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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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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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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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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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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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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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lb

本 周 特 價
8月20日－8月26日
本 周 特 價
8月20日－8月26日

Lemons

1.98/lb 1.48/lb

BC 茄子

1.68/lb

紅布冧

1.68/lb

黃油桃Yellow NectarinesBC Cherries Red PlumsBC EggplantBC 車厘子

LE Cukes Yellow Nectarines

0.28/lb

本地椰菜

2.98/ea

本地紅蘿蔔 (5磅)

4.98
本地粟米Local Corn本地意大利瓜Local Zucchini Local Green Cabbage Local Carrots (5lb)

凡購物滿$30即可免費獲贈菠蘿壹個凡購物滿$30即可免費獲贈菠蘿壹個

for 12

因 疫 情 關 係 ， 本 報 暫 時 改 為
網 上 電 子 版 ， 繼 續 為 各 界 服 務 。 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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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助 美 食 餐 廳 全 面 開 放
依足防疫衛生條例，服務加倍細心！

All daily features include regular tea, regular co�ee or fountain beverages.  All other beverages are chargeable.  Items subject to change.  Pictures may not replicate actual items served.  
Allergy Alert: For any food allergy questions or concerns, please speak with your server prior to ordering.  Grey Eagle Resort & Casino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ontinuing or completing a 

promotion.  Promo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subject to AGLC regulations.  No purchase necessary.  Prizes are awarded as is, no prize substitutions.  Winners must be 18+.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 INO .CA

$7.99
每天

9:30~11am
供應

$17.99
每天

11am~2:30pm
供應

$21.99
逢周一、二

5~10pm
供應

$28.99
逢星期三

5~10pm
供應

$39.99
逢星期四

5~10pm
供應

$29.99
逢周五、六、日

5~10pm
供應

天天
超值早餐

天天
精選午餐

主廚
特選晚餐

汎亞
美食之夜

海鮮
美食之夜

燒焗
牛排之夜

（ 以 上 價 格 未 包 括 G S T 及 小 費 ）（ 以 上 價 格 未 包 括 G S T 及 小 費 ）
*PRICE EXCLUDE TAX AND GRATUITY.  18% GRATUITY FOR GROUPS OF 6 OR MORE.*PRICE EXCLUDE TAX AND GRATUITY.  18% GRATUITY FOR GROUPS OF 6 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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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星期四THURSDAYTHURSDAY 星期五星期五FRIDAYFRIDAY 星期六星期六SATURDAYSATURDAY 星期日星期日SUNDAYSUNDAY
拜登夥拍賀錦麗 美或首誕女副總統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周二公布，加州黑人
女參議員賀錦麗（Kalama Harris，前譯哈里斯）
成為副手人選，她篤定成為美國史上首位代表重
要政黨參與總統大選的黑人女性及有南亞裔血統
人士。總統特朗普對拜登的決定感到意外，認為
賀錦麗在民主黨初選表現惡劣以及不尊重拜登。
分析指，賀錦麗的從政經驗和背景身份，對志在
必得的拜登而言是一個避免失分的安全之選。

中美貿易視像會議 料聚焦微信TikTok
中美貿易代表料於周六以視像會議形式開會，檢
視首階段貿易協議的落實情況，彭博社消息指可
能加入討論TikTok等科技方面的爭議。美國白宮
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前日表示，首階段貿易協議
進展良好，中國仍按照協議繼續購買美國產品。

華府勢要求TikTok下架禁美企落廣告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周簽署行政命令，下月廿日起
禁止國內人士及企業與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及
微信（WeChat）母公司騰訊交易。英媒周三引
述一份白宮文件指，該行政命令可能會要求美國
的應用程式商店把TikTok下架，並禁止國內人士
及企業在該應用程式上賣廣告。

白宮槍擊案 疑犯曾揚言大開殺戒
美國白宮附近周一發生槍擊案，導致主持記者會
的總統特朗普被迫緊急撤離。美聯社翌日引述兩
名官員指，疑犯傷勢嚴重，目前仍留院治理；他
犯案前揚言會大開殺戒，但事後在現場沒有檢獲
武器，懷疑他當時根本沒有持械。

美轟炸機謀左右夾擊中國
美國繼續在印太地區調動兵力對中國施壓。美軍
三架B2A隱形戰略轟炸機前天飛越大半個地球，
從本土抵達印度洋戰略重地迪戈加西亞島；連同
駐守西太平洋關島的B1B，意味美軍轟炸機從左
右兩翼「夾擊」中國。

蘇格蘭列車出軌墮堤 3人亡
英國蘇格蘭東北部阿伯丁郡斯冬希文（Stone-
haven）附近，昨天早上有列車出軌及衝落路
堤。初步報告指列車當時只載有十二人，最少三
人死亡，多輛警車、救護車及救援直升機接報到
場。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指，現場地區曾出現
風暴，形容這是極為嚴重的意外。

封國防疫 新西蘭或押後大選
新西蘭相隔一百零二天再出現新冠肺炎本土病
例，全國昨天起恢復封鎖防疫，衞生部門正調查
感染源頭是否來自海外進口的冷凍貨物。總理阿
德恩宣布延至本月十七日解散國會，更不排除押
後原定下月舉行的大選。

解放軍南北兩路軍演 兩岸戰雲
戰雲籠罩台灣海峽，解放軍周四宣布在台海演習
後，浙江沿海的實彈射擊訓練隨即加碼兩天。美國
軍方因應區內局勢緊張，部署收集彈道導彈數據的
RC135S偵察機，而昨天在台海北部執勤的EP3E電
子偵察機，更罕有飛入台灣上空。與此同時，台灣
在東部海域測試武器，有可能試射雄風導彈。

美列孔子學院為外交使團 華斥妖魔化
美國國務院前天把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列為外交使
團，聲稱要確認其本質由中國政府資助，被中共
用作宣傳和惡意影響美國幼稚園、中小學、大學
校園的工具。中方批評這是妖魔化兩國合作，保
留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中美檢視貿協 美稱滿意協議執行
中美預料今天以視像形式，舉行兩國經貿高級別
磋商牽頭人會議，討論首階段經貿協議的落實情
況。白宮官員重申華府目前滿意協議的執行進
度，但中國決定對原產美國的進口聚苯醚，展開
長達一年的反補貼調查。

美TikTok員工恐失業 擬告特朗普違憲
美國總統特朗普本月六日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
企四十五天後與影片分享程式TikTok的母公司字
節跳動交易。美媒前天報道，面臨飯碗不保的美
國TikTok員工，正打算將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
指有關行政命令違憲。

美促成以色列阿聯酋建交
在美國牽線下，阿聯酋與以色列前日宣布建交，
成為波斯灣地區首個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
家 。 巴 勒 斯 坦 自 治 政 府 發 言 人 斥 阿 聯 酋 「 背
叛」，並召回駐阿聯酋大使。有美國官員指，協
議是總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成果，分析指白宮積
極促成和平協議，營造特朗普外交勝利的形象，
成為大選連任的重要籌碼。

希臘土耳其海上對峙 法國派艦應對
希臘和土耳其近日在地中海東部主權爭議海域，
因能源勘探問題起摩擦，甚至發生軍艦對峙。法
國軍方周四表示，將派遣拉斐特護衞艦和兩架疾
風戰鬥機往該區，加強軍事部署。

護老機構淪陷 澳洲總理道歉
澳洲的護老機構是新冠肺炎疫情重災區，總理莫
里森昨天為此道歉，承認政府的防疫工作未做到
最好。早前爆發疫情並停泊悉尼的郵輪紅寶石公
主號，調查報告指新南威爾士省衞生部犯下嚴重
且不可原諒的錯誤。

轟6J首駐永興島 台灣周邊實戰演練
中美軍事及海上角力加劇，有報道指解放軍在南
海西沙群島永興島，首次部署最新型的轟6J轟炸
機。另東部戰區周四不點名指控美國干涉台海局
勢，因此軍方近日在台海及南北兩端展開實戰演
習，檢驗多軍種聯合作戰能力。

台擬購美水雷巡航導彈
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周三出席華府智庫哈德遜研
究所會議，透露正與美國商討採購水雷及巡航導
彈，應對中國大陸解放軍的兩棲登陸或突襲；又
指台方已積極投資軍隊，招聘人力以應對網絡安
全威脅與網絡戰能力。

赴捷克參院演說 蓬佩奧撐議長訪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二起訪問捷克，並在參議院演
說期間公開支持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施特奇爾月底訪
問台灣，形容「是個好計劃」。他又警告，以俄羅
斯、中國和伊朗為首的威權主義正在抬頭，威脅全
球的自由；而現時情況並非「冷戰2.0」，直指中
共威脅比前蘇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阿里巴巴料成華府封殺新目標
有線電視新聞網絡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周促請
美企從網絡移除不可信的中國科技公司，包括阿里
巴巴。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研究員卡普里說，美方
此舉表明有意在科技產業與中方脫鈎，阿里巴巴在
擴展西方市場不及華為與字節跳動般成功，但它是
中國的領軍科企，足以成為華府打擊對象。

拜登賀錦麗痛批特朗普抗疫不力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前天首度與競選拍
檔、加州黑人女參議員賀錦麗同台亮相，他們在
特拉華州以視像形式向支持者發表講話，力批總
統特朗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勢要把大選變
成對他抗疫表現的公投。

新西蘭民眾恐慌 搶購糧食排隊檢疫
新西蘭一百零二日零確診紀錄斷纜後，昨日新增
十四宗病例，除一宗輸入病例外，其餘十三宗均
為本地感染，全部與日前公布的奧克蘭染病家庭
有關。國內的感染群組增至五組，總理阿德恩估
計群體感染將進一步增長後才放緩。本地傳播的
源頭至今未明，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形容，未來
三十六小時是調查「零號病人」的關鍵。

法疫情反彈 禁聚令延至10‧30
法國疫情反彈有加劇趨勢，總理卡斯泰周二在南
部探訪一間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時，直指公眾掉以
輕心，警告若公眾不合作防疫將難以控制疫情。
他同日亦決定將超過五千人活動禁令延長至十月
三十日。

美對華挑釁升級 66架F16V戰機敲定售台
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南北兩端舉行實彈演習之際，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列根號戰鬥群前日現身南海及
舉行演習。美國國防部宣布，航天工程及國防工
業公司洛歇馬丁未來十年獲得總值六百二十億美
元的F16V戰機訂單，當中包括台灣訂購的六十
六架F16V，價值約八十億美元，勢進一步加劇
台海的緊張局勢。

日防相：須擴導彈防禦應對中國
中日關係緊張之際，日本防衞大臣河野太郎近日受
訪時表示，中國加強對東海和南海的活動，日方須
擴充導彈防禦體系。日媒報道，福建省及浙江省有
關部門要求漁民在本月十六日休漁期結束後，不要
進入主權爭議的釣魚島附近三十海里（約五十六公
里）範圍，避免與日本發生過度摩擦。

孟晚舟提新證據稱美指控不可靠
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太子女孟晚舟明日將以
電話形式出席引渡聆訊，律師會要求加拿大檢方
公開更多機密文件，以證明孟晚舟被捕時權利受
損。開庭前夕，她的代表律師向加拿大法院提交
新證據，聲稱美國對孟晚舟的指控證據是不可靠
及有缺陷。

特朗普再簽令：TikTok 90日內售美業務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再簽行政命令，要求北京字節
跳動於九十日內，出售中國影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
版TikTok在美國的業務，買家須為美國實體。

疫慌再現陸豐戲院全關
新冠肺炎疫情在廣東省死灰復燃，一名曾在深圳市
羅湖區超市任職的女子，日前返回汕尾陸豐市後確
診，連同患者在內共六人染疫，感染源不明。陸豐
市委昨日宣布，全市所有電影院已於前晚九時起暫
停營業，恢復時間另行通知。廣東省政府派出專家
組趕赴陸豐市，指導防疫及救治工作。

新西蘭再增7確診 船員中尋源頭
新西蘭昨日新增七宗新冠肺炎本地感染個案，其
中六宗與此前的爆發群組有關。政府正追查今次
本 地 傳 播 的 源 頭 ， 衞 生 部 長 普 金 斯 （ C h r i s 
Hipkins）呼籲民眾保持社交距離。

陳其邁大敗李眉蓁奪高雄市長
台灣高雄市長補選投票昨日舉行，民進黨陳其
邁、民眾黨吳益政、國民黨李眉蓁三位候選人競
逐市長一職。兩年前敗給韓國瑜的陳其邁，以超
過六十七萬票當選，李眉蓁只得二十四萬多票，
吳益政則獲不足四萬票。

BC 油菜 珍寶黑布冧 [加州產]

幸福比內牌廣東炒麵 雙金塔牌醬油 美佳牌茄汁沙甸魚 嘉慶牌芋頭葉

豬頸骨 新鮮牛眼肉扒 (原袋)

士多啤梨 [加州產]BC 上海白菜苗

新鮮牛腩

豐水梨

仙女牌糯米 (5磅裝) 海燕牌沙河粉 福祿壽牌煉奶 好運燒排骨

夏威夷木瓜

新鮮牛柳（原袋）

楓葉牌熱狗腸

雪豆／甜豆（袋裝）

新鮮特級雞胸肉

匯豐牌素辣椒醬

椰菜花 [加州產]

游水大紅蟹

袛限
Sunridge店

原個大樹菠蘿 [墨西哥產]

嫩椰青 [越南產]

五花腩連骨
原箱
$2.79/磅

涼瓜 [墨西哥產] 粉葛 [中國產]

袛限
Sunridge店

指定選擇
原味

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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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星期一WEDNESDAYWEDNESDAY 星期二星期二TUESDAYTUESDAY 星期三星期三THURSDAYTHURSDAY

戰雲密布 美偵察機窺探廣東 歷來最近 駐港部隊南海演練 擊沉敵潛艇
台海及南海戰雲密布，繼解放軍在台灣南北兩端實彈射擊演習
後，美國海軍一架EP3E電子偵察機前日闖入台海，飛至廣東省
的中國領海外五十點一九海里（約九十三公里）位置，創下對華
抵近偵察的最近距離。解放軍駐港部隊的惠州號導彈護衞艦則於
敏感時刻開赴南海演習，期間發射魚雷，擊沉敵方潛艇。

震懾印度西藏軍區新武器曝光
中印關係持續緊張，解放軍西藏軍區兩款新型炮兵武器近日曝光，
分別是PLC161型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彈炮及車載紅箭10反坦克導彈，
適應高原地區的複雜地形，並提高反裝甲及精準打擊能力。

美國拉攏南美洲多國外交抗華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民主及共和兩黨議員，上周五推出
名為《提升美洲國家競爭力、透明度和安全法》（ACTSA）的
新法案，要求加強與南美洲國家的合作，並在美國駐拉美和加勒
比海國家的所有使領館增設任命一名中國接觸事務官，抗衡中國
的經濟、政治、安全及情報活動影響力。

布拉格市長將隨參院議長訪台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施特奇爾早前宣布，將於本月下旬率領約九十
人的代表團訪問台灣，布拉格市長賀吉普亦會同行。美國國家安
全委員會（NSC）前日表示，樂於見到美國兩個堅實夥伴攜手協
力，相信此行將促進雙方合作。

指揮中心爆疫 韓美軍演延期
南韓昨天通報新增二百七十九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字創下當
地五個月以來最多。原定當天舉行的美韓聯合軍演受影響，有參
與的官兵確診，演習被迫延遲兩天及規模縮水；總統文在寅強調
總動員國家力量抗疫。

軍科院陳薇團隊研發新冠疫苗獲專利
由中國軍科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團隊、康希諾生物聯合申報的
「Ad5-nCoV疫苗」專利申請，近日獲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專利
權，成中國首個新冠疫苗專利。

厄國確診破10萬南美第6多
拉丁美洲是新冠肺炎疫情重災區，厄瓜多爾衞生部門前天通報，
新增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染病及三十五人病歿，令該國成為繼巴
西、秘魯、哥倫比亞、智利、阿根廷後，第六個總確診人數超過
十萬關口的南美洲國家。

馬國驚現突變毒株感染力強10倍
新冠病毒繼續在東南亞擴散，馬來西亞醫藥研究機構今年七月，
在國內四名患者中發現感染力強十倍的D614G變異冠狀病毒毒
株，可能代表正研發的疫苗無法發揮效用。該國衞生部總監諾希
山昨天表示，變異毒株傳播速度更快，意味更易出現超級傳播
者，民眾要提高警覺，包括保持社交距離，並在公共場所、擁擠
與封閉的地方戴口罩。

示威不斷白羅斯向俄求援
白羅斯反政府示威浪潮一發不可收拾，總統盧卡申科前日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通電話，獲對方承諾提供必要協助，確保白羅斯安
全。他揚言不允許外國操縱反政府示威，形容是一場顏色革命；
並批評北約在鄰國波蘭及立陶宛以舉行軍事演習為名集結軍力，
下令向西部邊境調派一個空降旅應對。

美眾院號召否決郵政改革 防特朗普大選出術
美國大選倒數不足三個月，郵寄投票爭議升級。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提出提前復會，表決法案禁止郵政署改革削支，確保有資源處
理郵寄選票。多州檢察部門更有意採取法律行動，阻止總統特朗
普借郵政署打壓選舉。白宮幕僚長梅多斯前天否認特朗普試圖打
壓其支持率落後的關鍵州份投票率。

拜登支持度領先特朗普9個百分點
美國民主黨由當地時間周一起一連四天，以視像形式舉行全國代
表大會，將正式提名前副總統拜登及黑人女參議員賀錦麗，代表
該黨出戰約兩個半月後的大選。最新全國民調顯示，拜登領先總
統特朗普九個百分點。

波特蘭警平亂遲處理60個求助
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前日再爆發反種族主義示威，數百名示威
者包圍執法部門大樓並破壞建築物，有人向警員掟石，防暴警出
動驅散，定性示威為騷亂。由於警方專注平亂，市內當晚有逾六
十個緊急求助電話不獲及時處理。

白羅斯大罷工俄軍壓境
白羅斯大選觸發的政局動盪升級，首都明斯克前天二十二萬人上
街，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台，反對派翌日發起全國大罷工，盧卡
申科表明只有不受壓才考慮修憲分享權力。盟友俄羅斯總統普京
稱必要時提供軍事協助後，網傳無標記的俄軍車隊正駛向白羅
斯，令人憂慮吞併克里米亞事件重演。

錄得54℃加州罕現火龍捲
美國加州正受熱浪侵襲，北部地區上周五發生嚴重山火，翌日出
現罕見的火龍捲。與此同時，位於州內東南部的死亡谷國家公
園，周日下午更錄得攝氏五十四點四度的高溫，有可能創下了地
表最熱溫度的世界紀錄。

美研超音武器抗衡中國
中美軍事角力升溫，美國退出《中程導彈條約》後，日媒指美國
有意在日本或南韓部署陸基中程導彈，藉以牽制中國，當中戰斧
巡航導彈可能是優先選項。有內地軍事專家則指，五角大樓正研
製的遠程高超音速武器，對中國更具威脅。

攔截陸戰機台軍倘擅開火將法辦
台海局勢近日不斷升溫，台媒昨日引述台軍消息人士稱，即使解
放軍飛越海峽中線，台空軍飛行員奉命攔截，但飛行員在任務期
間若未接到空軍作戰指揮部下達的命令，擅自開第一槍者，在執
勤降落後將立即移送法辦；報道又分析，解放軍若要向台軍開
「第一槍」，需由大陸領導人直接落命令。

華海警船編隊再巡釣島
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爭議持續，中國海警船近日頻現釣魚島附近海
域。中國海警局昨日在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中國海警二三○一
艦艇編隊於當日上午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

再有港產雙面諜 遭美拘控
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再有懷疑「港產雙面間諜」在美國被捕。美
國司法部指控一名由香港移居當地的前中央情報局（CIA）僱
員，最早二○○一年起向中國出售美國機密，上周五在夏威夷檀
香山落網。他現時被控一項串謀傳播國防訊息以協助外國政府的
罪名，一旦罪成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孟晚舟促公開無刪減文件被拒
前年在加拿大被捕的中國科企華為太子女孟晚舟，尋求中止引渡
到美國受審，案件前天在卑詩省最高法院開庭。孟晚舟的律師要
求公開有關她被捕並未經刪減的原始文件，以證明其權利受到侵
犯，但加方政府拒絕。

白宮幕僚長聲稱 美企購TikTok釋國安疑慮
美國微軟公司盛傳有意收購中國抖音海外版TikTok，白宮幕僚長
梅多斯前日表示，期望有意收購TikTok的美國企業，有能力解決
華府對國家安全的疑慮。除TikTok外，梅多斯向記者提到，總統
特朗普正研究是否封殺收集個人資料及有潛在國家安全風險的中
國應用程式，但未有指明是哪個程式。

華向澳洲葡萄酒作反傾銷調查
中國商務部昨天公布，即日起對原產澳洲的進口裝入兩升及以下
容器的葡萄酒展開反傾銷調查。時值兩國關係近期緊張，中方強
調希望澳洲與中國相向而行，互相尊重及平等互利；澳洲政府則
表示非常失望及費解。

西藏軍區導彈演練懾印度
中印日前舉行第六輪軍長級會談後，邊境局勢未見緩和，反而傳
出印軍向邊境增兵的消息。內地官媒昨披露，西藏軍區近日在高
原展開多兵種、多火器高原實彈射擊演練，展示多種重型裝備。
解放軍近日也曝光新款重型直升機「直8L」的試飛演練片段。另
網上流傳衞星照片顯示，兩架解放軍王牌殲20隱形戰機已進駐
新疆和田機場。有分析認為，殲20派駐新疆或為回應印軍早前
高調從法國接收首批疾風式戰機。

美艦越過台海中線 靠近大陸
台海局勢持續升溫，美軍神盾驅逐艦馬斯廷號日前與日本海上自
衞隊護衞艦涼月號在東海舉行聯合訓練後，昨駛經台灣海峽，並
一度越過海峽中線，在中線以西航行，一度接近中國大陸海岸
線，解放軍派出052D導彈驅逐艦南京號尾隨監視。另大陸官媒
同日披露，第72集團軍某特戰旅近日在東海展開登島演練。

步歐洲後塵美五水貂染新冠
美國農業部（USDA）前日證實，猶他州有兩個水貂養殖場，共
五隻水貂檢測到新冠病毒，是歐洲以外首次在水貂身上發現新冠
病毒，相信是與人密切接觸時受到感染。

特朗普嘲新西蘭疫兇 阿德恩反擊
新西蘭昨日新增十三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九宗為多。美國
總統特朗普出席競選活動時，揶揄新西蘭的確診個案正出現「恐怖
的」升幅，總理阿德恩隨後反擊指稱特朗普的言論「明顯錯誤」。

金燕牌東莞米粉 匯豐牌是拉差辣醬 天鵝牌醬油 卡夫牌原味芝士醬 順記牌斑蘭茶葉

幸福牌龍脷柳 海燕牌去頭老虎蝦

新李牌甜粟米 地滿牌果汁

海燕牌馬駮魚 幸福比內牌吞拿魚 海燕牌黑鯷魚

海燕牌有頭白蝦 布拉勤牌菲律賓腌豬肉 公仔牌春卷皮（六吋） 海燕牌越南腸仔 Hime 雪糕 (1L)

娃哈哈牌酸乳酪（原味） 秋菊牌椰子水

海燕牌原條大眼雞魚

福口牌崩大碗 / 荔枝飲品

幸福牌鹽煮花生

幸福牌稻蟹仔

好運提子包 (12個)

大洋牌急凍金鯧魚

新鮮豬肉眼扒（原袋）

中原G7牌即溶咖啡

新鮮牛肉眼扒（原袋）

幸福比內牌有頭老虎蝦

Halal
清真

Halal
清真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Life is Busy

Shop
Online & Pickup

生活忙碌

無暇到店內購物

可選擇到本店網站

預約到取
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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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東北區現代汽車代理
1920 - 23 Street, N.E., Calgary, AB

Tel : 403-250-9990
At Calgary Hyundai, we are proud to be an automotive leader in our city. Since opening our 
doors, Calgary Hyundai has kept a �rm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We o�er a wide 
selection of vehicles and hope to make the car buying process as quick and hassle-free as 
possible.

Are you looking for a job that combines competitive pay with good culture? Are you passionate 
about delivering a unique customer experience that creates a memorable and outstanding 
impression? If you answered yes to any of these questions, we want to talk to you.

What We O�er:
• TRAINING IS PROVIDED
• Competitive Compensation
• Flexible Schedules
• Comprehensive Benefits Package
• Dental / Health Insurance
• Great Culture

Responsibilities
Build relationships & create customers for life. Assist them in selecting a vehicle by asking questions and listening carefully 
to their responses.
Be a vehicle expert. Know the in’s & the out’s of product offerings, optional packages & latest technology.
Perform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demonstrations of new and used vehicles.
Ensure that customers understand the vehicle’s operating features, paperwork and warranty.
Follow-up with buyers to ensure referral business.
Learn to thrive in sales situations.
Directly reporting to the Sales Manager regarding objectives, planned activities, reviews, and analyses.

Quali�cations
• EXPERIENCE IS NOT NECESSARY
• Available to work flexible hours & weekends
• Ready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on learning new products
• Fantastic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your customers

Please send resume to : ted@calgaryhyundai.com

TED LAM
General Sales Manager

營銷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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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 Beltline
無敵山景高層柏文單位，現代開放
式設計，石地板及大量落地鋼架玻
璃窗， 2睡房 2浴廁。單位配置中央
冷氣，地下停車位。鄰近有網球場，
健身房及各種便利設施。

$1,690月租 西北區 Brentwood
大學區柏文單位，2睡房1浴廁。面對
Brentwood購物中心包括超市、藥房、
醫務診所、餐館及商店。步行數分鐘可
到達B re n t wo o d輕鐵站、巴士站及大
學。到SAIT及市中心只需10分鐘車程。

$900月租 西南區 Aspen
3000平方呎兩層獨立豪宅連三車房，客廳有
石壁爐，不鏽鋼家電及大理石檯面，飯廳連
露臺配置煤氣燒烤，walk-out土庫有娛樂室
及書房，全屋4+1睡房3.5浴廁。鄰近學校、
餐館、購物中心、休閑中心、輕鐵站。

$3,640月租 市中心 Eau Claire
太子島公園柏文單位連陽臺，開放
式設計，大量落地玻璃窗，開陽光
猛，兩睡房兩浴廁，包地下停車位
及 洗 車 服 務 。 步 行 數 分 鐘 可 至
Y M C A、太子島公園及唐人街。

$1,990月租

我們會根據樓市及經濟趨勢，因應客戶需求及預算，提供全面並專業的地產買賣，租賃及物業管理建議及服務，爭取穩定及增值回報。

地址: Suite 516, 922 - 5th Avenue SW Calgary, AB T2P 5R4 (免費室內停車場)
電話:  587-955-9988 電郵:  admin@wexcel.ca Jack Liu   廖 展 鵬

CPM® 國際註冊資產管理師
Broker

403-606-9899

Alex Liu   廖 展 豪
Property Manager

Realtor ®
403-890-6383

展 鵬 地 產

住宅／商業物業及土地買賣，餐館／商舖／辦公室／貨倉出租

酒店／汽車旅館買賣，代客管理住宅物業及出租，專長Inner City土地投資買賣

西北區 Brentwood
大學區 Brentwood Village 購物中心栢文單
位，2睡房1浴廁，包水煤氣費，地下停
車位及儲藏室。交通及購物方便，步行數
分鐘可到達Brentwood輕鐵站、巴士站及
大學。到SAIT及市中心只需10分鐘車程。

$1,290月租 東北區 Centre Green
近16Ave中央街現代設計柏文單位，9呎
高樓頂，加熱地板，不鏽鋼家電及高級廚
櫃，1睡房1浴廁。單位配置中央冷氣，
地下停車場及娛樂設施。數分鐘車程到唐
人街。鄰近巴士站、中餐館及商場。

$1,590月租 東北區 Huntington Hills
開放式設計獨立屋 1 0 7 5平方呎 ,  光
猛開陽，主層 3 睡房 1 浴廁。土庫
全部完成， 1 睡房 1 / 2 浴厠，大量
儲存空間。交通方便，鄰近綠化公
園、學校及各種設施。

$1,350月租 東南區 Penbrooke Meadows
1 1 0 0平方呎兩層孖屋單位， 3睡房
1 . 5 浴廁，寬敞厨房及客廳。前後
院都設置露天平臺及儲物屋，特大
私家停車位。鄰近公園、學校、巴
士站及購物設施。

$1,200月租

RENTED
RENTED

RENTED
RENTED

RENTED
RENTED

RENTED
R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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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Lee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Charlie Vo

403-803-6888
Senior Product Advisor

Robert Cheung

403-667-7618
Product Advisor

NO FEE
DEALER

T&T HONDA is a NO FEE DEALER
We don’t charge any administra�on or 
documenta�on fe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or used vehicle.

It’s just another way that T&T Honda 
steers you straight!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is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example: 2020 CR-V EXL 4WD (RW2H8LJNS) for a 60-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260 weekly payments of $102, leased at 2.99% APR. 20,000-kilometre 
annual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6,624. Lease payments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of $1,815 and applicable fees, but do not include lien registration fee (up to $85 in certain regions)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 fee 
(up to $6), which are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No down-payment required. Taxes, insurance, license, and registration fees (all of which may vary by region) are extra. β “Honda Bonus” lease or finance cash of $1,000 on select in-stock 2020 CR-V models 
is available on lease or finance transactions from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only,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Offer ends August 31, 2020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 o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Offer available only at participating Honda dealers in Alberta. Offers valid on select new in-stock 2020 vehicles. Visit Honda.ca or your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Visit Hondacanada.ca to learn more.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doesn’t stop at the finish line.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doesn’t stop at the finish line.
INSPIRATIONINSPIRATION INNOVATIONINNOVATION

STANDARD FEATURES INCLUDE:

ECON Mode
   & Eco Assist™ 

Turbocharged
1.5L Engine

"

18” Alloy
Wheels

Heated,
Leather-trimmed
Sea�ng Surfaces

PLUS

HONDA BONUSβ

RATES FROM

2020 Best Buy: Compact SUV

NEWS RELEASE

大統華南卡加利DEERFOOT分店 將於今年冬季溫馨開業
疫 情 期 間 將 在 加 西 連 開 兩 家 新 店 服 務 社 區

BC省，溫哥華 – Aug 14 , 2020︰今天，大統華超市宣佈了進一步在加西拓展新店的計劃。位於 
25 Heritage Heritage Meadows Way SE 的 Deerfoot Meadows 新店 ，將於今年冬季開業，為
南卡加利社區提供新鮮多樣的蔬果、肉食、海鮮、雜貨、烘焙及亞洲美味熟食。大統華一直致力
於引進大家熟悉喜愛的家鄉美食、網紅商品，與亞洲流行同步。

「在疫情期間，更多的社區更需要大統華，我們能進一步把道地的亞洲風味帶到南卡加利，爲此
我深感自豪」，大統華CEO李佩婷 (Tina Lee) 說︰「我們將在新店中實施領先同業的疫情防範措
施，提供給所有客人和同事一個安全的環境。」

除了新開南卡加利DEERFOOT分店外， 大統華明年 (2021) 還將在BC省蘭里市 (Langley) 開設新
分店。兩家新店並都將為顧客提供 www.tntsupermarket.com 網上下單「到店自提」、「快速
配送」或郵寄到家服務 。這兩家新店共將爲社區創造400多個工作機會。

大統華超市自1993年開設首家分店至今，已在BC省、亞省及安省開設26家分店。

更多詳情，請聯絡大統華行銷推廣部
Tel : 604-276-9889

Email : marketing@tntsupermarket.com

關於大統華超市：

大統華超市是加拿大最大的亞洲連鎖超市，目前於BC省、亞省及安省均設有分店。
大統華1993年成立於溫哥華，現由第二代李佩婷 (Tina Lee) 接班， 總部位於BC省列治文。 即將在明年開業的BC省蘭里新店位於 Willowbrook Shopping Centre 購物中心

Deerfoot Meadows: 25 Heritage Meadows Way SE, Calgary,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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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至四 4:30pm - 1:30am

星期五／六 4:30pm - 2:00am
逢星期二休息

地址：416, 16 Ave., NE (高邦商場，Uniko Plaza 內)  電話：403-230-9267地址：416, 16 Ave., NE (高邦商場，Uniko Plaza 內)  電話：403-230-9267

www.easternfortune.ca @easternfortuneyyc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EASTERN FORTUNE RESTAURANTEASTERN FORTUNE RESTAURANTEASTERN FORTUN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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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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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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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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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勿錯過此次省錢優惠良機！
袛限本周四朝九晚九、周五周六朝九晚六，優惠至8月15日下午6時止。

微信支付
UnionPay App
雲閃付 App

我們接受以下支付方式︰我們接受以下支付方式︰
Eric Ngo

587-719-2888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Minh Phan

403-909-9949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ENIOR
SALES MANAGER

Freeman Leung Wayne Fan

403-890-6219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BUSINESS
MANAGER

Allan Wong

CHTOYOTA.COMCHTOYOTA.COMCHTOYOTA.COM

無需供款

天* 借貸或租賃利率優惠

閣下以舊車貼換新車

我們需要您貼換而來的舊車
並會處理您的冰雹索賠及支付您的墊底費！*

保證可獲 $2,000*
定期保養
（所有成功購車顧客）* （所有成功購車顧客）*

免費汽油120120 0%*0%* 免費三年免費三年 $1,000$1,000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587.907.5020 | mbcountryhills.ca

非一般品牌車行可提供
親臨加拿大最大規模平治汽車代理
感受非一般的豪華顧客服務及設施

．快速汽車保養服務

．31個汽車保養服務區

．60輛以上全新汽車展示廳

．室內二手車展示廳

．令人難以置信的顧客休息室

．內設餐廳

．Country Hills Kids Club

．來賓代客及禮賓服務

．免費代步汽車

．免費機場接駁車

全 部 内 容 逢 周 四 上 載
Address: 215-1110 CENTRE ST. NE  CALGARY  T2E 2R2
Website: www.trendweekly.com
Telephone:   403-262-0066   Advertising: 403-617-2100
Fax: 403-233-2172    Email: info@trendweekly.com

詳 情 請 登 陸 本 報 網 站  www.trend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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