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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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ONIC GAMING TABLES OPEN

角子機耍樂自助美食餐廳全面開放

新增電子博彩遊戲
廿一點 百加樂
輪盤 及 P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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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瓜 一 個

1.28/ea

1.28/lb
Fuyu
Hachiya Persimmons
LE or
Cukes

富有柿/八屋澀柿

Cantaloupes

0.68/lb

網瓜
Ambrosia Apples
Yellow Nectarines

安培士蘋果

1.28/lb
Anjou Pears

西洋梨

for 2
1.68/lb

0.98
Lemons
Cilantro

芫荽

西蘭花

Zucchini Squash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N
36 S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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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瓜
34 St NE

提供批發 送 貨 服 務

Broccoli Crowns

1.48/lb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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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柑

本周特價
12月10日－12月16日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Oriental Weekly December 10, 2020

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中澳外交風波未平 美英法投入戰團
中國與澳洲的漫畫外交風波升級，美國、英國、
法國發聲支持澳洲，斥責中方散播虛假訊息；中
國外交部周三反指澳洲軍人的戰爭罪行經當地國
防部確認，質問濫殺無辜卻不允許別人批評，是
否符合澳洲的價值觀。
美在台處長變大使抗衡北京
台海局勢持續緊張之際，美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
檢討委員會（USCC）前日發表年度報告，呼籲國
會評估強化與台灣在關鍵領域經濟合作機會，並
且升格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的地位，
由美國總統直接進行處長任命。台灣學者指出，
升格AIT地位象徵美國升級對台灣官方承認的地
位，預料中國大陸勢必會有較激烈的抗議反應。
拜登談中美：就職後不立即撤關稅
宣稱勝出美國總統選舉的拜登周二接受《紐約時
報》電話訪問，談及上台後將如何重塑中美關
係。他稱不會立即撤銷總統特朗普對華徵收的懲
罰性關稅及首階段貿易協議，將與亞洲和歐洲傳
統盟友磋商後才提出具體策略。
英國緊急批准輝瑞疫苗投用
英國藥物及健康產品監管局（MHRA）昨日宣
布，緊急批准使用美國藥廠輝瑞與德國生物科技
公司BioNTech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是全球首
個批准使用該疫苗的國家。英國政府表示，指定
群組人士最快下周接種疫苗。
檢疫麻煩 美兩航空停直飛上海
美國聯合航空與美國航空前日宣布，暫停直飛中
國上海的航班，改為增設中途停南韓首爾。美媒
較早時引述消息報道，以上航班安排變動與外國
航空公司機組人員抵達上海後等候時間長、住宿
條件有限及活動受限制有關。
南韓再爆H5N8 撲殺30萬家禽
南韓慶尚北道尚州市一個禽蛋養殖場昨日通報一
宗高病原性的H5N8禽流感個案，是繼全羅北道
井邑市後一周內第二宗，地方政府當日撲殺涉事
養殖場的18.8萬隻雞及12萬隻鵪鶉。
不滿蔡英文施政 男子中天外自焚
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日前否決
中天新聞台續牌，事件持續發酵。台媒報道，一
名孫姓男子疑不滿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施政，昨晚
在中天電視台大門外自焚，保安發現後立即撲滅
火勢，男子被送至醫院急救，目前情況危殆。

SATURDAY

星期五

美收緊簽證 針對共產黨員及直系親屬
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倒數最後7周之際，再度出
招針對中國。《紐約時報》前日報道，美國即日
起收緊中共黨員及其直系家屬的簽證有效期，從
10年大幅削減至只有一個月，料影響包括9,200
萬名中共黨員在內的2.7億人。分析指中美關係
陷入建交40年來新低，特朗普此時「埋下地
雷」，推出新簽證限制，或引起中方報復，成為
即將上任的拜登與北京修好的障礙。
指強迫勞動 美禁新疆建設兵團棉花入口
美國海關和邊防局（CBP）前日宣布，禁止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XPCC）生產的棉花及棉花產品進
口，理由是涉及強迫被拘禁的維吾爾人勞動。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敦促美方個別政客，停止
借涉疆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將會繼續採取必
要措施，維護中國有關方面及企業的合法權益。
台逾80豬肉進口商拒購美貨
台灣明年1月起開放含有俗稱「瘦肉精」的美國
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逾80間豬肉進口商昨日
發表聯合聲明，不會進口瘦肉精美豬，並且會自
主標示不含瘦肉精。苗栗縣議會同日三讀通過修
正條例，增訂豬肉以及其相關製品不得含有瘦肉
精，違者罰款3萬至10萬元新台幣不等。
特朗普喬州翻盤失敗
美國大選已結束一個月，但圍繞選票的爭議仍未
平息。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前日在社交網發表
視像講話，再次指控今屆總統選舉有嚴重舞弊，
發生了許多荒謬的事，作為總統有責任捍衞法
律、憲法及選舉制度，又形容這可能是他發表過
最重要的講話。喬治亞州第二次重新點票前日午
夜結束，官方重申未有找到大規模舞弊的證據，
特朗普未能翻盤。
莫里森軟化：中澳關係互惠互利
澳洲總理莫里森昨日在一個記者會上，一改早前
要求中國「道歉」的強硬語氣，表示「澳洲與中
國的關係是互惠互利的」，希望與中方進行建設
性接觸。
嫦娥五號上升器攜月壤 飛回環月軌道
中國探月工程嫦娥五號探測器經過約19小時的月
面工作，於周三晚上約10時順利完成月球表面自
動採樣。昨晚11時10分，嫦娥五號上升器3000N
發動機工作約6分鐘，成功將攜帶月球土壤樣本
的上升器送入到預定環月軌道。這是中國首次實
現地外天體起飛。按原定計劃，嫦娥五號返回器
將於本月中旬在內蒙古着陸。

美收緊對華簽證 崔天凱：鬥則兩傷
美國國務院周四發表聲明，正式宣布收緊中共黨
員及其直系家屬的簽證有效期，從10年大幅削減
至只有一個月，形容此舉是為了保護美國免受中
共的邪惡影響。內地官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
社評指，中美雙邊關係正轉往危險的道路。中國
駐美大使崔天凱則表示，中美任何差異及分歧都
非對抗和戰爭的理由，不管冷戰還是熱戰。
後援會做假帳 安倍或被問話
日本傳媒昨日引述消息報道，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
搜查部考慮對兩名前首相安倍晉三後援會官員提出
簡易起訴，指控他們涉嫌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
規定。兩人承認有違法行為，特搜部或於今日舉行
的國會特別會議結束後，傳喚安倍問話。
菲槍手闖市政廳射殺市長
菲律賓內湖省洛斯巴諾斯（Los Banos）市長佩
雷斯（Caesar Perez）周四晚於市政廳內遭槍
擊，頭部重創倒地，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正調
查槍手行兇動機。當地傳媒指出，佩雷斯的弟弟
在2017年，同樣遭人開槍射殺。當局向佩雷斯
的家人致哀，並強烈譴責槍手暴行。
美單日3157人疫歿 3前總統同稱會打疫苗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單日病歿人數再創新高
之際，3位前總統奧巴馬、小布殊和克林頓都表
明會公開地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以增強公眾對接
種疫苗的信心。美國的新冠肺炎單日病歿人數在
周三創新高，達3,157人。
台以武抗統加碼 決建20導彈艦
繼日前啟動自製潛艇項目後，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台船）亦公開自製新一代導彈巡防艦計劃。台
媒昨日報道，台船擬建造15至20艘巡防艦，首
艦造價為245億元新台幣，新艦將配備垂直發射
系統及斜式發射箱。有分析指，自主研發武器的
技術和成本要求相當高，質疑台灣是否有足夠工
業能力和金錢完成，達到「以武抗統」的目標，
或淪為民進黨政府的虛幻政治口號。
美豬風波 國民黨告發蘇貞昌
台灣決定明年1月起，放寬美國含有俗稱「瘦肉
精」的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台行政院長蘇貞昌
的支持立場受到國民黨圍攻。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總召集人林為洲昨日前往警局，告發蘇貞昌違反
食安法和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方依規定受理。蘇
貞昌則呼籲國民黨不要移花接木、扭曲誤導大
眾，浪費社會資源。

一周國際新聞

2020年
新造

龍光牌特級香米 (36磅)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美再出招制華 趕絕統戰外宣
距離美國下任總統就職不足50日，中美關係再度
火上加油。繼收緊中共黨員及直系親屬的簽證有效
期後，美國國務院前日再祭出兩招，禁止從事「惡
意活動」的中共統戰部官員及參與統戰活動人士申
請入境簽證，並暫停5個中美交流計劃，其中一項
與香港有關，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暫未回應事件。港
府批評美方決定屬短視之舉，並感到遺憾。
重設第1艦隊駐印太 美海軍部長解畫
美國海軍部長布雷思韋特近日宣布重設第1艦
隊，並指不能只依賴第7艦隊覆蓋印太地區，因
經常要執行在台灣海峽及南海巡航的任務。美軍
《星條旗報》引述布雷思韋特的發言人指，海軍
正恢復第1艦隊編制，行政要求已進入最後協調
階段，布雷思韋特正與署理國防部長米勒、國
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海軍作戰部長吉
爾代、海軍陸戰隊司令貝格合作，確保美國海軍
在大國競爭時代維持海上支配地位。
台將修例 授權南海軍艦遇襲可開火
台海及南海局勢緊張之際，台灣的海洋委員會前
日預告將再次修改法例，授權東沙島、南沙太平
島及海巡署艦艇指揮官遇上攻擊或通訊中斷下，
可自行決定開火自衞。大陸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
希昨日出席官媒《環球時報》年會，指和平統一
的可能愈來愈小。
美軍撤出索馬里調肯尼亞
美國國防部前日宣布從索馬里撤出700名駐軍，大
部分人將於明年初離開索馬里，預計會調配至鄰國
肯尼亞以及吉布提的基地。署理國防部長米勒指
出，今次調動並不會影響美軍對付恐怖活動的決
心。有分析指，此舉是總統特朗普兌現終止美國無
止境戰爭的競選承諾，為下屆政府留下混亂場面。
美疾控首籲 室內戴口罩
新冠肺炎繼續肆虐美國，冬季來臨更令疫情日趨
惡化，住院率、單日確診病例及死亡個案屢創新
高。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上周五頒布最新防
疫指引，首次建議在住所以外的室內地方全程戴
口罩，防止病毒擴散。
英脫歐貿談 陷困煞停
英國脫離歐盟的過渡期本月31日屆滿，雙方過去
一周在倫敦密集式談判，仍未能就貿易協議達成
共識，消息指歐盟拒絕在捕魚權妥協。英國首相
約翰遜與歐盟委員會主席萊恩當地時間上周六通
電話，試圖化解僵局。

NEWS RE P O RT
2020年12月3日 ~ 12月9日

1099

限購12罐

each

惠豐牌即食麵

Vifon Instant Noodle Vietnamese
Style Chicken or Phnom Penh
Flavour 30x60g

匯豐牌是拉差辣醬

假日牌午餐肉

秋菊牌椰奶

上海白菜 [墨西哥產]

油菜心 [墨西哥產]

韭菜 [墨西哥產]

豆苗 [墨西哥產]

無莖百加利 [美國產]

雪豆 / 甜豆 (袋裝) [中國產]

紅肉火龍果 [越南產]

紅肉木瓜 [墨西哥產]

BC 安培士蘋果

豐水梨 [中國產]

日本番薯 [美國產]

大甜橙 [加州產]

順帆牌東莞米粉

美極牌辣椒醬油

珀寬牌辣碎蝦 / 辣碎蟹

東埠橋牌黃冰糖

中原G7牌即溶咖啡

Sparks農場白雞蛋

Halal

Halal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特級牛蹄

清真

急凍牛尾

02

新鮮紐約牛扒

新鮮特級雞翼

特級大老雞

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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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使館受微波攻擊 美國頭痛4年
美國駐中國和古巴約40名外交人員在2016年至2018年間，疑遭
神秘音波攻擊，出現輕度腦創傷和聽力減弱等不明健康問題。美
國國家科學院委員會上周六發表報告，指他們可能是遭受定向微
波攻擊。報告未指出是否有人故意使用微波能量，但稱俄羅斯曾
大量研究接觸脈衝射頻的影響。
美情報預算增至850億 調高針對中國佔比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上周四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
指中國是當今對美國的最大威脅，也是二戰以來對全球民主與自由
的最大威脅，又指中國一心想稱霸世界。該報同日另一篇報道引述
美國官員指，美國2021財政年度針對中國的情報預算將增加近
20%。報道指，調整預算反映美國特朗普政府日益憂慮來自中國的
經濟、安全與反情報方面的威脅。雖然確實金額屬機密，但官員
指，在大約850億美元情報預算中，用於收集涉及中國的情報、分
析現在的行動及預測未來動態的金額比例正不斷提高。
美防長訪印尼菲律賓後 赴印太司令部
中美軍事關係緊張之際，美國國防部宣布代理部長米勒上周六起
訪問印尼及菲律賓，討論加強雙邊合作，同時到訪美國印太司令
部總部參與東盟防長會議。國防部指米勒在印尼及菲律賓期間，
將與當地國防部長及其他高級官員會面，討論雙邊防務關係及確
保印太地區自由及開放的重要性。他之後前往印太司令部設在夏
威夷的總部，以視像形式出席東盟防長會議，與其他與會人士討
論加強防務關係。
美擬禁雲端商 與庇黑客外企合作
美媒上周五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總統特朗普計劃草擬一項行政命
令，允許美國商務部限制包括亞馬遜、微軟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
商與庇護黑客的外國企業合作，並賦予該部門禁止外國供應商在
美營運的權力，以壓制惡意的網絡攻擊活動。
拜登或重啟伊核協議 沙特促諮詢
美國近來積極斡旋中東多國關係，面對宣稱勝出美國總統選舉的
拜登有意重啟對伊朗的核協議，沙特阿拉伯上周六表示，兩國必
要事先諮詢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成員國，讓周邊國家加入
談判是唯一途徑促成協議。
打砸燒 巴黎暴徒攻陷銀行
法國上周六連續第二周爆發示威，反對禁止拍攝警員樣貌的《整
體安全法》。首都巴黎數千人上街，演變為警民衝突，警方稱
500名暴徒燒車、毀壞商店銀行，因此發射催淚彈驅散；全國64
人被捕，8名警員受傷。
英歐領袖通電話 重啟貿協談判
英國脫離歐盟的過渡期本月31日屆滿，雙方過去一周在倫敦密集式
談判，仍未能就貿易協議達成共識，雙方代表一度決定暫停談判。
惟情況峰迴路轉，歐盟委員會主席萊恩與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後
發表聯合聲明，同意昨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重啟貿易協議談判。

THURSDAY

星期二

繞過歐盟 德法謀搶先打疫苗
新冠肺炎肆虐歐洲之際，英國準備今天起安排國民分批接種疫
苗。面對英國率先成為首個大規模打針防疫的西方國家，消息指
法國和德國均有意繞過歐盟的監管機構，比其他歐盟成員國搶先
一步，為國民注射疫苗。
倫敦300人無戴口罩圖闖百貨公司
英國英格蘭因應新冠肺炎疫情，11月實施封城，至上周三解封。
倫敦約300名年輕人上周六在市中心一間百貨公司外「無口罩聚
集」，有人試圖闖入內，與保安人員發生推撞，警方拘捕至少4
人，其中兩人涉嫌打鬥，一人涉違反防疫規例，另一人則違反公
共秩序及違反防疫規例。部分人逗留至傍晚時分。
北海道大阪疫情失控求救自衞隊
日本北海道及大阪府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急增，導致醫療人手不
足，兩地政府周一決定向自衞隊求助，請求派遣護士協助防疫。
專家警告隨着寒冬來臨，民眾經常聚在開暖氣的室內地方，增加
空氣傳播病毒的風險。
王毅提5點建議促中美重啟對話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在北京，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董
事會代表團舉行視像會議時指出，中美關係當務之急共同努力排
除各種干擾阻力，實現中美關係平穩過渡，爭取下一階段的中美
關係重啟對話。他又就中美關係發展提出5點建議。
台軍自暴其短 F16戰機升級改裝141架僅交付34架
解放軍軍機近期頻頻飛近台灣空域，被稱為台灣空軍王牌的F16V
戰機，被指升級進度嚴重落後。台灣前年斥資1,100億元新台幣展
開「鳳展計劃」，委託F16戰機製造商、美國洛歇馬丁與台灣漢翔
公司，把現役的141架 F16A/B Block 20 升級為F16V，預計在2023
年完成。按計劃至今需交機55架，但只完成34架。空軍參謀長黃
志偉昨日表示，明年起每年交付超過32架追趕進度。
台巡防艦戰鬥系統不排除外購
台灣海軍展開震海新型導彈巡防艦的計劃，並由中科院「迅聯計
劃」研發戰鬥系統。海軍參謀長敖以智昨日表示，海軍司令部正
審核迅聯計劃的初期測試，不排除一旦無法符合要求，將與海外
廠商合作及尋求技術轉移。
台進口美瘦肉精豬 民進黨立院強推
台灣明年將進口美國含瘦肉精豬肉的行政命令，周一送至立法院
審查，由經濟和財政等5個委員會協商。國民黨團要求繼續討
論，民進黨則因具人數優勢表決通過送院會。國民黨立委批評此
是「違法表決，多數暴力」，會場數次發生推擠的情況。國民黨
立委將於周三提出會議無效。
華4軍企躋身全球25大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周一公布年度報告顯
示，美國企業2019年稱霸全球軍火市場，中國居次。全球25家
世界最大的軍工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去年銷售額增長
4.8%，至567億美元。中東企業則首度躋身25大行列。

一周國際新聞

星期三

輝瑞疫苗兵行險着 全球第一針90歲英婦注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英國政府兵行險着，上周緊急批准使用
美國輝瑞藥廠及德國BioNTech合作研發的疫苗，成為全球首個批
准使用輝瑞疫苗的國家。全英疫苗接種計劃昨日開始，一名90歲
老婦在英格蘭考文垂接受注射，成為全球首名接種輝瑞疫苗的人
士。她感到十分榮幸，並形容是提早收到最佳的生日禮物。
諾貝爾頒獎禮取消 麻省女詩人 後花園領獎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原定每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
摩及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取消，各得獎者改
為居住或工作地方領獎。奪得今屆文學獎的美國女詩人格呂克
（Louise Glück），周一於美國麻省的寓所後花園領獎。
南韓再收緊防疫 增購1400萬劑疫苗
南韓昨日通報594宗新冠肺炎病例，全國同日開始上調防疫響應
級別，疫情重災區首都圈上調至2.5級，非首都圈則升至第2級，
為期3周。政府宣布擴大採購新冠肺炎疫苗，由此前的3,000萬
劑增至4,400萬劑。
大阪重症者急升 自衞隊護士支援
日本新冠疫情持續嚴峻，北海道旭川市出現最大規模醫院群體感
染，大阪府重症患者數急增。防衞大臣岸信夫周二宣布日內派遣
自衞隊護士，前往北海道、大阪府、停泊橫濱的鑽石公主號支
援，以彌補當地醫護短缺。
成都增本土確診 四川進戰時狀態
四川省成都市爆發新一波本地新冠疫情，前日一名盧姓女子與其
丈夫先後確診後，翌日再多3人確診。專家在盧女家中檢測出7個
環境樣本顯示受病毒感染，分別來自門把手、電掣開關、雪櫃內
食物，以至砧板。四川疾控中心提醒市民，選購冷凍食物時應佩
戴口罩，選購後即時用番梘或洗手液洗手。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
宣布全省進入戰時狀態，同時要求將疫情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
教宗明年3月訪伊拉克
梵蒂岡新聞辦公室周一宣布，教宗方濟各將在明年3月5日出訪
伊拉克，展開4天行程，將是他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除意大利外
的首次外訪。伊拉克外交部發表聲明，形容這是歷史性事件，傳
達和平訊息，並已得到該國各方的支持。
白宮顧問：無意向華加徵新關稅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前日表示，總統特朗普沒有計劃對中國
貨品加徵新關稅。庫德洛當日出席一個活動時稱：「貿易談判方
面，我們保持接觸。我們沒有計劃加徵新關稅。」他指，中國大
體上遵守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購買大豆等農產品，只是可能因為
新冠肺炎疫情而有滯後。
華盛頓法官准暫緩封殺TikTok
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影片分享程式TikTok的封殺令，原定上月
12日生效，惟賓夕凡尼亞州聯邦法官叫停禁令，司法部上訴。華
盛頓法官尼科爾斯（Carl
Nichols）前日亦批出一項臨時禁制
令，暫緩實施商務部對TikTok的封殺令。

NEWS RE P O RT
2020年12月3日 ~ 12月9日

甜味
辣味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梨花牌高級白米 (15磅)

去骨豬腿肉

長青牌江西瀨粉

泰高牌有頭白蝦

珍珍龍口粉絲

1099

史榮牌菲律賓腸仔

超Q牌玉米粉

8

each

88
/lb

奧天瑪牌意粉

小美黑糖珍奶雪條

多種選擇

Mrs. Moo 煉奶

Su nr id ge
St or e
O nl y!
袛限
Sunridge店

袛限
Sunridge店

美佳牌雜果罐頭

溫莎牌食用鹽

幸福比內牌香脆魚條

好運叉燒

好運辣牛肉湯粉

好運方包 (白/全麥)

精明之選巴沙魚扒

精明之選墨魚

Ocean Ria 雜錦魚丸

布拉勤牌菲律賓腌豬肉

Fiesta 菲律賓肉餅

FTG FOOD 菲律賓火腿

海燕牌雜錦蒸點心

亞洲食品鮮蝦雲吞/燒賣

幸福牌原隻指天椒

太陽牌香茅碎

椰樹牌鹹蟹

馬尼拉精選嫩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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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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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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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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推介 · 最熱賣SUV

2021 Palisade
Ultimate Calligraphy Model

· 馬力強勁 · 內籠豪華 · 先進設備齊全 ·
• 3.8L GDI V6 Engine (291 HP)
• Drive Mode Select
• LED Tail Lights
• Harman Kardon premium audio system
• Blind view monitor
• Rain-sensing windshield wipers
• Puddle lamps
• Premium Nappa leather seats
• Second-row wide panel sunroof
• 12.3” full digital display instrument cluster
• Heads-Up Display
• Wireless charging pad
• Ven�lated front and second-row seats
• Suede headliner
• Driver talk intercom system
• Hyundai SmartSense safety features
每兩周供款

300
36 MONTH LEASE

$

BI-WEEKLY

長期租賃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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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重建閣下受疫情影響的信用紀錄
請速致電403-619-9155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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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the pandemic ruin
your credit?
- Bad credit, no credit?
- Repossession?
- Bankruptcy ?
- Credit rebuilding
- New to Canada?
- Divorce?
We are here to help,
please call us at
403-619-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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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

回贈+
原廠回扣

FINAL COUNTDOWN

CLEARANCE SALE

利率優惠
所有豐田汽車
OAC*

最高可獲

$10,000*

THIS I S Y OU R L A S T C H A NC E - 2 0 2 0 C L EA R O U T !
0% OAC OR UP TO $10,000 SAVING OR UP TO 20% OFF = CLEAR-OUT!
$0首 期
所有成功購車顧客
%
節省高達
及 延 後供 款 長達 七個 月
*
可獲免費雪胎

OAC

20

*

超過100輛 指定2020年型號現貨車

0 %利率 + $0首期+無需供款 至2021年7月OAC*

再加上超過40輛精選展示車清貨促銷！
尚餘少量已修復冰雹破損汽車存貨特價，最後機會！

CHTOYOTA.COM
我們接受以下支付方式
Freeman Leung Allan Wong
SENIOR
SALES MANAGER

BUSINESS
MANAGER

Tien Huang

Gerald Low

Eric Ngo

Minh Phan

Patrick Wang

Han Wen

Albert Yiu

FLEET
MANAGER

INTERNET
MANAGER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403-516-5245

403-606-1016

587-719-2888

403-909-9949

403-918-9965

403-918-4567

403-615-0876

雲閃付 App

微信支付

UnionPay App

優惠袛限本周五及周六由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止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lient. The 0% offer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is OAC. The no payment
for 7 months offer is a combination of a bank finance deferral contract and South Pointe paying 3 payments for the client and is OAC. All payments are either 64-month lease contract with 24,000 km/ year allowance
and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OR a 84-month finance contract taxes included in the payment and both are OAC.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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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全部內容逢周四上載

.trendweekly.com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