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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自助美食餐廳全面開放
依足防 疫 衛 生 條 例 ， 服 務 加 倍 細 心 ！
$

7.99
每天

9:30~11am
供應

28.99

$

逢星期三
5~10pm
供應

天天
超值早餐

$

17.99
每天

11am~2:30pm
供應

汎亞
美食之夜

天天
精選午餐

海鮮
美食之夜

39.99

$

逢星期四
5~10pm
供應

$

21.99

逢周一、二
5~10pm
供應

29.99

$

逢周五、六、日
5~10pm
供應

主廚
特選晚餐

燒焗
牛排之夜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PRICE EXCLUDE TAX AND GRATUITY. 18% GRATUITY FOR GROUPS OF 6 OR MORE.
All daily features include regular tea, regular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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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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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0 即 可 免 費 獲 贈 椰 菜 花

1.28/lb

1.68/lb
BCLE
Peaches
Cukes

BC蜜桃

1.48/ea
Lemons
Cantaloupes

BC西梅
BC Bartlett Pears
Yellow Nectarines

BC Prune Plums

1.48/lb
網瓜

4 for

4.98

0.98
當地粟米

Local Corn

周日：10am-6pm

青檸

Limes
N
36 St NE

周六：9am-7pm

特大番薯

Jumbo Yams

12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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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lb

34 St NE

提供批發 送 貨 服 務

當地無徑西蘭花

BC香梨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Local Broccoli Crowns

1.28/lb

因 疫情關係，本報暫時改為
網 上電子版，繼續為各界服務 。

32 Ave NE

本周特價
9月03日－9月09日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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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東風導彈兩路試射 跨神州轟南海震美台
中美角力升級，解放軍火箭軍部隊昨早向南海試
射反艦彈道導彈。報道指，一枚東風26中程彈
道導彈、一枚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分別從青
海省及浙江省發射。美國空軍一架RC135S偵察
機於敏感時刻飛入南海，相信是收集導彈情報。
加拿大被指藉拖延另類封殺華為
英媒昨日引述消息報道，加拿大是情報聯盟「五
眼聯盟」成員國中，唯一沒有正式禁止中國電訊
設備製造商華為參與該國的5G網絡建設，但實
際上已讓華為沒法參與。消息人士指，若非中方
拘捕兩名加國公民，加方早已宣布封殺華為。
上海晶片商疑繞過美監管獲技術授權
美國積極阻止中國企業取得晶片技術之際，一家
上海晶片商於前年至去年期間、即中美貿易戰如
火如荼之際，疑似透過連串複雜交易繞過美國監
管，取得美國MIPS科技公司（MIPS Technologies
Inc.）的晶片技術授權。
索馬利蘭駐台辦料下月運作
台媒昨日引述索馬利蘭駐台代表哈吉指，駐台代
表處預計下月九日前正式成立運作，人員編制預
定共五人，並計劃招募兩名台灣職員，目前已有
兩名索馬利蘭籍職員隨哈吉抵台。台灣陸委會委
員指，大陸的「內循環」將加大市場競爭，恐對
台商不利，呼籲官方拓展國際市場。
日防相早前曾擬空中視察釣島
日本防衞省官員昨日透露，防衞大臣河野太郎本月
上旬曾考慮到釣魚島上空視察，但為避免刺激中方
而放棄。報道稱，若此事成行，河野太郎將成為首
位從上空視察釣魚島的日本防衞大臣。河野太郎本
月十八日在防衞省與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會談，要
求中方在日本周邊海空域的活動保持克制。
韓數千醫生疫下大罷工
南韓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十三日錄得三位數增幅
之際，政府與醫學界就放寬醫學院收生人數等醫療
改革談判破裂，全國數千名醫生按計劃昨日起展開
一連三日罷工，首爾首都圈的醫療服務受影響。保
健福祉部長朴凌厚同日下令強制所有醫生立即返回
崗位，否則面臨吊銷醫生資格、罰款，甚至監禁；
總統文在寅亦要求有關部門嚴格處理事件。
仇恨罩威州民殺民2死
美國威斯康辛州奇諾沙市有警員於周日開槍射傷
一名黑人男子，導致他下肢癱瘓。事件再激起種
族矛盾，奇諾沙市連續三日騷亂，數十幢建築物
起火，法院亦成為破壞對象，有人趁機搶掠；三
名示威者中槍，其中兩人死亡。州長埃弗斯宣布
進入緊急狀態，並增派一百二十五名國民警衞軍
士兵維持秩序。

SATURDAY

星期五

彭斯斥拜登 親華縱暴
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周三踏入第三晚，副總
統彭斯正式接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面對國內種
族平權浪潮觸發的暴力，他打出法治牌，批評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是激進左翼分子，更警告國民在
對方的治下絕不安全。最新民調顯示，總統特朗
普的支持度仍然落後。
槍殺兩示威者 崇警威州青年控謀殺
美國黑人男子布萊克在威斯康辛州奇諾沙市遭警
員槍傷致下身癱瘓後，當地連續三天爆發騷亂，
一名十七歲白人青年周二在示威現場槍殺兩人，
翌日落網及被控一級故意殺人罪；州政府動員五
百名國民警衞軍平亂。
颶風登陸路州 47萬戶停電
颶風「勞拉」增強為「極度危險」的四級颶風，
於當地時間周三午夜時分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卡
梅倫縣登陸，帶來狂風暴雨及洶湧大浪，料在路
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及德州東南部引起洪災，至今
有近四十七萬戶及商店停電，逾一百五十萬居民
被迫撤離。
Google暗儲用戶位置 員工不認同
美國科企Google被指早年在用戶關閉定位功能
後，仍暗中記錄其位置，五月遭亞利桑那州總檢
察長起訴。美聯社周四引述包括Google內部電
郵等多份解封法庭文件報道，揭示部分Google
工程師並不認同公司的做法。
蘋果增私隱保障 削Fb營利能力
美國蘋果公司料於今年秋季推出新一代作業系統
iOS 14，當中加強用戶的私隱。惟社交網Facebook
周三表示，iOS 14在私隱方面的調整，將削弱其投
放個性化廣告的能力，令透過Facebook賣廣告的開
發商收入減少。
美確診人數突破600萬 美新規：無病徵免檢疫
美國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突破六百萬大關，面對
疫情肆虐全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周一疑在華
府施壓下更改指引，聲稱即使與患者密切接觸，
但沒有出現病徵就無必要接受檢測；專家憂慮這
無法找出隱形傳播者。
日本首發現低濃臭氧可殺新冠
日本藤田醫科大學周三表示，研究發現低濃度臭
氧可中和新冠病毒，是全球首次證明這個抑制病
毒的效果，大學的附屬醫院下月將加設臭氧消毒
機。不過，研究強調一旦臭氧的濃度過高，反而
對人體構成中毒危機。

潰瘍性大腸炎復發 安倍突辭任日相
連續執政接近八年、創下日本憲政史上在位時間最
長紀錄的首相安倍晉三，昨日突然以舊疾潰瘍性大
腸炎復發為由請辭。距離自民黨總裁任期屆滿仍有
一年，安倍強調將繼續執政，直至選出繼任人為
止。分析指，新冠肺炎抗疫決策失誤致支持率每況
愈下，加上健康惡化，安倍已沒有精力接受各種意
見、批評及承擔繁重工作，因此掛冠求去。
白宮上演無罩大會
在周四晚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總統特
朗普在白宮南草坪正式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並發
表演說。他稱今屆是美國史上最重要的選舉，批
評代表民主黨出選的拜登親華，更警告若對方當
選，中國將擁有美國。
解放軍雙語驅離後 美兩軍機再飛南海
南海局勢日趨緊張，美國國防部日前發放P8A海
上巡邏機本月中在南海飛行的畫面，當它飛近南
沙群島永暑礁時，遭解放軍以中英雙語警告驅
離。惟美方以國際法容許為由周五再派兩架同型
號軍機，飛入南海執行任務。
沃爾瑪夥微軟爭取收購TikTok
美國以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封殺中國影片分享平
台抖音國際版TikTok。美國連鎖超市集團沃爾瑪
周四宣布，或夥拍微軟爭取收購TikTok。沃爾瑪
在聲明指有信心符合美國用戶期望。
台晶片商向美申請供貨華為
美國封殺中國科技巨企華為之際，總部位於台灣
新竹的手機晶片企業聯發科昨證實已向美國政府
申請，冀望在下月十四日後繼續供貨予華為，正
等待美方核准。該公司重申會按照全球貿易相關
法令規定的立場。
文在寅怒斥：醫生罷工如逃兵
南韓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之際，醫學界與政府就放
寬醫學院收生人數等醫療改革談判破裂，全國數
千名醫生周三發起罷工。保健福祉部副部長金剛
立昨日表示，罷工醫生須復工的行政命令，由首
都圈擴大至全國；保健福祉部將與法務部、警察
廳合作，懲罰教唆罷工的人士。
世衞將派專家組 訪武漢查疫源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周四表示，將安排國
際專家組前往中國調查新冠病毒，包括到首先爆
發疫情的武漢實地研究。英國傳媒報道，世衞兩
名調查病毒起源的專家，早前結束在中國為期三
周的考察行程，但未有前往武漢。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美再制裁11華企 防長視察環太軍演
美國國防部前日宣布新增十一家由解放軍控制或
擁有的企業名單，包括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
司及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等，為新一輪制裁鋪
路。另外，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夏威夷視察環太平
洋軍事演習時表示，部署印太地區的美軍是為了
對抗中國，並強調如有必要，美軍可在任何地方
及任何時候擊敗對手。
疫下美韓軍演未能驗證指揮能力
本年首場戰區級美韓聯合軍事演習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延遲兩天舉行。演習於前日結束，但移
交戰時指揮權所需的完全作戰能力（FOC）評
估未能按計劃完成。韓軍計劃明年上半年演習中
重新驗證指揮能力，須與美方繼續磋商。
王毅訪巴黎晤馬克龍民眾示威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前日在巴黎愛麗榭
宮，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晤，他強調中歐始終是
合作夥伴，不是競爭對手。逾百示威者在法國外
交部外集會，聲援新疆維吾爾人及香港，要求法
國政府堅持人權優先原則，明確表達反對中國政
府壓迫少數族群的立場，警方在場戒備。
美俄空中鬥法互嚇
美俄角力愈演愈烈，美國戰略轟炸機上周五分途
在歐洲及北美洲出擊，飛越全體北約三十個成員
國上空，向俄羅斯展示該跨大西洋軍事同盟的實
力。俄軍則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海域，舉行當地自
冷戰後的最大型演習。
白羅斯拒做北約反俄橋頭堡
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上周五指控北約，試圖令該
國成為對付俄羅斯的橋頭堡；對於歐盟揚言制裁
白羅斯官員，他威脅會制裁幕後黑手、鄰國波蘭
及立陶宛報復。烏克蘭政府同日決定，暫停所有
與白羅斯的溝通渠道。
土耳其F16瞄準驅離希臘F16
東地中海局勢持續緊張，土耳其國防部上周五表
示，希臘六架F16戰機前一天由克里特島飛往塞
浦路斯，由於它們接近土耳其實彈射擊演習及勘
探地區，於是派出同一款戰機攔截及驅離；希臘
國防部暫未回應事件。
自民黨9‧15選總裁河野太郎封相大熱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因潰瘍性大腸炎復發而
請辭，執政自民黨消息指該黨考慮九月十五日選
出新總裁接任首相。當地最新民調顯示，屬於對
華鷹派的防衞大臣河野太郎，以近百分之七十支
持度成為最大熱人選。

NEWS RE P O RT
2020年8月27日 ~ 9月2日

2020年
新造
雞肉味
牛肉味

幼

獅頭牌泰國香米 (36磅)

媽媽牌即食碗粉

三小姐牌沙河粉

亞萊地牌鵪鶉蛋

壽星公煉奶

珍寶黑布冧 [加州產]

珍寶白肉桃 [加州產]

辣木葉茶 [夏威夷產]

大甜橙 [澳洲產]

大芋頭 [墨西哥產]

羅勒 [夏威夷產]

大肉薑 [中國產]

白油桃 [加州產]

白蘿蔔 [中國產]

番荔枝 [巴西產]

合掌瓜 [墨西哥產]

地滿牌黃香蕉

袛限
Sunridge店

幸福比內牌廣東炒麵

潘泰諾華星牌蠔油

UFC牌香蕉醬

Sumaco 茄汁沙甸魚

新鮮三文魚頭

生猛大生蠔
袛限
Sunridge店

特級牛脷

02

新鮮小背脊牛排（原袋）

特級牛蹄

新鮮特級豬腱

新鮮豬扒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原箱
$1.4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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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民主黨票倉六市長 轉撐特朗普
美國大選選戰如火如荼，民主黨傳統票倉明尼蘇達州鐵礦區
（Iron Range）的六名市長，上周五發公開信倒戈支持總統特朗
普，批評民主黨拋棄工人階級，總統候選人拜登從政多年無法解
決職位流失等問題，而特朗普則強硬對華，為工人打拚。而最新
民調顯示，多個搖擺州份對特朗普的施政滿意度上升，令他和對
手拜登的支持度差距收窄至六個百分點。
巡視颶風災情 晤官員避見苦主
颶風勞拉日前吹襲路易斯安那州及德州，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
嚴重破壞當地基建，不少居民仍無水電供應。特朗普上周六到上
述兩州巡視，他指勞拉是非常強勁的風暴，今次巡視是要表達對
居民的支持，相信當地會迅速重建。
情報總監拒匯報 眾院鬧爆
美國官員表示，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上周五知會參眾兩院的情
報委員會，不會親身向國會議員作選舉安全簡報，顯示他不相信議
員能夠保守秘密。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情報委員會主席希
夫批評拉特克里夫的做法，指他有法律責任隨時向國會匯報，這樣
做會令公眾失去有關外國勢力試圖顛覆民主制度的知情權。
涉跪殺黑人 美警求撤控罪
美國前警員沙文涉嫌今年五月「跪殺」黑人弗洛伊德，被控謀殺
等罪名。沙文上周五透過代表律師，要求法官撤銷其謀殺控罪，
理由是弗洛伊德是死於毒品作用，而非壓頸動作。與此同時，明
尼蘇達州檢察官同日提交了書面文件，表示將對沙文等四名涉及
弗洛伊德之死的前警員尋求更嚴厲的判決；又形容弗洛伊德被制
服時身體非常脆弱，更受到特別殘忍的對待。
捷克議長抵台京譴責
繼美國衞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後，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施特奇
爾昨日亦率團訪問台灣六天。中國大陸駐布拉格大使館發言人批
評，維施特奇爾出於個人政治算計執意訪台，嚴重干涉中國內
政，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雙邊政
治承諾，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王毅晤法國外長 願同護多邊主義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繼續於歐洲訪問，前日他在巴黎與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舉行會談，雙方表示兩國應在抗疫、農業、數
碼經濟、電動車等方面加強合作，又同意維護和實踐多邊主義。
與此同時，法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布伊格（Bougyes）電訊集團
稱，二○二八年或之前在法國將拆除三千個中國華為天線。
注銷採訪資格 白羅斯驅逐外國記者
白羅斯反政府示威浪潮一發不可收拾，盧卡申科政府繼早前扣留
數十名記者後，前日開始驅逐部分外國傳媒機構的記者，並注銷
十七名外媒的白羅斯記者採訪資格。多間受影響傳媒及記者協會
批評白羅斯政府打壓新聞自由，要求撤回行動。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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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機倘在台升降 官媒警告不惜一戰
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施特奇爾昨日第二日訪台，與台簽署三項合作備忘
錄之際，引起外交風波，大陸和捷克互相傳召對方大使。與此同時美
軍驅逐艦駛經台灣海峽，是今年第九次。有網站指多架美軍偵察機，
進入台灣南北上空執行任務，更傳有美機進入台灣本島起降，事件引
起內地官媒警告，促蔡英文當局和華盛頓「不要玩火」。
中印再起衝突 互斥軍事挑釁
中印邊境又起糾紛。印度國防部昨發表聲明，指摘中國解放軍違
反共識，上周末在東部拉達克地區採取「挑釁的軍事行動」。中
國外交部否認指控，西部戰區更指印軍昨非法越界，警告印方立
即撤離，並強調中國軍隊會採取必要應對措施。
美國防部 允對日本售32枚中程導彈
中日釣魚島爭議加劇之際，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局（DSCA）
近日宣布，已經就向日本出售三十二枚「AIM-120C-8」先進中程
空對空導彈一事，通知國會。連同提供技術支援以及後勤服務在
內，該軍售案總值達六千三百萬美元。
台稱進口美瘦肉精豬 可換國際地位
台灣明年一月起開放美國含有俗稱瘦肉精的萊克多巴胺成分豬肉
及牛肉進口，引發民怨，衞福部長陳時中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回
應稱，此舉可換來「一個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特朗普 拜登 互斥縱暴
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反種族主義示威持續了三個月，上周六
更有總統特朗普支持者與抗議人士爆發衝突，釀成一死。特朗普
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翌日就事件隔空開火，特朗普指摘是民
主黨容許城市遭破壞；拜登則狠批特朗普不顧一切地鼓吹暴力。
安倍致電美總統 重申同盟不變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突然以健康理由請辭，繼任人選備受關
注。安倍昨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電話會談，強調下任首相
「繼續強化日美同盟的方針不變，希望美方放心」；特朗普則稱
讚安倍是「日本史上最偉大的首相」。
華限技術出口 TikTok放慢賣盤
中國政府日前公布限制人工智能等技術出口的新規定，中國影音社
交應用程式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表明會嚴格遵守。美
媒昨引述消息報道稱，字節跳動受新規定影響，放慢了與潛在買家
商討出售TikTok的進度，有關交易可能會延至十一月美國大選後。
以色列 阿聯酋建交 首直航
以色列與阿聯酋早前達成和平協議宣布建交，首班來往兩國的航
班於當地時間周一早上，由以色列特拉維夫出發，約三小時後抵
達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這是歷來首班來往兩國的直航航班，亦
是首架以色列民航機飛越沙特阿拉伯領空。乘客包括美國總統特
朗普女婿兼白宮高級顧問庫斯納。
加州1.6萬消防員撲救山火
美國加州山火延燒多日仍未撲熄，截至當地時間周日早上，大約
一萬六千名消防員出動撲火。山火至今燒毀約五千七百四十六平
方公里土地，面積超過特拉華州；另有約二千五百棟建築物被
毀，六萬多人強制疏散。

一周國際新聞

印度邊境急擴軍 華部署殲20迎戰
中印邊境局勢再度緊張，中方指印軍在拉達克地區班公湖南岸越
界，要求印方立即撤離。但印媒稱，印度政府已決定派駐軍隊在
邊境過冬，與解放軍長期對峙；並擴大軍事部署，允許印軍採取
一切手段阻止中國入侵。中印雙方僵持之際，有指解放軍殲20
隱形戰機近日亦重新進駐新疆和田機場。中國官媒其後稱中方要
做好作戰準備。美國副國務卿比甘則表示，美方欲與印度、日
本、澳洲建立更為正式的戰略關係，目標包括全方位擊退中國。
捷克議長演講說中文我是台灣人
率團訪台的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施特奇爾，昨日到台灣的立法院發
表演說，他引用美國前總統甘迺迪一九六三年的西柏林演講，指
甘迺迪當時強調自由是不可分隔，並以「我是柏林人」向自由最
高價值表示支持，所以他亦以中文說出「我是台灣人」，表達對
台灣及自由價值的支持。
華拘澳洲籍女主持 或損雙邊關係
在 中 國 環 球 電 視 網 （ CGT N ） 任 職 的 澳 洲 籍 華 裔 女 主 持 成 蕾
（Cheng Lei）上月中被中國當局拘留至今，澳洲政府前日證實
事件。澳洲貿易部長伯明翰表示，中方無透露拘捕原因，並警告
事件或會因此改變兩國貿易關係。
解放軍黃海演練禁航行
解放軍近期密集展開海上軍演，江蘇省連雲港海事局昨發航行警
告稱，今日至周五將於黃海南部進行實彈射擊演習，禁止船隻駛
入。另外解放軍近日公開第一艘055萬噸級導彈驅逐艦南昌號進
行海上訓練的畫面，未知與內地官媒今年七月公布該艦於渤海演
習的報道是否屬同一次。
拜登反暴欠強硬 特朗普民調反先
美國反種族歧視示威持續，民主研究所（DI）周二公布最新民調
顯示，近月民望一直落後的總統特朗普的支持度升至百分之四十
八，比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百分之四十五高出三個百分點，
是多個月來首次於民調領先。分析指，民調反映民主黨錯誤解讀
反種族歧視示威的影響，以及在騷亂和無政府主義抗議活動後，
國民希望恢復法律和秩序的意願。
俄戰機疑侵丹麥領空 攔截美B52H
美俄在歐洲的軍事角力有增無減，北約周一指控俄羅斯戰機，上
周五攔截美軍戰略轟炸機時入侵丹麥領空。俄羅斯國防部同日否
認，又公布當天在波羅的海國際水域上空，攔截三架飛近俄國邊
界的美軍戰略轟炸機。
菅義偉倘當選 料延續親美路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宣布因病請辭，執政自民黨料於本月中選
出新總裁，以接任安倍成為新首相。有報道指，內閣官房長官菅
義偉獲得黨內多數派系支持，是最有可能的接任人選。自民黨總
務會周二宣布，將不會舉行黨員投票，而是召開參眾兩院議員總
會選出新總裁。
涉操控股價 三星李在鎔再被控
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經濟犯罪刑事部周二以涉嫌非法交易、
操控公司股價及瀆職，起訴包括三星電子副主席李在鎔在內十一
人。這是自二○一七年二月涉及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案以來，
李在鎔再被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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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超市設有

九月九日 (星期三)

網上預約到取服務

Halal

Halal

清真

原隻去皮草羊

星期三

清真

BLW 和牛牛頸骨

海洋媽媽牌急凍金鯧魚

海燕牌有頭白蝦

第一家牌春卷皮（八吋半）

指定口味

海燕牌米粉

普蒂大督牌醬油

王梨標白醋

高高牌蘇打椰子水

秋菊牌椰子水連肉/椰果

地滿牌果汁

袛限
Sunridge店

多款口味

日昇牌果汁

新李牌甜粟米

賓賓米菓

Food Empire 三合一即溶咖啡

好運燒肉

好運香蕉麵包

幸福比內牌黃尾竹莢魚

幸福比內牌去骨虱目魚

海燕牌金牌雀鯛

AA-1牌印度馬駮魚

三魚牌急凍銀絲魚

越金牌有頭白蝦

三魚牌原條魷魚

韓式雜錦炸魚丸

幸福牌原條香茅

幸福牌熟甜粟米

海燕牌菠蘿蜜

平和讚岐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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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期 09月04日至09月10日

# 3 3 40, 3310- 32St .NE Calgary

電話：403-250-8198

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內價錢如有錯誤，以店內標示為準。

營業時間：每日10am - 8pm

Special oﬀer valid only while quantity last. We reserved the right to correct any errors on the ad.

2020新海鷗香米

妮娜白蝦 21/25

所有月餅8折

New Crop Geoland Rice

Nila White Shrimp

All Mooncakes

42.99/bag

27.99/box

$

3.89/lb

1.69/lb

1.59/lb

$

新鮮龍眼

0.69/lb

1.39/lb

台灣椰菜

1.05/ea

4.59/ea

$

金燕/偉豐東莞米粉

0.95/ea
冰片糖

1.19/ea
豐收去衣綠豆

珀寛辣碎蝦

Peeled Mung Bean

1.85/lb
三去側魚

10.99/ea

迷你雞蛋

Black Tiger Shrimp 26/30

Wintat Frozen Chicken

21.99/box

$

老虎蝦26/30

Searay Greenland Turbot

永達走地雞

PV Eggs

3.99/ea

$

SF Straw Mushroom in Can
$

DSI Pressed Tofu, Fresh Tofu

海威龍鱈魚

Frozen Cleaned Tilapia

2.99/ea

$

6.69/ea

$

六福草菇粒

HJQ Dried Vegetable

大信豆乾/傳統豆腐

PK Minced Shrimp in Chili Paste

6.59/lb

$

$

惠金橋甜/咸梅菜王

Coconut Tree Rice Paper

2.09/ea
$
2.19/ea

中源咖啡

TN Coﬀee in Box

1.59/ea

$

$

$

雞牌椰糖

Cock Pulm Sugar

椰樹米紙

Kaiping Preserved Bean Curd

3.59/ea

$

5.69/ea

1.69/ea

$

大芋頭

Large Taro Roots
$

VT Flour for Wet Rice Paper

開平辣腐乳

Brown Sugar

1.79/ea

$

1.59/ea

$

甜橙

Oranges

永順粉卷粉

KYJ Sausage

1.49/ea

$

韓國金針菇

金然棧臘腸

Rice Vermicelli

$

Korean Needle Mushroom
$

大手榴彈

Large Plums Flavour Grenade

1.19/lb

$

1.79/ea

$

青通菜

Green Ong Choy

1.19/lb

$

Asian Golden Pears

$ 23 00 / box

2.09/lb

香梨

水晶梨

Taiwan Cabbages

$ 24 00 / bag

$

Fragrant Pear

0.99/ea

$

$ 14 00 / box
$ 25 00 / bag

$

Shanghai Bok Choy

$

$ 29 00 / box

3.29/ea

$

上海白菜

Fresh Longan

百 加利
紅蘿 蔔
台灣 椰菜
大洋 蔥
韓國 金針菇

20% oﬀ

$

$

餐館特價批發

$

海威切花魷魚

Searay Squid Curved

金牌白蝦31/40

Golden Label White Shrimp 31/40

展鵬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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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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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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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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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 Eau Claire

月租

$1,650 西北區 Brentwood 月租 $ 9 0 0 東北區 Vista Heights 月租 $995 市中心 Eau Claire

河邊高尚柏文，全屋開放式設計，俯瞰
王子島公園及弓河，高級不鏽鋼家電及
石英檯面，現代設計廚櫃，實木地板。
1睡房1書房1浴廁，租金包室内停車場、
儲物室及所有健身娛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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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twood輕鐵站、巴士站及大
學。到SAIT及市中心只需10分鐘車程。

西北區 Brentwood 月租 $1,290 東北區 Sk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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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T
REN

月租

超過1000平方呎公園排屋單位，特大廚
房，3睡房1浴廁，主人房陽臺可以瞭望
市中心及山景。鄰近Deerfoot高速公
路，交通方便。十五分鐘可至動物公
園、市中心、及機場。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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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CA、太子島公園及唐人街。

$1,295 東北區 Huntington Hills 月租 $1,350 東南區 Penbrooke Meadows 月租 $1,200

位於Skyview中心二樓柏文單位，全屋摩
登開放式設計，大理石廚台，不鏽鋼家
電，2睡房2浴廁。租金包室内停車場，
健身室及娛樂室。交通方便，數分鐘可
至Crossiron Mills Mall及機場。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D
E
T
REN

開放式設計獨立屋1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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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u
raymondlau404@gmail.com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
忠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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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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

D
E
T
REN

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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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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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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全加拿大唯一可長期

為忠實客戶提供的「現代」尊貴車主會員服務

本代理誠意為在九月份購買「現代」新車車主推出以下尊貴服務，以表謝意！
★ 終身免費更換偈油服務 ★ 每月享用壹次免費清洗汽車（外部）服務
★ 隨時為您加滿玻璃水
★ 隨時為您的汽車輪胎充氣
★ 每年可享用壹次免費汽車美容服務（Bronze Package）
★ 所有汽車美容服務可獲八五折（15% OFF）優惠
★ 所有現代汽車配件可獲八五折（15% OFF）優惠
★ 介紹新客戶可獲二佰元介紹費
★ 可免費享用在本車行提供的飲品
★ 如閣下愛車須進行維修或保養服務，本車行提供免費到府上或
工作地點提取汽車，完成後交還至上述地點。
★ 在進行維修或保養服務期間，可免費借用代步汽車。（可借用汽車有限）

歡迎親臨本車行以最優惠價錢與最佳服務來體驗最「現代」化的購車歷程

TED
LAM
General Sales Manager

營銷總經理
精 通 粵語、英語

Humphrey Yeung

Jonathan Yee

信貸經理 /華語總監
精通 國、粵、英語

產品顧問
精通 國、粵、英語

楊先生

403-619-9155

余先生

403-992-9816

Jacky Lau

劉先生

信貸經理
精通 粵語、英語

EASTERN FORTUNE RESTAURANT
AU T H E N TI C C H I N E S E C U ISINE
ISIN E
地址：416, 16 Ave., NE (高邦商場，Uniko Plaza 內) 電話：403-230-9267

www.easternfortune.ca

@easternfortuneyyc

星期日至四 4:30pm - 1:30am
星期二休息
星期五／六 逢
4:30pm - 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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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營業
星期一至六：9:00am - 5:30pm / 星期日及假期：10:00am - 4:00pm

#12-700 33 ST NE Calgary / Tel: 403 - 272 - 6567

飲品樽罐回收
既可使垃圾減量，減少污染，保護自然環境
更可令資源永續利用及有即時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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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内容逢周四上載

詳 情 請 登 陸 本 報 網 站 www.tr e n d we e kly.co m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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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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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預約：587-834-0138
#19 - 1423 Centre St. NW (聯達二樓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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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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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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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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設餐廳

．31個汽車保養服務區

．Country Hills Kids Club

．60輛以上全新汽車展示廳

．來賓代客及禮賓服務

．室內二手車展示廳

．免費代步汽車

．令人難以置信的顧客休息室

．免費機場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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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7 - 112 Avenue NW, Calgary, AB T3R 1R8
Tel : 403.29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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