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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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已全面開放

NOW OPEN

本賭場以最妥善防疫及衛生措施
確保各來賓玩得開心食得放心

角子機耍樂
全面開放

賭桌全線開放

自助美食餐廳

(Poker樸克除外)

天天供應不同特色美食

每日
10am~3am

每日
10am~3am

請到Open Table
平台留座

因 疫情關係，本報暫時改為
網 上電子版，繼續為各界服務 。

www.orientalweek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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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美兵分三路 挑釁中國
美國分別與印度、日本舉行演習之際，美國海軍
神盾驅逐艦威爾伯號相隔大約一個月後，周二再
度通過台灣海峽，為美國總統拜登上任5個月內
第6次同類行動。台灣陸軍第568裝甲旅昨日在
屏東的三軍聯訓基地，舉行聯合作戰訓練，出動
155毫米口徑榴彈炮、81毫米口徑迫擊炮、
M60A3坦克及雲豹裝甲車。
印度外長：解放軍持續邊境部署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列根號打擊群周三起在印度洋，
與印度海軍及空軍舉行一連兩日演習。印度外交部
長蘇傑生周二受訪時透露，中國仍在有爭議的邊境
沿線部署軍事力量，北京會否兌現減少兵力的承諾
存在不確定因素，對兩國關係帶來挑戰。
華專家：美日演習針對釣島台海
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周二宣布，第35屆「東方
之盾」美日聯合演習，今天起至下月11日舉行，
本年演習是歷年最大規模。有中國軍事專家認
為，演習雖沒有點名針對中國，但演習主要針對
釣魚島和台海兩個戰略目標，美日把中國視為假
想敵練兵備戰，建立聯手對抗中國的軍事聯盟。
英艦黑海犯境 俄軍開火投彈示警
俄羅斯國防部昨天表示，英國皇家海軍一艘驅逐艦
當天在黑海非法越境侵犯俄國海上邊界，俄方在警
告無效的情況下，邊境巡邏船開火及戰機投放炸彈
示警，該艘英軍艦艇最終離開俄國領海範圍。英國
國防部否認俄方說法，強調軍艦當時依據國際法在
烏克蘭領海航行，並沒有遭到開炮示警。
下周G20會議 傳中美外長會晤
中美關係在美國拜登政府上場後未見明顯改善，
英國傳媒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稱，中美正在討論下
周在意大利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
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能否會晤。報道又稱美國通知北京，希望派出
副國務卿舍曼今夏訪問中國。
反中亂港26載 《蘋果日報》壽終正寢
創立26年來負面新聞不斷的香港《蘋果日
報》，因涉違反《港區國安法》死期至！壹傳媒
董事會昨日決定，旗下香港《蘋果日報》及網上
版今日起停刊；而已作網上出版的《壹週刊》，
及已與《蘋果》合併的飲食雜誌《飲食男女》網
上版亦於今日起停刊。至此，由壹傳媒黎智英創
立的出版集團只剩下台灣《蘋果日報》網上版。
壹傳媒董事會昨日議決提早結業後，聲稱受「無
可抗拒外力」影響。

SATURDAY

星期五

英艦遭俄 炮火驅趕 自由航行 險玩火自焚
俄羅斯國防部周三宣稱，在克里米亞半島向非法
入侵領海的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衞士號開火示
警，為俄軍冷戰後首次發射實彈警告北約船隻。
身處衞士號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比爾（Jonathan
Beale）表示，船員在航行期間保持高度戒備，
不但替艦上武器裝填彈藥，更戴上防火面罩，隨
時應付雙方交火。
美陸基神盾系統 部署波蘭威脅俄
美國國防部導彈防禦局周一宣布，部署在波蘭北
部瑞茲科沃基地（Redzikowo Base）的陸基神盾
系統，已準備安裝武器系統。一旦順利完成建
造，將是美軍部署在歐洲第二套陸基神盾系統。
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周三指，陸基神盾系統
配備MK41垂直發射器，可發射射程2,400公里
的戰斧巡航導彈，威脅俄羅斯。
德法首腦倡歐盟邀普京出席峰會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周於瑞士日內
瓦舉行峰會之後，英國《金融時報》周三引述消
息人士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
龍，亦希望歐盟能考慮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
席與歐盟國家領導人共同舉行的峰會。
默克爾晤布林肯又談聯手抗中俄
正在訪歐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周三在德國柏林
與德總理默克爾會面，兩人會見記者時，布林肯
形容德國是美國最好的朋友，又指總統拜登期待
默克爾下月訪問華盛頓。默克爾亦表示，與美方
看到共同基礎，應對地緣政治的挑戰，包括來自
中俄的挑戰。
佛州大廈倒塌 1死51人失蹤
美國佛羅里達州瑟夫賽德附近一座維修中的12層
高公寓，部分建築結構於周四凌晨1時半突然倒
塌，至少1人死亡，10人受傷，另有51人失蹤。有
目擊者表示，倒塌情景猶如當年911恐襲再現。
日本擬排核廢水入海 中韓不滿
日本政府早前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水稀
釋後排入大海，惹來周邊國家反感，中國和南韓
的代表在周三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再次
對日本的這項決定表示關切。中國駐聯合國日內
瓦代表團公使蔣端表示，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將
核污水排入大海，做法極不負責任。
廣州連續5日本土清零 南沙荔灣調低疫情級別
內地周四公布過去一日新增16宗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均為境外輸入，其中廣東報告8宗佔最多。
廣東連續兩天無新增本地確診，這輪最先出現確
診病例的廣州市更連續5日本地清零。該市周三
公布調低南沙和荔灣兩個區域的疫情風險級別。

佛州塌樓一刻曝光 159人生死未卜
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戴德縣瑟夫賽德附近一
幢維修中的12層高公寓，部分建築結構於周四凌
晨突然倒塌，至少4人死亡，11人受傷，失蹤人
數大幅增加至159人，包括巴拉圭第一夫人的姊
妹莫雷拉（Sophia López Moreira）一家。多
人生死未卜，有搜救人員悲觀地表示：「現場幾
乎探測不到生命迹象。」
基建大計 拜登與兩黨達協議
美國總統拜登周四在白宮宣布，與民主黨及共和
黨罕有地就基建計劃達成協議。據早前公布的內
容，計劃總成本1.2萬億美元，為期8年。參議院
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未表態是否支持；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舒默表示，很高興兩黨達成協議。
俄軍地中海炫武 劍指英航母
英俄兩國在黑海幾乎交火之際，俄羅斯周五在地
中海東部舉行大型海空演習，向敍利亞派遣長程
轟炸機及可以發射高超音速導彈的戰機，又出動
巡洋艦、護衞艦及潛艇，被指是針對在區內的英
國航空母艦伊利沙伯女王號。
歐盟：願研究與俄對話條件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表示，希
望歐盟考慮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歐盟領袖舉行
峰會，但歐盟內部對俄取態存在嚴重分歧。歐盟
周五發聲明指，願意探討與俄羅斯對話的條件和
形式，但未提及雙方舉行高層會議或峰會的計
劃。莫斯科則歡迎雙方對話。
內地海關一年檢毒1.6噸
今日是「國際禁毒日」，國家禁毒委員會及海關
總署前日公布「使命」緝毒行動成果，共繳獲1.6
噸各類走私毒品。另最高人民法院昨公布，去年
毒品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即被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
刑、無期徒刑至死刑的重刑）為25.7%，今年首5
月則達26.5%，較去年同期高逾10個百分點。
港府高層人士變動展現強勢
相隔14個月，現屆政府再有高層人事變動，３位
新官強勢登場！中央政府本月23日任命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接替張建宗出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接任保安局局長，而副處長（行動）蕭
澤頤則升任「新一哥」，同時免去張建宗的政務
司司長職務。而新任命的3人，均是警隊出身，其
中李家超接替在政府服務近50年的張建宗，成為
歷來首位由紀律部隊出身、有保安局背景的政務
司司長。此次中央委任警隊出身高層擔任要職，
相信是要開拓紀律部隊治港的新局面。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六

跪頸殺黑人案 白人警囚22年半
美國明尼蘇達州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去年5月在明
尼阿波利斯市，被白人警員跪頸致死。法庭前日
判涉案前警員沙文監禁22年半。弗洛伊德之妹
比姬堤（Bridegett）發聲明回應指，警暴事件
最終能獲認真看待，但認為距離黑人在美國能感
到被執法人員公平對待，仍有漫漫長路。
反酷刑委員會 關注法國監獄情況
歐洲委員會的反酷刑委員會上周四表示，根據
2019年12月行動的報告，儘管被調查的人稱沒
有受到虐待，但部分人說曾在拘捕或警署時遭故
意毆打，也有其他指控如侮辱、種族歧視或反同
性戀、用武器恐嚇。
匈牙利通過反性小眾法 荷蘭促脫歐
匈牙利國會日前通過反性小眾（LGBT）法案，
歐盟成員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荷蘭、法國等成
員國上周四在歐盟峰會上批評匈牙利的做法違反
歐盟價值觀，其中，荷蘭首相呂特更直指匈牙利
不能再留在歐盟。
143宗空中異象 美UFO報告未解
美國國防部上周五對外公布不明飛行物
（UFO）調查報告，羅列144宗不明空中現象
（UAP）評估分析。惟報告指出，美國軍方及情
報專家缺乏足夠證據去判斷美軍飛行員觀察到的
神秘飛行物，到底是來自地球，包括中國或俄羅
斯等外國勢力開發的先進科技，抑或外太空。
拜登晤阿富汗總統 承諾持續夥伴關係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五在白宮接見到訪的阿富汗總
統艾哈邁德扎伊，以及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席
阿卜杜拉，承諾即使他加快結束美國歷來最漫長
的戰事，美國同阿富汗仍然會有持續的夥伴關
係，他同時指阿富汗需要決定自己的未來。
染變種 祖孫秘魯返台 屏東兩村準4級警戒
台灣本土新冠疫情逐漸緩和之際，一對由秘魯返
回屏東縣的祖孫早前確診感染印度變種病毒
Delta後，病毒「落地開花」造成另外4人中
招。縣政府提升兩村防疫至準4級警戒，要求村
民強制檢測，店舖停業3天消毒。
內地添25宗境外輸入 鍾南山倡長者小童打針
內地昨天公布新增25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全部
為境外輸入。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
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院士說，廣州市
迅速鎖定感染源、精準查清傳播鏈等，在應對印
度變種病毒株（Delta）社區感染的首階段戰，取
得階段性成果；又建議長者和小童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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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

金飯碗高級香米

印尼營多即食麵

星期日

海燕牌特級魚露

亞萊地牌椰漿

芝士味

MacCoffe卡布奇諾咖啡

新鮮大樹菠蘿 [墨西哥產]

泰國香蕉 [墨西哥產]

網瓜 (大) [墨西哥產]

白菜苗 [墨西哥產]

菠菜 [加州產]

台灣椰菜 [中國產]

水晶梨 [中國產]

美國粟米

青檸 (大) [墨西哥產]

青蔥 (中) [墨西哥產]

新鮮芫荽 [墨西哥產]

涼瓜 [墨西哥產]

海燕牌龍口粉絲

金山牌醬油

雞嘜罐頭嫩菠蘿蜜

丹帝食品珠豆花生 / 去皮花生

惠娜蜜牌菠蘿蜜片

紅牌珍珠奶茶

Halal
清真

特級牛蹄

02

大排骨

瘦免治豬肉

特級雞腳

原隻去皮草羊

Halal
清真

新鮮特級小雞腿

多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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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星期一

偷情兼違防疫令 英衞生大臣辭職
英國新冠疫情反彈之際，已婚的衞生及社會關懷大臣夏國賢被傳
媒揭發沒有遵守社交距離規定，在辦公室內與已婚的女助手擁吻
偷情。他上周五向公眾道歉，獲得首相約翰遜接受，惟翌日疑不
敵公眾壓力下，宣布辭職。另外，有指政途盡毀的夏國賢，於偷
情事件曝光前一晚向妻子提出離婚。
倫敦萬人反封城示威 殃及首相府
英國前日新增逾1.8萬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今年2月5日以來單
日最高紀錄，另多23人染疫不治。疫情反彈下倫敦當日仍有數萬
人上街示威，反對防疫封鎖措施，要求奪回屬於他們的自由，被
指是歷來最大規模的同類示威。亦有民眾針對衞生及社會關懷大
臣夏國賢的桃色醜聞及違反防疫規定的行徑，要求將他拘捕。
澳洲疫兇 新西蘭停旅泡3天
因應印度變種新冠病毒Delta肆虐，澳洲新南威爾士省悉尼及周邊
地區，上周六晚起全面封城兩周。新西蘭昨日宣布，暫停跟澳洲所
有省和領地的旅遊氣泡3天，直到澳洲東部時間周二晚上10時；並
稱密切關注澳洲的疫情發展，今天將再審視是否延長相關規定。
日本139宗接種失誤 包括重複用針筒
日媒昨日報道，日本截至本月16日已有逾2,300萬人次接種新冠
疫苗，期間發生139宗接種失誤事故，其中70宗可能造成重大的
健康危險，包括使用其他人曾用過的針筒打針、注射過期疫苗
等。厚生勞動省要求地方政府，徹底防止同類事故再發生。
泰國9府及曼谷 收緊防疫措施
泰國新一波疫情未緩和，政府昨宣布收緊首都曼谷和另外9個府
防疫措施，今天起實施，為期一個月。措施包括禁餐廳堂食、商
場要在晚上9時關閉，禁超過20人的派對及活動。另外由於曼谷
自5月起先後有37個地盤工人營地出現群組爆發，當局宣布關閉
6個地區的地盤和圍封工人營地。
美4115人打針後 染疫住院或亡
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全力加快國民接種新冠疫苗的工作。惟最
新數字顯示，全美至今累計4,115人在已經全劑量接種疫苗後，
仍然因染疫而住院甚至死亡。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兒童疫苗首席
顧問奧菲特（Paul Offit）表示，這個結果是預料之內，強調疫
苗面對嚴重疾病並非百分百有效。
波特蘭逾40℃ 美西部旱情
美國西北部上周六受到歷來最猛烈的熱浪侵襲，多地氣溫由攝氏
20多度急升至30多度，俄勒岡州波特蘭更超過40度，未來兩日
或更酷熱，或寫下史上6月最高溫紀錄。然而美國西部90%以上
地區正面對旱情，逾5,800萬居民受影響。
解放軍演練攻台 模擬美方介入
台海局勢持續緊張，被視為「攻台主力」的解放軍東部戰區兩大
集團軍近日頻密演練。其中，71集團軍在東部沿海地域進行遠火
實彈射擊演練，靶標外貌更與美國愛國者導彈發射車高度相似；
72集團軍則展開跨晝夜海訓，要求官兵攜帶重裝備完成越海游
渡。分析指，近期多次演練應視為模擬聯合作戰，在摧毀台方防
空力量，取得制空權後，迅速完成搶灘登陸。

THURSDAY

星期二

美再空襲親伊朗民兵 中東無寧
美國及伊朗重返《伊朗核協議》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中東再添
火頭。美國總統拜登周日下令空襲伊拉克及敍利亞邊境地區，摧
毀3個親伊朗民兵組織的目標設施，回應對方以無人機襲擊駐伊
拉克的美軍士兵及設施。有分析指，拜登透過空襲警告伊朗，其
他親伊朗民兵組織威脅進一步報復，加劇敍利亞及伊拉克美軍的
安全威脅，或令到核談判再添變數。
以色列外長晤美卿 稱對伊朗核協議有保留
以色列外長拉皮德（Yair Lapid）周日在意大利羅馬與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會晤，是以美兩國新政府上台後，首次有高層官員面對
面會談。針對《伊朗核協議》問題，拉皮德重申，以色列對此有
「嚴重保留」。
核設施數據 德黑蘭不再向IAEA提供
伊朗國會議長加利巴夫周日表明，容許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取得國內核設施數據及影像限期屆滿，強調不會向對
方交出任何資料，「伊朗將保管這些數據及影像」。雙方2月達
成一項為期3個月的臨時技術諒解，以便IAEA能繼續在伊朗展開
部分必要核查及監督活動，至上月又再延長至上周四為止。
緬軍被指夥日企吸金
日本共同社周一揭露，日本緬甸協會會長、前郵政大臣渡邊秀央
任董事長的股份公司「日本緬甸開發機構」與緬甸國防軍關聯企
業5年前成立合資公司，推動國防部名下土地的開發項目及簽有
土地租賃合約，估計這些地租等可能成為緬甸軍方的資金來源。
英參謀長確診 防長3軍巨頭隔離
Delta變種新冠病毒肆虐，導致英國近日疫情反彈。國防參謀長
卡特（Nick Carter）周日證實染疫，需自我隔離10天。英國國家
衞生事務局（NHS）下令，曾與卡特一同出席會議的國防大臣華
禮仕及另外5名軍方將領，包括三大軍種參謀長需自我隔離。
中俄元首會議 延長友好條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北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視像會
晤，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宣布延長《中俄睦鄰友好合作
條約》5年。
武漢研究所澳籍科學家 估計新冠病毒源於自然
美媒周一報道，研究蝙蝠病毒的澳洲病毒學家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在前年12月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是中國科學院武
漢病毒研究所唯一一名外國科學家。她近日受訪提到有關實驗室
洩漏病毒的說法時，強調設施有嚴格安全防護，傾向相信病毒是
源於自然。
印度死心不息 增兵華邊境
印太局勢緊張之際，美國傳媒周一報道，印度重新調配額外5萬
兵力到接壤中國的邊境，令駐守當地的兵力增至20萬人，比去
年增加40%；報道形容這是「歷史性的轉變」，聲稱印度採取進
攻性的軍事姿態。與此同時，解放軍西藏軍區合成旅近日展開實
彈射擊演練，提升炮兵分隊的實戰能力。

一周國際新聞

星期三

朝軍千炮瞄準首爾 南韓研鐵穹防禦
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之際，南韓公布多項增強軍力計劃，包括斥資
2.89萬億韓圜研製新攔截系統，效法以色列鐵穹導彈防禦系統，
以保護重要基礎設施，抵禦北韓遠程火炮威脅。惟韓版鐵穹計劃
經費較以色列高出逾12倍，引起外界質疑，韓軍強調成本高昂與
採用較先進技術有關。
俄軍南千島群島演習 勢觸怒日本
俄羅斯軍方周一宣布，在遠東庫頁島及與日本有主權爭議的南千
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舉行大型演習，模擬擊退敵軍的登陸
部隊，預料引起日方不滿。
聯合國舉行人權會議 中韓斥日軍強徵慰安婦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周一舉行，與暴力侵害婦女問題
有關的特別報告員互動對話。針對本年報告主題是「系統性和大
規模強姦是嚴重侵犯人權罪行」，中國與南韓代表在發言中，均
對二戰時期日軍強徵慰安婦一事表達關切。
韓前檢察總長 宣布選總統
南韓總統選舉明年3月舉行，多名政界人士陸續宣布角逐總統。
前檢察總長尹錫悅辭職百日後，周二在首爾宣布參選，他譴責文
在寅施政不當令國家前景茫茫，強調要爭取政權交替，籲各方團
結。尹稱面對腐敗無能勢力掌權不能坐視不理，要捍衞公平公
義、自由民主與法治。
親伊朗民兵 炸美軍敍基地
美國總統拜登周日下令空襲伊拉克及敍利亞邊境地區，摧毀3個
親伊朗民兵組織目標設施。民兵組織於周一發射迫擊炮及火箭
炮，攻擊敍利亞東部代爾祖爾省的美軍基地，無人死傷。美媒報
道，中情局（CIA）在伊拉克埃爾比勒一個無人機吊架，於4月
被伊朗無人機摧毀後，華府官員便着手制訂空襲計劃。
拜登晤以總統 承諾阻伊朗擁核武
中東爆發新一輪緊張局勢之際，美國總統拜登周一在白宮橢圓形
辦公室與到訪的以色列總統里夫林見面，談及伊朗問題，拜登承
諾在他任內伊朗不會擁有核武。
地中海演習 俄戰機射高超音速導彈
俄羅斯正在地中海東部及敍利亞舉行軍事演習，被指針對在區內
的英國伊利沙伯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俄羅斯國防部周一指在
演習期間，俄方戰機模擬發射高超音速導彈。
台又瞞疫 秘魯婦曾與疫嫗交談1分鐘
台灣屏東Delta變種新冠病毒株疫情再擴大，枋山一名確診果農
證實感染該病毒株，累計群聚感染個案累積至14人。另外，當地
枋山爆發Delta變種病毒群聚感染，縣府先前對外表示，從秘魯
返台後的確診婦人（下稱秘魯婦人）倒垃圾時曾與一名染疫老婦
寒暄，但沒跨出門外；惟周二在媒體追問下改稱，該名秘魯婦人
等候救護車時，兩人曾交談一分鐘。
連續7日本地清零 廣州堂食解禁
內地周二公布前一日新增18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均為境外輸
入。廣東省連續7日無新增本地病例，廣州周一晚宣布不再限制
堂食，但要求店內的人群易聚集區域需設一米距離。

NEWS
NEW S RE P O RT
2021年6月24日 ~ 6月30日

家庭日優惠

七月六日 (星期二)

特級牛仔骨

特級老雞

海燕牌紅鯽魚

幸福比內牌有頭老虎蝦

海燕牌熟蜆肉

多款口味

Itsuki 日本拉麵

超Q牌玉米粉

順帆牌東莞米粉

長青江西瀨粉

幸福比內牌鹹魚醬

李錦記熊貓牌蠔油

袛限
Sunridge店

媽媽思德牌烤肉醬

大廚牌調味顆粒

禧福牌鹹牛肉

沙哥牌椰漿

好運雜錦肉類潛艇三文治

好運餐包

三魚牌急凍魷魚筒

329
each

海燕牌竹節鰆魚 (切片有皮連骨)

海燕牌吞拿魚

薩蘭加尼已調味虱目魚

Chanos 虱目魚

山水農場龍崗雞

妮娜牌去頭白蝦

QP牌原條魷魚

韓式雜錦炸魚丸

亞萊地牌急凍椰子水

精選牌菲律賓雪糕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Melona 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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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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 優 惠 JUNE SPECIAL

0

借貸由 Finance+ from

%

指定型號汽車

起 on select models

(長達60個月分期

Up to 60 months)

THIS WEEK SPECIAL

本周特別 推介

所有現代汽車

租賃期由33個月起 OAC
All models lease term from 33 months and up.

THIS WEEK SPECIAL

TED
LAM
General Sales Manager

營銷總經理
精 通 粵 語、英 語

本 周特 別推 介

Humphrey Yeung

楊先生

信貸經理
精通 國、粵、英語

403-619-9155

2021 Hyundai Sonata
借貸利率由
Finance+ from

0

%
起

(長達60個月分期 Up to 60 months)

2021 Hyundai Elantra
Elantra Hybrid
特 惠 借 貸 / 租 賃利 率

Alberta Chinese Recreation Association
#36, 132 – 3rd AVE SE, Calgary, Alberta T2G 0B6
Ph: 403-264-1237 email : acra1991@hotmail.com

通 告
本會2021~2022年理事會經於六月二十二日，
以zoom在線舉行之會員大會通過，感謝各會員撥冗
參與。
理事職位安排名單通告如下：

李文傑
黃綺玲
鄭詠梅
金寶強
麥景欣
湯蕙蘭
黎國榮
黃炳君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raymondlau404@gmail.com

Kingsley Li

李先生

產品顧問
精 通 粵 語、 英 語

403-250-9990

余慕慈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
JAMES YEE PROFESSIONAL CORP.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tant

三十多年會計經驗
提供英、國、粵、台山
多種語言服務

·會計 ·簿記 ·年結及財務報告
·公司及自僱報稅 ·公司註冊
·Payroll / GST
歡迎
電話查詢

#10, 1015 Centre St. NW Calgary AB T2E 2P8
Tel: 403-230-8685
Fax: 403-230-2799
Cal: 403-606-6878
Email:jamesyee@te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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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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92-9816

最能迎合閣下的需求

亞省華人文娛協會

會 長 ：
副會長 ：
書 記 ：
財 政 ：
書記助理：
財政助理：
總 務 ：
文 娛 ：

余先生

產品顧問/華語總監
精通 國、粵、英語

Special Finance & Leasing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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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華人文娛協會

Jonathan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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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告

馬公惠暢府君，原籍廣東省台山市白沙鄉歌巷里人氏。

溯生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廿五日與世長辭，安祥壽終

因 疫 情 關 係，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 。

正寢，積潤享壽八十八歲。孝眷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

報名請電：(403) 891-6699 吳老師 洽

謹定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座科士打殯儀館

日 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起
費 用：六十歲以上（免費）
時 間：逢星期三晚上六時開始
地 點：116 - 3 Ave S.E.（東昇大廈二樓）
導 師：吳儀老師（原中國上海武警總隊軍樂團獨唱演員）
課程內容：
用科學方法指導在唱歌中如何運用準確的
方法呼吸及發聲，通過唱歌學習正確的普
通話發音及咬字 。

︶舉 行 喪 禮 ， 隨 即 出 殯 歸 土 ，
Foster’s Garden Chapel -- 3220 - 4 Street N.W.

錦文
錦歡
星光
美晞

卡城洪門達權社
國語流行音樂時代曲組培訓班

︵

男
男
男
女

2/F, 116 - 3rd Ave. S.E., Calgary AB. T2G 5A9
Tel: 403-262-9214
Fax: 403-233-7497

︶。
Queen's Park Cemetery

哀此訃

媳 余銀影

孫
孫
孫
孫

Jordan Haidey
Sara Haidey

同泣告

達權社駐加國卡技利支社
Dat Coon Club of Calgary

安葬於皇后墓園︵

忝屬

宗親寂友世鄉誼

孝男 家衛

媳 李若雨

婿
Don Haidey 外 孫 男
外孫女

孝男 家賢

孝女 小玲
孝女 小紅

未亡人 黃美珍

聞

嚴夫

卡城洪門體育會
2/F, 116 - 3rd Ave. S.E., Calgary AB. T2G 5A9
Tel: 403-262-9214
Fax: 403-233-7497

配合亞省政府疫情限聚令逐步開放
耆英抗疫八式簡化太極拳班繼續開班
地點：卡城洪門民治黨 (2/F - 116 - 3 Ave SE)
日期：七月十一日
時間：逢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開始
費用：六十歲及以上全免
抗疫八式太極拳特點︰簡單易學、動作均
勻、舒展柔和、不用拙力、虛實分明、立身中
正、圓活自然、持之以恆；能反弱為強、宿疾
脫體、修養精神、陶冶性情、增強免疫力、平
衡力；達到身心健康愉快。

詳情請致電：403 - 850 - 6868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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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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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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報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先

訃告
陳公萬智府君，原籍廣東省澄海縣銀山鄉人氏。

溯生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廿三日與世長辭，安祥壽
終正寢，積潤享壽六十七歲。孝眷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

孝男 斯豪
孝女 彩儀

謹定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五時，假座皮爾遜殯儀館
︵ Pierson’s Funeral Services -- 4121-17 Ave. S.E.
︶舉行誦經家奠儀式，並於翌日︵七
月 四 日 ． 星 期 日 ︶ 上 午 九 時 舉 行 誦 經 喪 禮 ， 隨 即 往 ︵ Country Hills Crematorium

哀此訃

妹夫 宋章明
妹夫

Damian Hum 外 甥 男 陳 雷 鳴
外甥女 陳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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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火化儀式。
-- 11995 16 Street N.E., Calgary

忝屬
宗親寂友世鄉誼

萬全
碧霞
碧香
碧娟

未亡人 林秀娥
胞弟
胞妹
胞妹
胞妹

胞妹 碧君

同泣告

本會名譽會長

陳萬智老先生 千古

輓

嚴夫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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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宇風淒
望斷白雲

卡 城 天 后 聖 母 廟 仝敬輓

第十二屆全體理事

詳 情 請 登 陸 本 報 網 站 www.tr e n d we e kly.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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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牛仔節
最佳長勝地點
本賭場依足亞省衛生條例安全開放

July 9 ~ 18, 2021

DAILY
DRINK SPECIALS
AVAILABLE
牛仔節期間
每天提供飲品特惠

廿一點、百家樂、撲克耍樂

應有盡有

免 佣 百 家 樂 並提 供 甩 牌 耍 樂

數百部角子機 多 張 賭 檯

ELITE 55日間優惠卡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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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11:0 0 a m - 2 : 3 0 p m ， 可 免 費
享用 咖啡 、 茶 點 及 現金 抽 獎 。
將會不停推出特別會員聚會及優惠，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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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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