守黨政府攤上的一檔子

麻煩事——脫歐。

所謂脫歐，就是脫離歐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歐洲不再是世界中心（轉移到了美國），同

時自身元氣大傷，致使“歐洲聯合”的思維開始

萌發。然而在聯合的思維出現的同

時，對這種思維的質疑也在日益增

長，這種質疑思潮便是我們通常聽到

的“疑歐主義”（英文Euroscepti-

cism）。英國作為歷史上長期的歐

洲海上軍事力量第一強國，殖民第一

大國， “光榮孤立”、離岸平衡等

外交政策的奉行者，一向不缺疑歐主

義的社會土壤。實際上，大家也可以

很明顯地看到，此前的英國作為歐盟

主要成員國之一，在聯盟內部也頗為

特立獨行，不加入申根區，也不加入

歐元區。凡此種種，大概可以算作

“脫歐”的大背景。

而英國脫歐的直接導火缐，則是2016年時任首相卡梅

倫（港譯甘民樂）發起的脫歐公投。在是次公投中，

脫歐派得到52%的總票數，以微弱的優勢戰勝留歐派

（48%總票數）， “脫歐”通過。這個結果與當時的

普遍預測背道而馳（大部分民意調查顯示更多的英國

人傾向“留歐”），引起全球範圍的輿論大嘩。不

過，事後回顧此次公投結果，應當看到的，是在當今

的英國， “脫歐”和“留歐”兩派社會力量總體勢

均力敵，相互對峙。而這導致英國政府工作很不好

做。如果選擇強硬脫歐，則會得罪留歐的一半。若是

反過來選擇強硬留歐，則得罪脫歐的一半。在中間打

圓場，兩邊都討好，則會同時得罪兩邊。所以，綜合

來看，脫歐問題面前，英國政府即便是做出最佳結

果，也要得罪一半的英國人。卡梅倫在公投後很快宣

布辭職，估計也是不想接這個爛攤子。而特蕾莎·梅

的首相任期麻煩不斷，也是相同的原因。

照這個趨勢看，新首相約翰遜的麻煩也不會少。2016

年公投生效後，英國脫離歐盟的期限被設定在2019

年。梅在任時，申請了一次推遲，目前確定的期限是

11月。換句話說，從今天算起，英國脫歐的期限只剩

下不到四個月。而梅的辭職，也標誌著——並繼續導

致——許多脫歐相關的問題，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照這個趨勢看，英國“硬脫歐”——也就是不與歐盟

進行談判，簽訂協議，直接被掃地出門——的可能性

可不小。畢竟所剩下的時間有限，約翰遜剛剛把內閣

的台子搭起來，此前他和歐盟方的談判代表之間有摩

擦，現在他如果又想三個月和歐盟方談出個完善的協

議，怕也沒那麼容易。

而在沒能妥善安排的問題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北愛爾

蘭邊界問題——英國領土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之

間的一段邊界。英國脫歐，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邊

界就成了歐盟外部邊界，需要設立所謂：“硬邊

界”， 也就是邊檢站以及各種邊境隔離設施。然而愛

爾蘭（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爾蘭都包括在內）民間的

愛爾蘭統一活動者向來反感“硬邊界”，在上世紀還

釀成過數次暴力事件。因此，梅擔任首相時，千方百

計地想避免在愛爾蘭島上出現“硬邊界”的情況。為

此，她與歐盟商量，做了一個“後備方案”：如果脫

歐相關事宜沒安排好，在脫歐期限之後，北愛爾蘭可

以留在歐盟貿易體系內，人員與貨物可在愛爾蘭與北

愛間自由流通。然而這個方案一出台，又反過來惹怒

了本國人——英國人覺得梅要區別化對待北愛，直接

挑戰英國的統一。隨後，這個提案在英國議會表決中

遭到了高票否決，並直接給梅的總理任期壓上了最後

一根稻草。而新任英國首相選擇這個時候上位，是要

繼承所有這些問題的。因此，對他來說，脫歐這件事

的難度，只會是有增無減。

約翰遜此前是堅決的“脫歐派”，然而他既然已經就

任首相，他的施政風格便要以英國的整體利益為基

準，不能以“此前的表現”來預測。現階段來看，不

排除他會繼續梅的談判路線的可能，畢竟時間已經所

剩無幾，他要另起爐灶已經不太方便了。

英國的脫歐問題從爆發，到現在扯出一地雞毛，折射

的實際上是二戰後歐洲整體命運的大背景。二戰當

中，昔日輝煌的西歐各國打光了家底，不得不讓位於

新生的美、蘇等超級大國，世界進入了巨頭的遊戲周

期。在這個新周期內，歐洲的“老牌列強”們開始顯

歡迎登入Oriental-CZ.blogspot.com或電郵至zifengz1992@gmail.com，與專欄作家進行交流。

現出地域、資源、市場等的種種劣勢，被迫淪為

巨頭們的附庸，並不得不放低身段，開始考慮相

互整合。然而，在此之前的歐洲各國，已經經歷

了數個世紀的分裂與對峙，各自擁有極強的民族

意識（“一族一國”的“民族國家”概念正是自

歐洲發軔）。這使得歐洲的整合過程，始終伴隨

著與強大離心力的鬥爭。當今這一波

“民粹政治浪潮”，便是極好的證

據。且不論在歐盟經濟整合中失敗的

國家，就是在法、德等歐盟領軍國

家，本土訴求極強的極右翼政黨（法

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同樣支

持率飛漲，反映出民眾中存在的對歐

盟方方面面的不信任心理。而英國脫

歐的種種亂像，則是這種“加入共同

體，還是保持獨立性”的國家路線之

爭，在這個歐陸邊緣島國的具像化。

聯合還是不聯合，這是個問題。這道

選擇題本身，便已非常棘手：選擇聯

合，則要面對一系列復雜的外部、內

部利益分配問題；選擇獨立，則會限制自身的進

步機會，進一步地落後於新世紀的全球發展浪

潮。而對於基本已無懸念要脫離歐盟的英國來

說，還有做出選擇過於傖促的麻煩。由於公投的

法律效力，英國脫歐基本已是大勢所趨，而脫離

了歐盟的英國，只能被迫游離於歐洲大陸的市場

統一體之外，成為地區內的“邊緣人”。有預測

說，接下來的英國，如果不尋求重回歐洲，可能

也同樣要被迫放棄部分獨立性，進一步投靠美

國，成為美國的地區代言人，才能保住自己在區

域內的話語權。如果這種預測成真，對曾經的日

不落帝國來說，自然是冷暖自知。

英國脫歐，應該說對整個歐洲來說，都是一本很

有鏡鑒意義的活教材。在“聯合-分離”這個當前

的歐洲必須面對的基本路線問題上，英國的脫歐

呈現了的未被實踐另一種可能性。無論歐洲各國

未來自身是起是落、在共同體裡將去將留，相信

它們都可以從今天英國的脫歐路上，看到一點經

驗與教訓。

 本專欄内容僅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報立場無關

東方周報 | 談加論政

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學士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社會學碩士

現於卡城任職教師

為省議員競選團隊核心志願者

emai: zifengz1992@gmail.com
Oriental-CZ.blogspot.com

張子豐

“亂世換相”英國
 無法回頭的脫歐路

英國新任首相鮑裡斯·約翰遜
（來源：唐寧街10號網站）

英國前任首相特蕾莎·梅
（來源：官方畫像）

愛爾蘭島上的英國-愛爾蘭邊界示意圖。
此段邊界是愛爾蘭統一運動的焦點問題之一。（圖源網絡）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舉行敬老郊遊野餐會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是日天公作美中午時本市西北寶能士公園風和日麗、景

色宜人。第三號場地處處歡聲笑語，不時播出廣東音樂和粤曲。卡城龍岡親義公

所理事會和婦女部準備了豐富多樣的食物和飲料供應給到場的劉、關、張、趙四

姓宗誼和友好。席間還由劉惠燊主席和關振修中文書記主持、分别舉行兒童和全

體到場者抽獎、皆大歡喜。

此項敬老郊外活動有益身心健康、大家期望每年照常舉辦，聯絡宗誼有益身心健

康。此次到場者約近二百人，郊遊野餐會一直到下午二時許大家才打道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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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卡城洪門民治黨承辦、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Fusion Sushi及沙省

洪門民治黨協辦的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

近日完滿落幕。卡城賽區經過初賽及沙省分賽場的比試後，共選出22

位選手進入了6月23日在愛城舉行的準決賽。並最終選出11位成人組

及6位青年組的選手進入7月5日，位於卡城市中心新圖書館表演廳內

舉辦的總決賽。當晚到場嘉賓及觀衆約有三百人。特別嘉賓包括中國

駐卡城總領事舘高振廷副總領事、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余策源會長、

盛世地產集團黃逸思女士、卡城及沙省洪門民治黨多位代表、各大贊

助商及支持單位代表等。經過連串的比賽，一幕幕精彩的演出及嚴格

的評審後，選出了成人組及青年組的各項得獎者。

成人組的冠軍及青年組的冠亞軍現已前往北京，參加7月29日開始的

北京水立方杯全球總決賽。賽果將在8月4日揭盅，屆時希望卡城選手

能為本市增光。

得 獎 名 單 如 下
成 年 組

冠軍：張嘉嘉  亞軍：唐煊智（沙省）

雙季軍：廖彥森 王美喬

青 少 年 組
冠軍：周家寳  亞軍：余健龍

季軍：余嘉穎

冠名贊助 盛世地產集團

協 辦 單 位
卡城華埠發展基金會/Fusion Sushi/沙省洪門民治黨

贊助及支持單位 

亞省華聯會/中華協會/Concorde Maintenance Inc. 
Access International College/黃氏宗親會

鐵城崇義會/華佗健康協會/馬氏宗親會/金紫音樂社

洪門體育會/振華聲藝術研究社

越華會/Canadian Travel Services
加旅集團/美家樂建築裝修公司 關堅/Chok Yeung

特別支持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卡城總領事館/汎亞旅行社/K-ONE卡拉OK

傳 媒 贊 助
閒情一周/東方周報/星島日報/億度傳媒/海外新生活

華藝印刷/FM94.7中文電臺/OMNI Telivision

青年組冠軍 周家寳 成年組冠軍 張嘉嘉

青年組亞軍 余健龍 成人組亞軍 唐煊智（沙省）

青年組季軍 余嘉穎 成人組雙季軍 廖彥森 王美喬

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2019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

特別鳴謝以下各大贊助

卡城順德聯誼會於上周六（七月廿七日）舉行了卡城動物園一天遊。當天早上十
時，在私家帳篷內提供豐富民娛節目，由伍少忠及黄明慧担任司儀、介紹了包括
Midnight Taiko 的擂鼓舞、Oriental Motion 的中東舞、一眾理事、義工及現場觀眾在
Danny and Christine Siu 帶領表演的廣場舞、有獎猜麻雀牌遊戲；及由歐陽永健與
夫人、黄寶玲副會長、羅兆鑠副會長、Danny及Christine Siu、司徒素鳳、何錦玲、
伍少忠、Eva Seto 等演唱精彩時代曲等。猜麻雀牌遊戲最後由鍾美琪勇奪冠軍、
William Wong 亞軍。隨後由動物園供應豐富午餐，約下午一時結束。很多參加者
留下瀏覽園內動物，包括大小熊貓等。該日約有二百名耆英參與，費用全免。

卡城順德聯誼會
舉 行 動 物 園 一 日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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