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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

亞洲軒

亞 洲 軒 酒家

CENTRAL GRAND

RESTAURANT

周
報

1623. Center St. NW.（新亞洲廣場二樓）
電話：403-277-2000 每日10:00am - closed
ww.centralgrand.ca

天 天 茶 市 晚 飯 小 菜 筵開28席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宴會

家常小菜 每日供應 自選以下 3 款
01 牛肉芥蘭
02 啫啫雞煲
03 班腩豆腐
04 椒鹽或京都肉排
05 菠蘿咕嚕肉
06 梅菜蒸肉餅
07 水煮牛肉
08 麻婆豆腐
09 貴妃走地雞(半隻)
10 蝦米粉絲雜菜

11 欖菜肉鬆炒豆仔
12 乾煸四季豆
13 羅漢會上素
14 豉汁蒸排骨
15 金沙南瓜條
16 魚香茄子
17 豉椒牛柏葉
18 蝦米腊腸煮蘿蔔
19 煎封龍脷魚
20 冬菇肉絲扒瓜甫

$45
特價

特價

祗限外賣自取

是日老火靚湯
+
絲苗白飯

全新搭配 七天供應
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片皮鴨1隻

（連20塊薄餅&大量蔥絲&青瓜條）

此特價
祗限
外賣自取

逢星 期三推出
家常便飯

歡樂套餐
祗限外賣自取

三食

馳名片皮鴨

21 涼瓜牛肉
22 水煮魚
23 美極肉排
24 肉片炒椰菜花
25 八珍豆腐
26 梅子蒸排骨
27 蔥爆牛肉
28 五花腩片炒高麗菜
29 南乳炆豬手
30 腐皮素鵝

$43

* 鴨 絲 羹 或椒 鹽 鴨 殼
* 鴨 粒 炒 飯 或炒 麵
*送滋潤糖水

驚喜特價 每周不同

3款精選飯餸
3款精選飯餸

送

老火靚湯 滋 潤 糖 水

菜式每星期更新 請瀏覽餐廳網頁
以上所有特價，限量發售，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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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視犯錯極低級 誤報解放軍導彈轟新北
中國大陸昨天向台灣派出11架軍機宣示主權之際，
由台灣的教育部和國防部創立之華視，新聞部當天
早上誤報「新北市遭解放軍導彈擊中」等快訊字
幕，引起全台恐慌。華視公開道歉，指相關內容為
提前錄製的防災影片訊息，因人為錯誤而刊出防災
演練用的快訊文字，強調將嚴懲失職人員。
可射向大陸 台雄昇導彈下半年量產
台灣傳媒昨引述台灣的國防部送交予立法院之最
新專案報告，指雄昇地對地巡航導彈預計下半年
度開始量產，配備高爆及散撒兩種彈頭，射程估
計1,000公里至1,200公里，是台軍首度公布導彈
的彈種與作戰效能。
中所簽安全合作協議 美澳不滿
中國周二宣布與所羅門群島正式簽署安全合作框
架協議，隨即引來美國、日本、新西蘭和澳洲深
表憂慮。本周將派代表團前往所羅門群島的美國
形容，協議欠缺透明度和性質不明；澳洲則表示
非常失望。
華055型艦 轟6N 展示反艦彈道導彈
美國航空母艦打擊群持續在中國附近海域炫耀武
力之際，社交網周二流傳兩段有「航空母艦殺
手」之稱的中國反艦彈道導彈最新影片，一段可
見055型驅逐艦發射導彈的測試過程，另一段顯
示轟6N轟炸機掛載導彈。
魏鳳和促美方 勿借烏問題抹黑中國
中國防長魏鳳和昨與美國防長奧斯汀通電話，他
要求美方不得利用烏克蘭問題對華抹黑栽贓及威
脅施壓；又稱中國軍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領土完整，若處理不好台灣問題，將對中美關係
造成顛覆性影響。值得留意的是，這是奧斯汀上
任防長一年多以來首次與魏鳳和直接對話。
美國助烏克蘭獲戰機零件
俄軍大舉進攻頓巴斯之際，美國協調盟友向烏克
蘭提供戰機備用零件，強化空軍力量抗俄。美國
總統拜登周二與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日
本、意大利、歐盟及北約等11位領導人，就俄烏
局勢通話。各方討論對俄施加進一步制裁，並重
申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安全、經濟和人道援助。
G20峰會 西方多國擬退場抗議俄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昨日在美國華盛頓舉
行，俄羅斯如期派代表出席。西方多國官員紛紛
表示準備集體抗議，退場或以外交途徑怠慢俄
方。俄羅斯日前宣布財長西盧安諾夫（Anton
Siluanov）率領代表團參與由中國和印尼共同主
持的峰會。

SATURDAY

星期五

俄試射新洲際導彈 可攻全球反制多國插手
北約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之際，俄羅斯周三
成功試射RS28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總統普京
祝賀任務成功，並指全球範圍短時間內沒有類似型
號，有助保障國家安全，令試圖威脅俄羅斯的國家
三思而後行。俄聯邦太空總署署長羅戈申津形容，
導彈是送給北約及烏克蘭新納粹主義者的禮物。
普京下令封鎖鋼鐵廠逼守軍投降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昨日表示，已完全佔領烏克
蘭東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但2,000多名守軍
仍在亞速鋼鐵廠頑抗，需時3至4天才可攻陷。總
統普京認為強攻不合適，下令取消並改為封鎖，強
調不能讓一隻蒼蠅飛進去。他再次促請守軍投降，
承諾按照國際法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及提供治療。
G20財長會議多國離席抗議俄
俄羅斯代表周三在20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發言
時，美國財長耶倫與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多國
財長一齊離席，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加拿大
副總理兼財長方慧蘭稱：「在面臨俄國持續侵略
和戰爭罪行時，世界民主國家不會袖手旁觀。」
法國財長勒邁爾呼籲俄方代表避免參加會議，稱
戰爭與國際合作並不相容。
俄驅逐波羅的海3國大使
俄羅斯外交部昨日宣布，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
尼亞波羅的海3國所有大使館人員列為不受歡迎人
物，將會驅逐他們出境。俄方傳召拉脫維亞與愛沙
尼亞大使，以及立陶宛的臨時代辦，並向上述國家
的「不友善行為」提出抗議。俄方亦宣布，會關閉
波羅的海3國在聖彼得堡和普斯科夫的領事館。
莫里森批評對手親華 被斥誹謗
澳洲聯邦大選首場辯論周三晚上舉行，爭取連任的
自由黨籍總理莫里森與在野工黨黨魁阿爾巴內塞，
就邊境政策、社會福利、國家改革等議題激辯。談
到中國議題時，莫里森批評對手支持北京，後者反
駁是無恥誹謗。莫里森亦在辯論時失言，指自己很
感恩女兒沒有任何缺陷，激起輿論批評。
新西蘭總理受訪 稱願與中方合作
英國傳媒昨日刊出新西蘭總理阿德恩的專訪，她
留意到外界對太平洋地區日益有興趣，特別是中
國，阿德恩重申中國是新西蘭的重要貿易夥伴，
雙方應發展成熟關係，能在相關領域合作，在有
分歧的事新西蘭亦能發聲反對。

美13億元軍備援烏 俄禁美29政商入境
俄烏戰事持續兩個月，雙方在頓巴斯戰役傾盡全
力。美國總統拜登周四宣布，向烏克蘭提供一筆
總值13億美元援助，其中8億是軍事援助，餘下
5億是經濟援助。俄羅斯同日擴大對美國及加拿
大的制裁，終身禁止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等90名
美加知名人士入境。
俄稱幾乎全面佔馬里烏波爾 烏否認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四祝賀俄軍全面佔領亞速鋼鐵
廠以外的馬里烏波爾市區，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否認，並指準備以外交及軍事手段替馬里烏波
爾解圍。他又指，俄方已拒絕在下周日東正教復
活節期間停火的提議。
烏或攻克里米亞大橋 阻撓俄軍隊增援
烏克蘭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秘書達尼洛夫日前受
訪透露，不排除攻擊克里米亞半島通往俄羅斯克拉
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克里米亞大橋。克里姆林宮發言
人佩斯科夫周四回應指出，達尼洛夫的言論預告即
將發生恐襲，強調不可接受，並警告會有懲罰。
解放軍兩棲艦3驅逐艦服役
中美軍事角力有增無減之際，解放軍海軍3艘最
新055型驅逐艦已陸續服役，並前往不同海域參
與訓練。最新一艘075型兩棲攻擊艦亦首次亮
相，展開基礎訓練，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兩棲戰
力。新艦服役消息於事前公布。最新入列的055
型驅逐艦為鞍山號、無錫號和延安號，舷號分別
為103、104及106，現役同級艦增至6艘。
菲總統候選人 多數對中國強硬
菲律賓下月將舉行總統選舉，美媒周四分析各候
選人與中國在南海主權爭議的取態上，除領先的
聯邦黨候選人小馬可斯會沿襲總統杜特爾特親中
政策外，其餘候選人對華會採取更強硬態度。
莫里森斥工黨副黨魁對華軟弱
澳洲下月聯邦大選，爭取連任的總理莫里森將矛頭
指向在野工黨副黨魁馬利斯（Richard Marles），
批評對方對中國態度軟弱。馬利斯2019年曾在
中國發表演講指，認識到中國在太平洋地區提供
發展援助上日益重要。莫里森批評馬利斯實際上
是在倡導中國政府繼續目前做法，言論荒謬及有
違澳洲立場。
兩韓領袖互致函 首爾籲重返對話
卸任在即的南韓總統文在寅，與北韓領袖金正恩
互致親筆信。兩人一致認為懷着希望不斷努力，
韓朝關係將得到發展及改善。南韓統一部呼籲北
韓停止走向緊張和對立之路，重返對話和協商。

一周國際新聞

法國總統大選決雌雄
今日是法國大選次輪投票日，總統馬克龍與對手
極右候選人瑪琳勒龐將一決高下。經過激烈競選
活動後，兩人昨日按規定暫停拉票，選前最終民
調顯示馬克龍領先優勢擴大。
歐盟加強監管科網企 數碼服務法案達協議
歐盟成員國上周五就《數碼服務法案》達成協
議，將迫使Facebook、Google及亞馬遜等科網
平台改變在歐洲的核心業務做法，加強自我監
管，以保障用戶及他們的網上基本權利。
岸田向靖國獻祭品 北韓譴責復辟軍國主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
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獻上祭品。北韓外務
省上周五就事件發文，譴責日本政府此舉意在復辟
軍國主義。文章指，日本政府每年定期在春季、秋
季例行大祭和戰敗日參拜靖國神社並供奉祭品，將
戰犯美化為英雄，此舉涉嫌侮辱受日本侵略的亞洲
人民，認為日本政府將會因此招致悲慘毀滅。
以巴爆衝突 外界憂再掀戰火
巴勒斯坦數百名示威者上周五指摘，以色列警方
限制回教徒進入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但未有
阻止猶太人到來祈禱，與以色列警方爆發衝突。
期間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石塊和煙火，事件中至
少57名巴人受傷。以巴衝突近日升溫，外界擔
心去年11天戰爭重演。
俄羅斯圖全面佔烏克蘭南部
俄羅斯前日首度表明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新
階段目標，是要完全控制烏國南部和頓巴斯地
區，以建立通往克里米亞半島的陸上通道。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直指，莫斯科言論反映其侵略他
國的意圖。與此同時，歐盟表明將繼續向烏提供
軍事援助。
歐盟：按俄方式購天然氣 不違制裁
歐盟委員會據報上周四發出新一份內部通知，指
出歐盟現時並未禁止歐盟買家與俄羅斯天然氣工
業銀行（Gazprom Bank）交易，以及在該行開
設帳戶。買家可以如常以歐元轉帳到沒有受到制
裁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該行會將款項兌換
成盧布，以滿足俄羅斯天然氣貿易要求。
克宮稱莫斯科號 1死27失蹤
俄羅斯黑海艦隊巡洋艦兼旗艦莫斯科號，在本月
中旬爆炸大火，最後拖回港口途中沉沒，烏克蘭
聲稱它是被海王星導彈擊中。俄羅斯國防部上周
五通報調查結果指出，事件造成一名軍人死亡，
另有27名船員失蹤。

2022年4月21日 ~ 4月27日

3/

Limit of 6

三象牌糯米粉

星期日

INTERNATIONAL NEWS

限購六包

金飯碗特級香米 (15磅裝)

SUNDAY

星期六

廟牌越南米紙 (22cm)

500

雞嘜牌綠豆

Cock Brand Green Mung
Bean 400g

沙哥牌椰漿

油菜心 [墨西哥產]

白菜仔 [墨西哥產]

韭菜 [墨西哥產]

台灣椰菜 [墨西哥產]

芫荽 [加州產]

燈籠椒 (黃/橙/紅) [BC產]

白蘿蔔 [加州產]

番薯 (紅/白心) [美國產]

士多啤梨 (1磅) [加拿大產]

番石榴 (大) [秘魯產]

爽脆蘋果 [華盛頓產]

牛油果 (大) [墨西哥產]

Magnolia 芝士

Highlands 牛奶咖啡/黑咖啡

娃哈哈牌原味酸乳酪

幸福比內牌米粉

Red Yam or Sweet
Potato Medium, US

海燕牌米粉

限購五包

限購六包

Limit of 5

Limit of 6

金燕牌東莞米粉

Halal
清真

特級牛仔骨

02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永達新鮮龍崗雞

大排骨

新鮮牛眼肉扒

Halal
清真

新鮮特級小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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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法國大選次輪投票 巴黎再爆黃背心示威
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昨日展開，重演5年前戲碼，由爭取連
任的總統馬克龍對陣極右國民聯盟總統候選人瑪琳勒龐。選前民
調顯示，馬克龍領先對手介乎6至15個百分點，大有機會成為法
國20年來首位成功連任的總統。不過，有民調機構估計今輪總
統選舉或錄得破紀錄選民投下白票或不投票。
美警告勿駐軍所羅門 華斥霸權思維
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率領的代表團上周五到訪所羅門
群島時警告，如中國在所羅門永久駐軍或建立軍事設施，華府將
作必要回應。中國駐所羅門大使館發言人周日批評，美方此舉屬
霸權思維。
歐美錄169宗兒童急性肝炎 1病亡
歐美多國近日出現成因不明的兒童急性肝炎個案。世界衞生組織
上周六表示，截至上周四錄得來自12個國家的169宗相關個案，
至少一名兒童死亡。患者主要來自歐美國家，114宗由英國通
報，其餘來自美國、西班牙、以色列、丹麥、愛爾蘭、荷蘭、意
大利、挪威、法國、羅馬尼亞和比利時。年齡由一個月大至16
歲，其中17人需接受肝臟移植，世衞無透露死亡個案詳情。
俄烏戰首次 美卿防長訪基輔
俄烏戰爭屆滿兩個月之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上周六透露，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及國防部長奧斯汀翌日到訪基輔，一旦成事將是
俄烏開戰以來首次有美國官員來訪。預料會尋求美方提供更多武
器，澤連斯基警告，假如俄方在佔領區內就成立傀儡政權舉行公
投，烏方將退出和談。
俄機經土耳其領空飛敍利亞許可月底屆滿
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上周六宣布，允許俄羅斯透過土耳其
空域空運軍隊的3個月許可將在本月底屆滿，其後航班便會停
止，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已知會俄羅斯總統普京。
約翰遜澤連斯基通話 允增軍事援助
出訪印度新德里的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周五承認，俄軍在烏克蘭取
得勝利具有現實可能，並預計戰爭將持續至明年年底。約翰遜翌
日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時確認，英方將向烏方提供更多
防禦軍事援助。澤連斯基則感謝英國協助訓練烏軍，並通報烏東
頓巴斯地區局勢。
歐安組織派駐烏克蘭 多名觀察員遭俄軍俘虜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上周六透露，多名來自不同國家的觀
察員在烏克蘭東部被扣留，關注他們自由受到剝奪。OSCE稱，他
們正利用一切可用渠道促使觀察員獲釋，未有提供詳情。烏東親
俄分離政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指，發現OSCE特別觀
察團與烏克蘭國防部聯絡，又指OSCE特別觀察團外籍人員指使聘
請的盧甘斯克民眾，長期搜集軍事及社會政治情報。

THURSDAY

星期二

法國大選 馬克龍連任 廿年來首人
法國總統馬克龍擊敗極右國民聯盟候選人瑪琳勒龐，勝出總統選
舉次輪投票，成為20年來首位成功連任總統。馬克龍感謝支持
者及國民，承諾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社會及男女平等而努力。雖
然選舉結果符合選前民調預測，但投票率只有72%，創下1969
年以來新低，更有300萬張白票及廢票。
瑪琳勒龐得票逾40% 極右勢力壯大
瑪琳勒龐雖然再次不敵馬克龍，但兩人得票率差距較2017年首次
對陣時明顯縮窄。而且瑪琳勒龐得票首次超過40%，是極右候選
人歷來最好表現，反映極右勢力在法國有所壯大。
巴黎集會抗議結果 警催淚彈驅散
法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後，大批民眾在首都巴黎共和廣場抗議馬
克龍連任，防暴警員出動驅散，期間施放催淚彈及震撼彈，有零
星衝突。示威由學生及反法西斯主義者發起，有人高呼「路易十
六、路易十六，我們把他斬首；馬克龍，馬克龍，我們可以重新
開始」口號。
美官抵基輔 添三億多軍援
俄烏戰爭爆發後，首次有美國官員到訪烏克蘭。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國防部長奧斯汀周日抵達基輔，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及一
眾官員會面，惟美國國務院在兩人離開後才公布消息。美方額外
向基輔提供3.22億美元軍事援助，駐基輔大使館亦在本周重開。
俄邊境城市兩油庫爆炸
距離烏克蘭邊境150公里的俄羅斯邊境城市布良斯克，昨日凌晨
有兩個油庫相繼爆炸起火，火球直沖半空，火勢至早上仍未救
熄。有市民表示，事發時響起防空警報。
阿富汗稱遭巴國空襲數十死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指控鄰國巴基斯坦，空襲東北部庫納爾省及霍
斯特省，導致數十人死亡。代理國防部長雅各布周日強調，塔利
班不會容忍任何來自鄰國的入侵。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形容兩
國是兄弟國家，希望就維持安全與阿富汗保持長期接觸。
上海增51疫歿防控區再核酸篩查
內地昨日通報新增20,194宗本土新冠肺炎病例，其中重災區上海
市再多19,455宗，並錄得單日新高51名患者死亡。為早日實現社
會面清零目標，上海市今日起依照計劃，對封控、管控和防範區
所有人進行核酸篩查。
京城增11區強檢 市民囤糧等封控
首都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重災區朝陽區決定周一起每隔一
天進行一次全員核酸檢測。消息傳出後，市民湧往超級市場購買
糧食、日用品以防之後封城，被指是「上海效應」、「在物資中
等封控」。市政府周一晚上突然宣布進一步擴大區域篩查，翌日
起再多11個區域展開3輪核酸檢測。
煙台揪內地首宗 Omicron BA.2.3
山東省煙台市周一舉行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透露當地發現
有染疫者感染的是新冠變種毒株 Omicron BA.2.3 進化分支，是
內地首見。

一周國際新聞

星期三

夜間閱兵 金正恩以核武示警
北韓周一深夜舉行人民軍建軍90周年閱兵，為歷來第4次在夜間
閱兵。領袖金正恩親自檢閱部隊，表明進一步發展核武的決心。
他指假如國家根本利益受損，核武的用途則不會局限於遏制戰
爭，警告外部勢力一旦與北韓對決，將迎來毀滅。南韓外交部昨
日促請北韓，立即停止加劇朝鮮半島和地區緊張局勢的行為。
韓代表團訪日 岸田望恢復互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日上午在東京官邸，接見南韓候任總統尹錫
悅派遣的代表團。他指改善兩國關係刻不容緩，有必要解決強徵
勞工、慰安婦等懸而未決的問題。
澳洲工黨：倘勝選增海外援助抗華
澳洲在野工黨影子外長黃英賢昨日宣布，工黨若勝出下月21日聯
邦大選，將大幅增加海外援助額5.25億澳元，以抗衡中國在太平
洋地區擴大影響力。她指會成立太平洋防務學校，訓練鄰國軍
隊，並加強澳洲國防軍與區內夥伴的合作。
英料F41腺病毒 致兒童急性肝炎
全球多國近日出現多宗不明兒童急性肝炎個案，至少一人死亡。
大部分個案在英國發現，衞生安全局（UKHSA）周一指，最有
可能的致病原因與F41型腺病毒有關。
俄烏戰局拉鋸 俄炸烏鐵路系統 阻北約運送武器
戰事拉鋸，俄羅斯周一發射導彈攻擊烏克蘭中部及西部6個鐵路樞
紐，企圖切斷外國武器運送途徑，導致5死18傷。美國國防部高官
翌日與40個北約及非北約國家國防官員開會，協調向烏克蘭穩定
供應武器。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稱，北約軍援烏克蘭等同實
質上與俄羅斯交戰，警告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真實危險。
拜登賀馬克龍連任 急商烏局勢
美國總統拜登周一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祝賀對方連任。白
宮聲明指，拜登在對話中強調美法兩國之間密切及持久關係，準
備與馬克龍就共同關注全球優先議題繼續密切合作。法國愛麗榭
宮則稱，馬克龍與拜登同意迅速就全球議題，包括俄烏戰爭及糧
食安全等議題，展開更詳細討論。
芬蘭夥北約3國演習 針對俄
芬蘭海岸艦隊在周一證實，聯同北約成員國荷蘭、拉脫維亞及愛
沙尼亞，在波羅的海舉行兩天聯合海上掃雷演習。演習地點位於
群島海，距離俄羅斯聖彼得堡540公里。
摩爾多瓦親俄地區連環爆炸
接壤烏克蘭的摩爾多瓦親俄分離地區德涅斯特河沿岸（簡稱德
左）近日發生連環爆炸，自稱德左總統的克拉斯諾謝利斯基
（Vadim Krasnoselsky）昨日發出恐襲紅色預警。摩爾多瓦總統
桑杜召開最高安全委員會會議，商討事件。
4員遭親俄分子拘留 歐洲安全組織促放人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4名烏克蘭特別監察團成員，在烏
東地區被親俄分離勢力拘留至今。OSCE輪值主席兼波蘭外長拉
烏周日發表聲明，要求即時放人。拉烏指稱4人被拘禁多時，
OSCE及其家屬至今無法掌握情況。OSCE發言人周一稱，目前
仍在嘗試確保成員可以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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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日優惠

%

TUESDAY, MAY 3 五月三日 (星期二)

OFF

*請親臨本超市查詢更多詳情，優惠有若干條件限制*
*SEE STORE FOR MORE DETAILS, SOME EXCEPTION APPLY*

WE’RE HIRING! - ALL POSITIONS, SUNRIDGE LOCATION
* SEE WEBSITE ON HOW TO APPLY *

新鮮牛腩

免治豬肉

三魚牌鯽魚

Grand Ocean 金鯧魚

Chanos IQF 虱目魚

豬肉味
雞肉味

媽媽牌即食麵

李錦記熊貓牌蠔油

瑪卡比娜牌魚露

Hansang 韓式年糕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Cap Stone 便攜石油氣爐

Ravi 芒果漿

Cocon 雜錦冰棒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Cook Stone 邊爐氣 (4罐)

好運越南烤豬扒飯

好運燒肉

好運肉桂麵包

好運全麥方包

海燕牌竹莢魚

海燕牌切片沙氏刺鮁 (有皮連骨)

越金牌去頭白蝦

海燕牌魷魚鬚

它理牌紐西蘭半殼青口

Halal
清真

幸福牌龍脷魚柳

Halal

指定口味

清真

原味
辣味

Ocean Angel 魷魚

潘帕嘉牌菲律賓腸仔

NIPSSING 急凍珍寶鵪鶉

好運牌去皮木薯

海燕牌原隻指天椒

Sorbetero 盒裝雪糕 (1.4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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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嚴夫

哀 謝

夏公德明府君，原籍廣東省高要縣白土鎮山嘴夏村人氏。

溯 生 於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慟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在

Rockyview Hospital與 世 長 辭 ， 積 潤 享 壽 九 十 八 歲 。 孝 眷 等 隨 侍 在 側 ，

︶
Chapel Of The Bells - 2720 Centre Street North

親視含殮，遵禮成服。謹定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廿三日︵星期六︶下午

二時至五時，假座金鐘殯儀館︵

孫女 珮嫻

舉行家奠；並於翌日，二零二二年四月廿四日︵星期日︶上午十

︶ 。
Queen's Park Cemetery

媳 林柳媚

外孫男 慶龍

時 假 座 金 鐘 殯 儀 館 舉 行 喪 禮 ， 隨 即 出 殯 歸 土 ， 安 葬 於 卡 城 皇 后

墓園︵

叨蒙

婿 劉榮多

鄉、親、戚、世、友諸誼寵賜鮮花隆儀及登報致哀，高情厚誼，

歿存均感，僅此哀

未亡人 林勤
孝男 來勝

孝男 來和

孝男 來平

孝男 來發

孝女 金蘭

孝女 金蓮

孝女 金群

同叩 謝

惠賜賻儀、花圈、花籃親友芳名眾多，恕不詳列，敬請原諒。
特別感謝卡城越南華裔聯誼會治喪委員會，各社團首長親臨祭奠，並得
卡城佛學居士林法事組及卡城華嚴聖寺眾蓮友誦經超渡，謹此致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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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亞省各地的社區設施
級、重新開發、收購或
建造公用設施。
該計畫的小額補助金流
為支持繁榮社區和經濟
復蘇的項目提供資金。
這些補助金為非營利組
織的重要工作提供高達
125,000加元的資金，用於包括社區會
堂、公園和遊樂場、自然區域、露營
地、運動場或室外游泳池和溜冰場等的
公用設施。
亞省政府將投資450萬加元用於升級或建造

“非營利組織是許多公共設施的管理

位於全省各地的84個公用設施。

者，這些設施對亞省各地健康、充滿活

該社區設施增強計畫向非營利機構提供匹配

力的社區至關重要。社區設施增強計畫

資金，以幫助吸引其他資金來源，用於升

將幫助非營利組織延長公共設施的使用

壽命，並創造更多的空間讓人們可以建立聯繫
並改善他們的整體福祉。這些項目還為亞省各
地的社區創造就業機會和地方收入。”
——文化部長Ron Orr
社區設施增強計畫補助金的合格項目展示了積
極的社區影響、經濟效益、社區需求、項目準
備情況和組織可持續性。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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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ment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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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ỜI CẢM TẠ
GIA ĐÌNH CHÚNG TÔI CHÂN THÀNH CẢM ƠN:
• Nhóm Bạn Hoa Sen Chùa Thánh Hoa Nghiêm Calgary
• Nhóm Bạn Tụng Kinh Phật Chùa Cư Sĩ Lâm Calgary

Các Hội Đoàn Trong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Việt tại CALGARY, EDMONTON, VANCOUVER :
• Hội Người Việt Calgary
• Hội Cựu Quân Nhân VNCH
• Trường Việt Ngữ Calgary
• Hội Người Việt Cao Niên Calgary
• Cùng Nhiều Hội Đoàn Người Hoa tại Calgary Chinatown, Edmonton và Vancouver ;
• cùng Bà Con bạn bè thân hửu tại CANADA, MỸ, ÚC,VIỆTNAM, Trung Quốc;
Đã dành thời giờ quý báu đến dự tang lễ, thăm viếng, điện thoại, gửi vòng hoa,
đăng báo , phân ưu, giúp đở chia sẻ sự đau buồn cùng tang quyến;
Đồng thời tiển đưa Chồng, Cha, Chú, Cậu của chúng tôi:

Ông HÀ ĐỨC
Sanh Ngày 7 Tháng 12 Năm 1928
Mãn phần Ngày 16 Tháng 4 Năm 2022
Hưởng thọ 98 tuổi
Kính xin quý vị lượng thứ những điều sơ sót trong lúc tang gia bối rối.

TANG GIA ĐỒNG BÁI TẠ.
Bà Quả Phụ LÂM CẦN và Các Con Cháu của Gia Đình 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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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料上乘 用心烹調 出品優良

紅燒鮑翅（足兩半）

$

30

$

65

連
蟹肉碗仔翅 (足壹兩
(足壹兩)
(足 壹兩))
蠔皇原隻鮑魚 (八頭) 連刺參壹條
每位

48

$

00

祗限堂食 備貨需時

每日售完即止

歡度母親節
請及早訂座

蠔皇原隻鮑魚（兩頭）

星期日至四 4:30pm - 1:30am
逢星期二休息
星期五／六 4:30pm
- 2:00am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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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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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Oriental Weekly April 28, 2022

OPEN 24 HOURS

角子機 及 博彩遊戲機
Slots & Electronic Table Games

RESORT & CASINO

賭桌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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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 403-385-3777

Regular Table Games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10 a.m. ~ 3 a.m.

撲克耍樂 Poker

Thurs ~ Sunday
2 p.m. ~ 2 a.m.

請速駕臨本賭場
逢星期五 / 六 晚上 免費成為會員

現場樂隊演奏

與你同樂

優惠獎賞
停不了！
逢星期一、二晚上 每月不同主題自助餐
$

23.99（另加稅及小費）

每位

星期三晚上 泛亞美食自助餐

每位

34.99（另加稅及小費）

$

星期四晚上 海鮮自助餐
$

49.99（另加稅及小費）

每位

星期五、六、日晚上 燒焗牛扒自助餐
*

星期五 及 星期六
晚上 5:00PM 至 10:00PM

每位

每日精美早餐 (早上八時至十時半)

每位

袛限 Reward Club 會員（可免費即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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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另加稅及小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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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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9（另加稅及小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