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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好小廚

周
報

營業時間

LUCKY PLACE RESTAURANT

六天營業，周一休息

11am~3pm
4:30pm~11pm

#104, 108 - 3 Ave SW Calgary 電話：403 - 474 - 9000

傳統古方粵菜 懷緬當年美食

江南百花雞（須提前一天預訂）

大良炒鮮奶

濃香八寳鴨（須提前一天預訂）

松露香酥骨

雲腿油泡蝦球（須提前一天預訂）

鴿鬆生菜包（須提前一天預訂）

沙窩煀走地雞

荔芋香酥鴨

當紅糯米釀雞翼（須提前一天預訂）

百好盆菜佳節盛宴

脆奶梨山骨

XO醬鳳片帶子皇

香酥荔蓉鳳尾蝦

高湯竹笙龍皇羹

野菌頭抽煎焗虎蝦

古方蒸海上鮮

淮香燒雞皇

響鈴濃湯浸菜苗

瑤柱蛋白炒飯

蓮子百合萬壽果

聖誕新年天倫宴

$218

(六位用)

$338
(十位用)

$328 (十位用) $188 (半席)

澄清啟事

近日網上傳聞本店曾違反省府及市府防疫衛生條例，
本店及客人皆受票控罰款。本店現嚴正聲明，此等傳
聞全屬無中生有，現特此聲明，以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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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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即可免費獲贈蜜瓜一個

3.98/ea
10lb Yellow Potatoes

黃薯仔 (10磅裝)

1.28/ea

1.98/ea
西芹
Head Lettuce
Yellow Nectarines

Celery

玻璃生菜

0.68/lb
Assorted Hard Squash

各種硬皮瓜

for 2
1.48/ea
3lb Yellow Onions

0.98
黃洋蔥 (3磅裝)

青蔥

大頭菜

Rutabegas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周日：10am-6pm

N
36 S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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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 Eggplant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Green Onions

0.98/ea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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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茄子

本周特價
12月23日－12月30日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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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歐盟修例反壟斷 Google Fb成箭靶
歐盟周二公布《數碼服務法》和《數碼市場法》
草案，是20年來最大的相關修訂，它修改有關
「數碼把關者」（digital
gatekeeper）的定
義，影響Google、Facebook等科技巨擘，加強
監管平台內容及確保企業能公平競爭，打擊壟
斷。企業若違反規定，將面臨高達佔其全年全球
總收入6%及10%的罰款。
俄射洲際導彈演習 駐德美軍警報誤鳴
俄羅斯軍方上周六在遠東連續發射4枚洲際彈道
導彈，擊中5,500公里外在西北部的預定目標。
美國傳媒周二指俄軍演習期間，美軍位於德國的
拉姆斯泰恩空軍基地響起警報，指有彈道導彈發
射，情況持續數分鐘。
共和黨眾議員謀刁難拜登
美國選舉人團周一確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為候任
總統，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翌日祝賀對方
勝選。消息指，他呼籲參議院黨友不要與共和黨
眾議員合謀，挑戰選舉人投票結果，遭現任總統
特朗普批評太早投降。
俄國產引擎客機試飛
俄羅斯聯合航空製造集團周二表示，新一代噴射
客機MC-21-310完成首次使用俄製PD-14引擎的
試飛，成為該國航空業的突破，與歐洲及美國的
客機競爭。這款客機2017年首飛，當時使用美
製PW1400G-JM引擎。
德國有條件批准華為建設5G
德國政府內閣周三同意一項資訊安全法案，要求
電訊設備製造商有更高的安全標準，被視為有條
件地允許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
華為發言人對此決定表示歡迎。
屢釀起火 本田回收179萬架車
日本本田汽車周二宣布，在全球展開4宗行動，
總共召回179萬輛汽車。其中一宗行動與在美國
行駛、2002年至2006年出廠的CR-V有關，涉
及26.8萬輛，將更換其電動車窗控制系統。本
田汽車強調，CR-V曾因上述問題而發生16宗起
火事件，但無人傷亡。
傳陸擬推國家統一法
台海局勢持續緊張，近日先後傳出大陸將制訂
「台獨」頑固分子清單、推出《國家統一法》等
措施，引起輿論關注。國台辦昨舉行例行記者
會，發言人朱鳳蓮未正面回應傳聞，但強調將採
取各種必要措施，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地粉碎任何「台
獨」分裂圖謀，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星期五

搶打疫苗美現首宗嚴重過敏
美國副總統彭斯周五將在白宮，公開接種新冠肺
炎疫苗，提升國民對疫苗安全及效能的信心。惟
阿拉斯加州一名醫護人員，在全國接種的第3
天，注射輝瑞疫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是美國
開始大規模注射後，首宗過敏症狀副作用個案。
馬克龍確診 歐洲領袖人心惶惶
新冠肺炎肆虐歐洲大陸，法國總統府周四宣布，
總統馬克龍感染新冠肺炎，現正在愛麗榭宮與妻
子特羅尼厄隔離7天。由於他確診前曾與多位歐
盟成員國領袖會面，因此部分領袖需要隔離以防
萬一，歐盟內部人心惶惶。
美署理司法部長 避談調查拜登兒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下周三離任，由副司法部長羅
森出任署理司法部長。惟即將上任的羅森周三拒
絕透露，會否任命特別檢察官，跟進大選舞弊的
指控，以及調查候任總統拜登次子亨特的生意和
財政交易等稅務問題。
22年來首次軍事會議告吹 中美互相指摘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未上場，中美關係及南海局勢
持續緊張之際，美軍前日批評解放軍缺席中美海
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MMCA）會議，是中方
不遵守協議又一例子。中國外交部昨日回應指，
事件責任在美方，批評華府推卸責任；解放軍海
軍表示，會議未能如期舉行，是美方沒有遵守共
識所致。另一邊廂，美國太平洋空軍兩架B1B超
音速轟炸機在東海及日本海上空，與日本航空自
衞隊15架戰機聯合訓練，制衡中國。
萊蒂澤籲拜登保留關稅續施壓中國
美國貿易代表萊蒂澤周二受訪時，建議候任總統
拜登保留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並以對華懲罰關
稅作為籌碼施壓，又指中方在採購美國商品及服
務進度落後，但在部分範疇表現不錯。
台前醫生反美豬斥衞福部打壓
台灣將於明年元旦日起，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瘦
肉精）的美國豬肉進口。衞福部以散播不實謠言
為由，向警方舉報反對進口美豬的高雄榮民總醫
院台南分院前醫生蘇偉碩。蘇偉碩昨日認為，衞
福部的舉動製造寒蟬效應，揚言無法決變政府決
策將重回街頭抗爭，籌備跨年夜在台北總統府外
的凱達格蘭大道示威。
澳洲議員反華倡承認台是國家
中國大陸與澳洲的貿易關係持續惡化，北京先後
禁止從澳洲進口部分牛肉，對葡萄酒徵收高額關
稅，近日更暫停輸入煤炭。澳洲執政自由國家黨
議員克里斯坦森（George Christensen）周二
表示，政府應通過所有貿易和外交途徑，來結束
雙方持續爭端，包括考慮承認台灣為「國家」。

SATURDAY

美再有35州及3地加入興訟 Google3度被控壟斷
美國科技公司Google接二連三面臨訴訟，35個
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屬地關島及波多黎各
的總檢察長前日聯合入稟華盛頓聯邦法院，控告
Google非法壟斷網上搜索市場，為競爭對手設
置壁壘，損害消費者及廣告商利益。這是一周內
第二宗針對Google的反壟斷訴訟，亦是過去兩
個月內第3宗同類案件。
新墨西哥州女原住民 或任內政部長
美國大選結束逾個半月，候任總統拜登的內閣人
選成為焦點。美媒前日引述消息指，拜登計劃提
名新墨西哥州眾議員哈蘭德（Deb Haaland）
為內政部長，或成首位擔任該職位的女原住民。
演練實彈驅大陸軍機 台倘開火勢變玩火
解放軍軍機連月來多次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之際，
有消息指台灣空軍加強警告射擊訓練，即戰機在攔
截時發射機關炮示警，阻止敵機接近沿岸12海里的
空域；惟台軍上下均沒有類似經驗，臨場上陣將考
驗機師的心理質素、抗壓能力及判斷能力。前空軍
司令張延廷認為，加強警告射擊訓練反映對峙升
級，發生突發狀況時只有數秒時間反應。
大陸翔龍無人機傳服役 可引導東風21D打航母
有中國版「環球鷹」之稱的國產大型無人機「翔
龍」，近日傳出已正式服役。分析指，翔龍無人
機可為東風21D等遠程反艦導彈提供更實時、高
效的引導，助其擊殺航母。該機亦是中國現役、
首款噴氣式無人機。
華向美韓歐盟橡膠徵反傾銷稅
中國商務部昨日宣布，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根
據商務部的調查和建議，決定從本月20日起，
對原產於美國、南韓和歐盟的進口三元乙丙橡
膠，徵收反傾銷稅，為期5年。
美涉國防電廠 禁用華製設備
美國能源部長布魯耶特前日簽署命令，禁止向美
國關鍵國防設施供電的電力公司，從中國進口特
定的電力系統產品，並聲稱此舉旨在保護美國安
全，免受網絡等形式的攻擊，新措施於明年1月
16日生效。
與華趨緊張 澳洲換貿易部長
中澳關係緊張之際，澳洲總理莫里森昨宣布改組
內閣，隨着金融部長科爾曼辭職退出政壇，時任
貿易部長伯明翰將取代其職；教育及培訓部部長
德昂成為新任貿易部長；老年護理將列入內閣職
務，由衞生部長亨特兼任。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發病一周照上機 聯合航空疫客猝死
美國新冠疫情未止，更爆出九霄播疫驚魂。上周
一，聯合航空公司一架由佛羅里達州奧蘭多飛往
加州洛杉磯的591號航班，有男乘客在飛行途中
心臟病發，需緊急降落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
男子送院不治，聯合航空前日證實他有新冠肺炎
症狀，但未知是否確診或因染疫死亡。
拜登夫婦明接種疫苗 全程直播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過渡團隊於周五證實，拜登及
其夫人吉爾（Jill Biden）明日將在特拉華州接
種新冠肺炎疫苗，屆時將播出過程。
馬克龍工作變慢 認疏忽致感染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周四確診新冠肺炎後，正在凡
爾賽宮總統別墅隔離。他翌日在Twitter發布一
段短片，強調自己情況良好，只是工作進度稍
慢，又承認可能一時疏忽染疫。他稱將繼續關注
國內疫情及英國脫歐後的貿易協議談判問題，另
會定期更新自己的健康狀況。
法國染新冠死亡率 高流感兩倍
醫學期刊《刺針．呼吸醫學》前日發布一項研究
顯示，透過分析法國國家數據，感染新冠肺炎比
罹患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高出近兩倍。而確診新
冠肺炎的患者，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的人佔
16.3％；季節性流感病患則為10.8％。
鍾南山：內地「環境傳人」嚴重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昨日表示，近日內地出現
患者經接觸冷凍貨品外包裝感染個案，顯示新冠
病毒「原本是人傳人，現在出現環境傳人的情
況」；當局需就此研究新的預防措施。
美艦再越台海京斥炫武
台灣的國防部昨日發布消息稱，美國海軍一艘艦
艇當日由北往南航經台灣海峽後，繼續向南行
駛。美軍第七艦隊同日發布新聞稿證實，神盾驅
逐艦馬斯廷號駛經台灣海峽，展現美國對自由與
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解放軍東部戰區晚上回
應，指軍方全程跟蹤及監視美艦行蹤。
韓連續4日新症破千
南韓昨新增1,053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續4
日新增過千宗個案，累計逾4.8萬人染疫。由於
單日新症連續4日過千宗，已經符合實施防疫級
別最高的3級，政府正研究提升至最高級，並制
訂具體的防疫措施。報道指，入冬以來，疫情在
全國範圍內以驚人速度蔓延，患者不幸死亡的事
例頻頻發生，引發醫療系統超負荷的擔憂。

NEWS RE P 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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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新造

原味

辣味

多款口味

仙女牌泰國香米 (36磅)

三養牌即食拉麵

普蒂大督牌王梨標醬油

555牌茄汁沙甸魚

亞萊地牌椰奶

上海白菜 [墨西哥產]

芥菜 [墨西哥產]

迷你砂糖桔 [加州產]

都樂牌菠蘿

夏威夷黃木瓜

BC 特級基拿蘋果

幸福牌蜜柚

西洋菜 [加州產]

雪豆 / 甜豆 (袋裝) [中國產]

大芋頭 [墨西哥產]

綠葉生菜 [加州產]

BC 日本南瓜

海燕牌米粉

永順牌薄餅粉

媽媽思德牌烤肉醬

金熊貓牌煉奶

東埠橋牌黃冰糖

Stik O 牌威化條

Halal
清真

新鮮特級雞腿球

02

瘦免治豬肉

新鮮豬扒

特級大老雞

新鮮特級雞胸肉連骨

Halal
清真

特級牛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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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倫敦急頒居家令 聖誕封城
英國早前安排民眾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但病毒出現傳染力強70%
的變種，令疫情日趨嚴峻。首相約翰遜宣布，首都倫敦及英格蘭
東南部周日起實施新設的第4級防疫限制，包括居家令及關閉非
必須商店，影響2,100萬人，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倫敦封城前
夕大批人爭相坐車離開，猶如走難。
泰兩日增1124宗確診 大多涉蝦市場
泰國上周六通報激增548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全部來自首都曼
谷附近的龍仔厝府馬哈猜（Mahachai），與當地一個蝦市場有
關，一度是該國單日新症的最高紀錄。大部分患者是緬甸勞工，
全府即日起宵禁14天至明年1月3日。曼谷市政府已要求各界取消
所有除夕慶祝活動，除非有適當的申請及安排。
新省爆疫關閉北部沙灘 悉尼戒備
澳洲新南威爾士省北部多個沙灘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昨日新增
30宗確診個案，大部分與阿瓦朗（Avalon）地區沙灘感染群組
有關。省政府早前已下令關閉北部所有沙灘，省長貝雷吉克莉安
強調疫情未擴散到大悉尼地區，會收緊防疫措施遏止病毒傳播。
以總理接種輝瑞疫苗
以色列購入美國輝瑞藥廠及德國BioNTech合製的新冠肺炎疫苗
後，總理內塔尼亞胡前日率先接種，成為全球第一名公開接種疫
苗的國家元首，更揭開以國各地大規模注射疫苗的序幕。
星洲檢疫酒店 現13宗確診
新加坡一家用作檢疫隔離的酒店爆發集體感染，13名從10個不同
國家入境的人士先後確診，且病毒基因排序相似。衞生部推測可
能來自同一感染源頭，爆疫酒店前日起停止接收住客，500名員
工全數檢測。衞生部指隔離人士居於專屬樓層，他們亦不可以離
開房間或使用酒店內的設施。
美輸出確診急增 華限定檢測方式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前日宣布，因應近期從美國輸入中國的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急增，由西岸時間周三凌晨零時起，血清特異IgM抗
體檢測必須由專業醫護人員抽取靜脈血液，不再接受指尖抽血採
樣。駐美國使領館呼籲赴華旅客，慎重考慮疫情期間的感染風
險，謹記「非必要，非緊急，不旅行」的守則。
國產航母 山東號穿台海 台14艦機監視
美軍神盾驅逐艦馬斯廷號駛經台灣海峽後，台灣的國防部昨晚證
實，解放軍山東號航空母艦與其護衞艦群，當日通過台灣海峽往
南邊航行。台軍共派出6艘艦船、8架空軍軍機追蹤監視，台國
防部長嚴德發亦進駐衡山指揮所應變。
美列黑名單 大疆：仍可在美銷售
美國商務部日前將77間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包括全球最大無人機
生產商DJI大疆創新等60間中國公司。大疆前日透過電郵聲明表
示，對美方決定感到失望，但強調美國的客戶仍可照常購買及使
用其產品。
黑客攻擊華府 特朗普憑空指控中國
美國聯邦政府多個部門上周遭遇黑客攻擊，總統特朗普前日首次
開腔談及事件，質疑或是中國幕後策劃而非俄羅斯，但沒有提出
證據，同時淡化事件嚴重性及影響。

變種疫慌 英倫成孤島
變種新冠肺炎病毒（即新毒株）肆虐英國，更蔓延到荷蘭、澳洲
等地。全球至少30個國家及地區急推應變措施，爭相與英國斷
絕各種交通。其中德國、法國等11個歐洲國家禁止英國客運航班
入境，法國更宣布周一起暫停兩國的海陸空交通達48小時，歐
洲大陸跟英國近乎切斷聯繫。
曾赴白宮派對 特朗普宗教顧問中招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與夫人吉爾於當地時間周一公開接種新冠疫
苗。總統特朗普的宗教信仰顧問富蘭克林（Jentezen Franklin）
缺席在喬治亞州教會的崇拜後，至周日確認染疫。由於富蘭克林
上周二曾上傳出席白宮聖誕派對的照片，惹起播疫恐慌。
聯合航空疫客亡 疑傳染施救者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一架由佛羅里達州奧蘭多飛往加州洛杉磯的
591號航班，一名男乘客上周一在飛行途中心臟病發，需緊急降
落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他最終不治，事後才揭發出現新冠肺
炎症狀。美媒周日報道，曾為死者急救的另一位乘客事後亦出現
症狀，懷疑受到感染。
紓困案達共識 拜登讚兩黨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美國經濟大受影響。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於當地時間周日宣布，民主、共和兩黨國會領袖已就9,000
億美元紓困法案達成共識，預料參、眾兩院周一將表決法案。候任
總統拜登讚揚法案體現兩黨合作精神，並稱「這只是一個開始」。
新省疫兇 悉尼民眾搶購物資
澳洲新南威爾士省北部阿瓦朗地區沙灘爆發新冠疫情，昆士蘭省
衞生部周一宣布，當地至少有15人為沙灘群組的密切接觸者，污
水樣本亦發現病毒，恐疫情已擴散至昆省主要旅遊勝地。昆省宣
布周一凌晨1時起，關閉與大悉尼區接壤的邊境。悉尼市民紛紛
前往超級市場採購物資。當局呼籲不要恐慌性購物，指超級市場
在封鎖期間將維持營業。
土耳其前總理 拒信中國疫苗
土耳其早前購入5,000萬劑中國生產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可能明
年初展開。不過該國前總理達烏特奧盧周日質疑中國操控所有科學
研究，直言「我無法輕易相信中國疫苗」，又說如果他治國的話，
會優先考慮民主國家的研究。據悉，首批中國疫苗將於周四到貨。
衞生部長科賈早前指，接種工作將於本月底或明年首周開始。
俄黑客襲華府 拜登擬3招報復
美國聯邦政府多個部門早前遭到黑客大規模攻擊，俄羅斯被指是
幕後黑手。英國傳媒前日引述消息指，美國候任總統拜登過渡團
隊正考慮拜登明年上台後，報復有關所為。白宮候任幕僚長克雷
恩（Ron Klain）接受訪問時警告俄國：「這不僅是制裁。」
特朗普圖推翻賓州裁決 入稟最高院
雖然美國選舉人團已完成投票，確認民主黨拜登勝選成為候任總
統，但現任總統特朗普未停止試圖推翻大選結果。特朗普競選團
隊周日表示，再度入稟最高法院，要求推翻賓夕凡尼亞州法院早
前有關郵寄選票的裁決，是團隊首次獨立在最高法院興訟。

一周國際新聞

新鮮牛仔骨

廟牌越南米紙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李錦記瑤柱蠔油

THURSDAY

星期二

英法邊境今或重開 變種病毒勢加速傳歐
英國爆出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後，全球已有逾50個國家及地區
禁止英國航班入境。法國毅然對英封關後，逾1,500輛前往歐盟
的貨車被迫滯留肯特郡，飢寒交迫的司機們鼓譟不滿，擔心回家
過聖誕的願望落空；英國則掀起恐慌性食物日用品搶購潮。英國
首相約翰遜指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後，兩國有望今日重開邊
界。惟有聲音質疑，倉促通關恐將變種病毒帶入歐洲大陸。
世衞專家：英9月已現變種新冠 暫未失控
英國爆發新冠肺炎變種病毒株，引起全球恐慌。世衞緊急項目技
術主管范克爾克霍夫通過研究病例特徵和病毒基因序列，發現名
為「B117」的變種病毒，早在9月已出現在英格蘭東南部地區。
世界衞生組織（WHO）周一強調，變種病毒目前尚未失控，可
以依靠現行措施加以控制。
拜登偕妻接種輝瑞疫苗
美國候任總統拜登周一在特拉華州紐瓦克一間醫院，接種首劑輝
瑞新冠肺炎疫苗。此外，國會參眾兩院同日亦大比數通過9,000
億美元的疫情紓困方案，以及維持政府運作的1.4萬億美元撥款
預算，總統特朗普隨即簽署生效。
日海上自衞隊 正副幕僚長中招
新冠肺炎肆虐日本，自衞隊至今共430人染疫。海上自衞隊昨日
表示，海上幕僚長山村浩及幕僚副長西成人均染疫，他們沒有出
現症狀，將在隔離地點繼續遙距辦公。當地傳媒形容，海上自衞
隊一二把手均中招確診實屬罕見。
南極基地爆疫 7大洲全失守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連原本唯一沒有出現病例的南極洲亦
失守，智利駐南極的奧伊金斯陸軍基地出現群聚感染，周一有
36人確診，包括26名軍人，其餘為維護人員。涉事基地位於南
極洲西部，靠近南極半島的最北端，被旅遊網站戲稱是「即使按
南極標準也很難到達」的地方。專家希望智利政府仔細審視並查
明傳染源頭。
美艦闖南沙遭海空驅離
解放軍山東號航空母艦與其護衞艦群周日通過台灣海峽往南邊航
行後，美國海軍神盾驅逐艦麥凱恩號昨日在南海南沙群島海域，
執行航行自由行動。解放軍指控美艦擅闖陸方島礁鄰近海域，出
動海空兵力警告驅離。
中俄轟炸機群 東海聯合巡航
中國及俄羅斯昨日合共6架戰略轟炸機，在東海及朝鮮半島以東
海域上空展開第二次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南韓指中俄編隊由19架
軍機組成，並飛入韓方防空識別區，韓軍戰機出動應對，又稱中
方通報當時執行正常訓練。
特朗普晤黨友 圖阻國會確認拜登勝選
美國選舉人團已完成投票，確認民主黨拜登勝選成為候任總統，
但現任總統特朗普未停止推翻大選結果的努力。特朗普周一會見
眾議院的共和黨黨友，推動選舉舞弊的指控，阻止國會確認拜登
勝選。白宮幕僚長梅多斯證實是次會晤；白宮拒絕置評。

NEWS RE P O RT
2020年12月17日 ~ 12月23日

Chanos 虱目魚

牧童牌辣椒醬

星期三

泰高牌有頭白蝦

Kewpie 日本沙律醬

幸福比內牌急凍木薯蓉

都樂牌菠蘿汁

多款口味

SW牌雜果罐頭

袛限
Sunridge店

袛限
Sunridge店

天使牌煉奶

員林食品仙草涼粉

Gina 果汁

Lemon Square 雜錦紙杯蛋糕

好運雙併飯 (豉油雞/叉燒/燒肉)

好運燒肉

好運提子包 (12個)

好運黑森林蛋糕 (六吋)
/ (九吋) $25.99 each

飛瑪牌小沙甸魚

龍崗雞

原隻急凍嫩鴨

AA-1牌紐西蘭半殼青口

幸福牌原條香茅

幸福比內牌香蕉葉

金沙巴牌急凍原條蒸香蕉

亞萊地牌金枕頭榴槤

Wang 韓國粟米

韓國讚岐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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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EE
DEALER

H YOU

WE 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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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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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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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GET A

,

HONDA BONUS β

INCLUDES

,

LEASE FROM

HONDA BONUS

β

BLACK EDITION

1.5 RATE
REDUCTION
%

PLUS,
UP TO

FOR HONDA OWNERS†

CIVIC

LEASE FOR

LX SEDAN CVT

WEEKLY

.

AT

%

WITH

SELLING PRICE

DOWN

INCLUDES FREIGHT AND FEES

,

i

®

ENGINE

.

%

UP TO

MONTHS

CANADIAN BUILT.
CANADIAN DRIVEN.

We’re open, with enhanced in-store safety measures.

Make an appointment today.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is from Honda Canada Finance Inc. (HCFI), on approved credit. Lease details/example: New 2020 Civic 4D LX CVT (FC2F5LEX)/2020 CR-V Black Edition (RW2H9LKN1) for a 48-month period/36-month period, for a total of 208/156
weekly payments of $67/$141, leased at 0.99%/0.99% APR. 20,000-kilometre annual allowance (12 cents/km excess charge).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3,935/$21,985. Lease payments include freight and PDI of $1,670/$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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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on select in-stock 2020 Civ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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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des
Civic 5D, Type R and Si. Excludes CR-V LX, Sport and EX-L. †Enhanced Loyalty Rate Reduction is available to eligible customers who: (i) are the current owner/lessee of a Honda or Acura vehicle and reside in BC, AB, SK or MB; or (ii) have a current
Honda Financial Services (HFS)/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AFS) lease or finance account, or a previous HFS/AFS account that expired within the past year (365 days). This offer is not transferable to any other person. Proof of eligibility is required and
must be submitted to HFS to qualify for this loyalty offer. Loyalty Rate Reduction will be applied only to a Honda brand vehicle leased or financed through HFS, on approved credit, as follows: up to 1.5% on Civic Sedan. Loyalty Rate Reduction: (i) will apply only to current
rates advertised by HFS in Canada; (ii)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other existing loyalty offer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nd (ii) cannot reduce lease rate below 0.01% and finance rate below 0%. Offer ends December 31, 2020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Limited quantity of 2020 models available, dealer trade may be necessary. Offer available only at participating Honda dealers in Alberta. Offers valid on select new in-stock 2020 vehicles. Models may not be equipped as
shown and are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Visit Honda.ca or your Honda dealer for details. Visit Hondacanada.ca to learn more about Made-in-Canada.

Robert Cheung

Matt Marshall

403-667-7618

403-852-7460

Product Advisor

Product Advisor

Charlie Vo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raymondlau4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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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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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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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

Honourable Josephine Pon
Minister of Seniors and Housing
MLA Calgary-Beddington

Happy New Year

祝 各 界 聖 誕 快樂 新年進步
盤世寶 亞省長者及房屋廳長 敬賀
Calgary.Beddington@assembly.ab.ca

05

東方

Oriental Weekly December 2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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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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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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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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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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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EAR
Y
P
P
A
H
D
N
A

本報仝人 恭祝讀者諸君
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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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擦卡抽獎
可贏取高達

無需供款
七個月OAC
再加上為你付
三個月供款

現金

$5,000

所有型號全新豐田汽車
* 利 率 優 惠 OAC

現金回贈及原廠回扣最少$1,000

0%

最高可達 $10,000*

三年免費

成功購車顧客可免費獲贈
58吋4K智能電視*

預繳定期保養及免費冬季雪胎*

再加上最後機會，所有2020年型號現貨車及展示車節省高達20%！

拆禮物日營業時間朝九晚六 · 節禮周營業時間朝九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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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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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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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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