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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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Regular Table Games

10 a.m. ~ 3 a.m.

撲克耍樂 P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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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跨省 性
全新跨省性

逢星期五 / 六 晚上

賭場優惠卡

現場樂隊演奏

免費成為會員

與你同樂

新會員可獲
$5~$20 FRE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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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
*

32.99（另加稅及小費）

$

每日精美早餐 (早上八時至十時半)

每位

8.99（另加稅及小費）

$

因 疫情關係，本報暫時改為
網 上電子版，繼續為各界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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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RIDAY

星期四

韓換屆前 朝疑試射洲際導彈
距離南韓候任總統尹錫悅就職只有6日之際，北
韓昨日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懷疑是洲
際彈道導彈，為本年第14次武力示威。南韓國
家安全保障會議譴責北韓公然違反聯合國安理會
決議，嚴重破壞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秩序。正在出
訪南韓的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劉曉明
重申，中方支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伊朗經歐盟 與美商恢復核談判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周二表示，經由歐盟
代表與美國交換書面訊息，討論恢復履行伊核協
議的談判。伊朗希望達成一項強有力和持久的協
議；一旦談判接近達成協議，伊朗代表會對協議
最後修改。他又指，美國需要採取現實態度，取
消所有領域針對伊朗的制裁，而獲得經濟保障則
是伊朗在談判中的優先事項。
烏陷戰火 歐盟促成員聯手 杯葛俄石油 分歧如鴻溝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後，承受國際社會史無前例的
制裁浪潮。歐盟委員會主席萊恩昨日提出第6輪
對俄制裁，尋求6個月內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石
油。惟多名歐盟官員表示，成員國對草案有分
歧。繼斯洛伐克及匈牙利後，捷克及保加利亞亦
希望豁免石油禁運。
法缺食油 超市限購 食店發愁
自2月下旬爆發俄烏戰爭，法國近兩個月不斷出
現能源和部分糧油短缺危機，至上月底大部分超
市的煮食油貨架近乎真空，麵粉亦只剩下小量，
國民搶購糧油反映對未來的不安和經濟困境下的
擔憂。本報記者近日走訪巴黎，發現有超市對食
油實施限購，餐館亦受影響。
2000烏兵投降 俄獲重要情報
俄羅斯調查委員會主席巴斯特雷金周二表示，近
2,000名烏軍自願放下武器向俄軍投降，當中包
括5名在頓巴斯作戰的烏軍旅長。透過烏軍戰俘
的供詞，俄方掌握烏軍與外國顧問合作及外國僱
傭兵的資訊。
白羅斯近烏地區 大規模軍演
白羅斯昨日在接壤烏克蘭的南部地區舉行大規模
軍事演習，強調不會對鄰國或歐洲構成威脅。白
羅斯國防部表示，演習目的是測試軍隊應對危機
局勢時作出快速反應的水平及能力，亦包括測試
戰備狀態。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周二曾與俄羅斯
總統普京通話，討論俄烏戰爭等議題。

SATURDAY

星期五

遼寧號遠海演練 戰機直升機頻起降
中國大陸航空母艦遼寧號日前率領7艘軍艦，過
航宮古海峽由東海駛入西太平洋，展開遠海實戰
化訓練。日本防衞省周三公布，周二觀察到遼寧
號的戰機和直升機多次起降。此外，解放軍東部
戰區昨日消息指，海軍近日另赴東海某海域開展
實戰化訓練。
英民調料保守黨地選大敗
英國昨日舉行地選，被視為首相約翰遜爆出違反
防疫令開派對醜聞後，選民對他的信任公投。選
前最後民調預測在野工黨會有明顯議席進帳，有
望挑戰執政保守黨對傳統票倉的議會控制權，保
守黨恐怕會大敗。
法左翼結盟 備戰6月選舉
法國總統馬克龍成功連任不久，主要左翼黨派於
本周結成聯盟，共同備戰將於6月舉行的國會選
舉。法國極左翼政黨「不屈的法蘭西」本周較早
時候已分別與綠黨和法國共產黨就相關問題達成
一致，周三與中左翼傳統政黨社會黨就相關問題
達成原則性共識。
俄攻入亞速鋼廠 烏守軍血戰失聯
俄羅斯連日集中火力猛攻烏克蘭東南馬里烏波爾
唯一未淪陷的亞速鋼鐵廠，至前日攻入廠房範
圍，與死守的烏方極右亞速營士兵爆發血腥激
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昨天尋求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介入，拯救受困鋼鐵廠人士離開。
保加利亞民眾示威 反軍事援烏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早前致函保加利亞議會提出
6項請求，議會周三大比數通過向烏提供額外援
助議案，包括在軍工廠修理烏方軍事裝備，亦支
持對方加入歐盟等，但不會提供武器。大批民眾
上街示威，反對政府向烏提供軍事支援。
歐盟擬禁俄石油 匈牙利表明否決提案
歐盟委員會周二提交第6輪對俄羅斯制裁措施方
案，包括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惟匈牙利翌日表明，將否決有關提案。
總理受抨擊 德政客倡逐烏大使
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梅爾尼克周二受訪時批評，不願
訪問基輔的德國總理紹爾茨沒有政治家風範，並以
德國俚語「生氣的豬肝腸」稱呼對方，同時指摘德
國沒有兌現提供獵豹防空坦克彈藥承諾。德國聯邦
議院左翼黨副領袖達代倫反指梅爾尼克同情納粹，
要求把他驅逐，否則德國將失去所有自尊。

世衞：迄今1500萬人直接死於新冠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超過兩年，世界衞生組織周四
發表報告，表示由前年1月至去年底，全球有近
1,500萬人直接死於感染新冠病毒，或因疫情導
致醫療系統崩潰、失救而死，大部分死者來自東
南亞、歐洲及南北美洲。
英國地方選舉 保守黨多個選區失利
英國地方選舉結果昨日陸續揭盅，首相約翰遜所
屬保守黨在多個選區失利。該黨地方領袖歸咎於
醜聞纏身、施政不力的約翰遜，認為他應該下台
問責。約翰遜死撐結果不是一面倒，認為只是在
部分選區經歷艱難一夜。傳媒推測在野工黨以
35%對30%得票率領先保守黨，表現是2012年
以來最好。
愛爾蘭民族主義政黨 料成為北愛議會大多數
英國地方選舉包括北愛爾蘭議會，曾經屬於愛爾
蘭共和軍政治組織的新芬黨，有望成為首個在當
地擁有最多議席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政黨。
美最高院或推翻墮胎權 全美示威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或推翻確立女性墮胎權受憲法
保護的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Wade）
裁決，觸發的爭議持續發酵。全美多個城市有民
眾周四集會，抗議剝奪墮胎權，其中規模最大的
紐約市有2,000人上街。
以色列獨立日恐襲 刀斧行兇 3死3傷
以色列周三至周四慶祝獨立日，但中部城市埃拉
德（Elad）周四晚上發生恐怖襲擊，兩名恐怖
分子手持斧頭及利刀向多人施襲，造成至少3人
死亡及3人重傷。警方初步懷疑兇徒是來自西岸
城鎮的巴勒斯坦人，現正全力搜捕。以色列事發
前經中間人警告巴勒斯坦回教激進組織哈馬斯小
心報復。
俄外長言論觸怒以 普京道歉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後幾乎被國際社會全面孤立，
該國外長拉夫羅夫早前聲稱前納粹德國領袖希特
拉有猶太血統，引起與俄方關係向來不錯的以色
列不滿。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周四說，俄羅斯總統
普京已經為事件道歉。
白宮委任首位非裔女性發言人
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確定下周五離職，白宮周
四宣布，普薩基的職務由副發言人瓊皮埃爾
（Karine Jean-Pierre）接替。瓊皮埃爾也將成
為白宮第一位非裔女性發言人。

一周國際新聞

三小姐牌特級香米 (40lb)

海燕牌特幼米粉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朝試轟潛射彈道導彈 示威味濃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惡化，南韓候任總統尹錫悅周
二就職，北韓昨展開今年第15次武力示威，向東
部海域發射疑似潛射彈道導彈。華府指評估後認
為平壤準備核試，最快本月內舉行；美軍調派核
偵察機到區內戒備。
美新偵察機 或駐韓監視平壤
美國國防承包商L3哈里斯科技上周三證實，已
經整合及快速部署「機載偵察和電子戰系統」
（ARES）飛機，支援美國印太司令部轄區陸軍
任務。南韓傳媒上周六指，駐韓美軍可能部署這
款新型偵察機加強對朝監視。
突破第一島鏈後 遼寧號駛至石垣島南方
中國海軍遼寧號航空母艦編隊繼續在西太平洋展
開遠海實戰化訓練，日本防衞省昨通報，遼寧號
突破第一島鏈宮古海峽後向西駛往台灣，截至上
周五駛至沖繩縣石垣島南方海域，未知會否北上
回航或南下南海。
俄烏開戰 大陸被指有責 樂玉成：荒唐毫無道理
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上周五在首都北京
市出席一個智庫在線對話會時指，把俄烏戰爭的
責任推在大陸頭上是荒唐和毫無道理。他又批
評，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大做文章、試探紅線，最
終只會把亞太推入火坑。
澳洲外長見所羅門總理 關注涉華協議
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後引發澳洲憂慮，
澳洲外長佩恩上周五在昆士蘭省布里斯班會晤所羅
門總理索加瓦雷，她重申澳洲對安全協議缺乏透明
深表關注，但尊重所羅門群島的決策主權。
美烏分享情報 拜登不滿消息外洩
美國傳媒上周六引述消息指，總統拜登前一天與
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及
防長奧斯汀對話，強調對方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的應對工作重要性，但指美烏分享情報的消息流
出只會產生相反效果。
制裁俄石油 歐盟擬改方案
歐盟委員會提議修改今年底實施的俄羅斯石油禁
運制裁方案，讓中歐內陸國家匈牙利、捷克和斯
洛伐克有更多時間轉換能源供應國家，以爭取上
述國家的支持。
全國大罷工 斯里蘭卡緊急狀態
斯里蘭卡數以百萬計民眾上周五響應全國大罷
工，要求政府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問責下台；全國
巴士及火車線路暫停服務，辦公室及工廠亦空無
一人。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同日晚上宣
布，午夜起實施緊急狀態。

INTERNATIONAL NEWS
2022年5月5日 ~ 5月11日

限購五包

限購五包

Limit of 5

Limit of 5

順帆牌東莞米粉

三象牌粘米粉

498
/lb

亞萊地牌椰奶

5 Days Only
May 13 - 17
只限五天

油菜心 [墨西哥產]

茼蒿 [加州產]

秋葵 [加州產]

青長辣椒 [多明尼加產]

西洋菜 [美國產]

台灣椰菜花 [墨西哥產]

台灣椰菜 [墨西哥產]

番茄連籐 [BC產]

香梨 [中國產]

蜜柑 [摩洛哥產]

紅芒果 [墨西哥產]

呂宋芒果 (盒裝) [墨西哥產]

三花牌厚忌廉

家樂牌酸子湯料

雞嘜鵪罐裝鶉蛋

都樂牌菠蘿汁

2/

超Q牌玉米粉

200

禧福牌維也納香腸

Halal
清真

牛肚

特級牛尾

02

新鮮特級小雞腿

游水肉蟹

新鮮特級豬肉眼扒

嫩炒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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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TUESDAY

星期一

北約轟炸23周年 華駐塞使館悼念
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轟炸23周年，塞爾維亞政府與
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上周六到大使館舊址憑弔，悼念在轟炸中犧
牲的3名中國記者。塞爾維亞內務部長武林、中國駐塞使館臨時
代辦田一澍等出席活動。
紅場閱兵總綵排 慶衞國戰勝77周年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紅場上周六舉行紀念衞國戰爭勝利77周年閱兵
總綵排，是周一閱兵前最後一次綵排。美國白宮宣布，總統拜登
將在同一天簽署《烏克蘭民主防衞租借法案》，簡化支援烏方軍
備、醫療和糧食程序。
遼寧號於沖繩海域 展實戰化訓練
日本防衞省周日通報，中國大陸航空母艦遼寧號上周六繼續在台
灣以東、日本沖繩縣石垣島以南的海域，展開遠海實戰化訓練，
隨行的艦艇數量減少，未知是否前往其他海域。陸方此前表明訓
練並不針對任何一方。
列根號駛離日本 西太平洋演練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列根號周日駛離母港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基
地，準備南下前往西太平洋硫磺島展開艦載機升降訓練。外界預
料列根號最快本月底正式展開今年度春季巡邏，接替正在區內執
行任務的姊妹艦林肯號。
烏反攻蛇島 空襲俄設施
烏克蘭國防部上周六發放片段，顯示軍方對俄羅斯佔領的黑海西
部蛇島發動空中反攻，戰機超低空飛行空襲島上設施，無人機亦
投彈摧毀試圖補給防空導彈的登陸艇。惟俄羅斯國防部宣稱在蛇
島上空擊落烏軍飛機。
古巴首都酒店爆炸 增至27死
古巴首都哈瓦那薩拉托加酒店上周五發生氣體爆炸，至今增至27
人死亡，包括一名西班牙女遊客，81人受傷。大批救援人員繼續
行動，甚至出動搜救犬，期望能夠在瓦礫堆中救出失蹤者。
稱華持續擴軍 美司令憂心資訊不透明
美國海軍第7艦隊司令湯瑪斯（Karl Thomas）表示，擔心中國
持續擴軍，但相關資訊不如其他國家透明；同時關注入侵烏克蘭
的俄羅斯在太平洋地區的動向，強調美日等同盟國和理念相同國
家必須合作加強威懾力。
李家超當選 第六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第6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昨日舉行，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
無競爭下，以取得1,416張支持票、8票不支持下當選，成為首位
武官出身的特首。他當選後表明首要解決土地房屋及通關等問
題，又認為維護中央及港人利益，兩者是共通的。他又指時間緊
迫，將積極組班。被問及有不支持票，他回應稱，會繼續說服不
支持他的人士，亦理解社會一定會有反對，會以實際行動爭取社
會不同人士的支持。

紅場閱兵談向烏揮軍 斥美歐圖入侵 普京：先發制人
俄烏戰爭進入關鍵時刻，紀念衞國戰爭勝利77周年的閱兵儀式，
昨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紅場如期舉行。在當前動盪局勢下，這
場特殊時期的閱兵吸引全球目光。俄羅斯總統普京檢閱部隊及軍
事裝備，指北約威脅俄羅斯安全，俄軍先發制人反擊侵略是及時
和唯一正確選擇。
德拒讓北約成為戰爭一方
德國總理紹爾茨於周日歐洲二戰結束77周年紀念日，發表全國電
視演講。他表示，德國不會作出使北約成為俄烏戰爭一方的決
定，並強調會保持不變。
G7視像會議 誓淘汰俄石油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周日舉行視像會議，紀念二戰歐戰勝利
日。會後發表聲明，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發動的無端侵
略戰爭，為俄羅斯及其人民的歷史性犧牲帶來恥辱，強調七國團
結一致，決心不會讓普京贏得烏克蘭戰爭。G7國家誓言將禁止
進口俄羅斯石油，進一步削弱俄方經濟地位。
王毅：全球治理進入「亞洲時刻」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周日與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
昆視像會晤，王毅指下月起中國、柬埔寨、印尼和泰國，將先後
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二十國集
團領導人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全球治理進入
「亞洲時刻」，國際社會期待亞洲發揮引領作用。
亞速營軍官 斥基輔冷待疏散
烏克蘭極右亞速營副指揮官帕拉馬爾周日斥責，基輔對馬里烏波爾的
亞速鋼鐵廠疏散行動態度兒戲，更對留守的亞速營軍官冷嘲熱諷。他
強調鋼鐵廠仍有大量士兵尚未疏散，要求基輔當局盡快安排。
菲大選點票 小馬可斯勢大勝
菲律賓大選昨日舉行投票，選出正副總統、參眾議員及地方官員
逾1.8萬人。大熱總統候選人是已故總統馬可斯之子小馬可斯，
副總統候選人則是現任總統杜特爾特女兒薩拉。不少首次投票的
年輕選民坦言，對現屆政府的貪腐風氣失望，希望新政府能一改
歪風，改善國民生活。
哥國新總統查韋斯宣誓就職
哥斯達黎加共和國的新任總統查韋斯（Rodrigo Chaves）周日在
首都聖何塞宣誓就職，開始4年總統任期。西班牙國王以及哥倫
比亞、巴拿馬等國的總統等出席就職儀式。
斯里蘭卡總理宣布辭職
面對反政府示威者連日抗議，斯里蘭卡總理拉賈帕克薩昨日宣布
辭職。外間預期，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將邀請國會不同派
別代表入閣，組成聯合政府。
澳洲大選提前投票 工黨民調優勢擴大
澳洲聯邦大選本月21日舉行，昨日開始提前投票。最新民調顯示
在野工黨的支持度領先優勢擴大，總理莫里森的民望亦稍微下
滑。全國逾500個提前投票中心在未來兩周開放，預料數百萬澳
洲人親自前往投票，上屆大選有40%選民提前或郵寄投票。

一周國際新聞

新鮮特級開邊雞翼

媽媽即食麵 (冬蔭功味)

大排骨

三蟹嘜魚露

THURSDAY

星期二

2022年5月5日 ~ 5月11日

幸福比內牌吞拿魚

幸福比內牌雜果糖漿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多款口味

北韓頻射導彈 安理會今緊急討論
聯合國安理會應美國要求，於今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北韓今年
來接連試射導彈一事。北韓在今年內已15次試射，最新一次是在
上周六懷疑試射一枚潛射彈道導彈，美國更評估北韓或會在今個
月核試。本月輪任安理會主席的美國，早前向成員國傳閱決議草
案，要求進一步制裁北韓，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希
望安理會能在本月內通過決議。
尹錫悅就任南韓總統 軟硬兼施促朝棄核
尹錫悅昨日宣誓成為南韓第20任總統，為文在寅時代畫上句
號。尹錫悅在就職演講表示，將以自由、人權、公平及團結為基
礎，讓國民成為國家真正主人；並以自由民主主義及市場經濟體
系重建國家，令南韓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一員。素有對朝強硬派
之稱的尹錫悅提出軟硬兼施方法，指假如北韓實現無核化，南韓
將協助改善經濟。
小馬可斯輕勝菲律賓大選
小馬可斯以大熱姿態輕鬆勝出菲律賓大選，當選新一任總統，象
徵馬可斯家族相隔36年後再度掌權。他的副手、現任總統杜特
爾特長女薩拉，亦以明顯優勢當選副總統。有分析指出，小馬可
斯將延續杜特爾特的親華政策，並與美國維持現有關係。但有評
論憂慮，小馬可斯經濟計劃從缺，上任後可能恢復父親的威權統
治作風，重現政界貪腐問題，令民意走向撕裂。
斯里蘭卡續示威衝突 5死189傷
斯里蘭卡因經濟危機引發的反政府示威持續，總理拉賈帕克薩周
一宣布辭職。同日的示威衝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189人受傷，死
者包括一名國會議員。警方表示，執政黨國會議員阿圖科拉拉
（Amarakeerthi Athukorala）在首都科倫坡市郊被一群反政府
示威者包圍，他開槍擊斃兩人和槍傷5人後飲彈自殺身亡。
美更新對台關係 北京狠批引火燒身
美國國務院近日修改一份美台雙邊關係的概要，當中刪去「台灣
是中國一部分」、「不支持台獨」等表述，但新增「美國長期奉
行基於《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
政策」等內容。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
周一強調，維持台海現狀非常重要。中方昨日回應時批評，這是
虛化掏空一中原則的小動作。
遼寧號續演練 台連日試射導彈
中國大陸航空母艦遼寧號上周率領多艘軍艦，在台灣以東、日本
沖繩縣石垣島以南的海域，展開遠海實戰化訓練。日本防衞省統
合幕僚監部周一通報，遼寧號周日仍在石垣島以南航行。台灣昨
日開始一連4天試射導彈，台國防部同日表示，目前有效掌握及
應對陸方行動。
天舟四號飛船升空 物資運空間站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搭載天舟四號貨運飛船的長征七
號遙五運載火箭，周二凌晨1時56分在位於海南省的文昌航天發射
場點火發射，約10分鐘後，飛船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
至2時23分，飛船太陽能帆板順利展開工作，發射取得圓滿成功。

INTERNATIONAL NEWS

海燕牌急凍熟蜆肉

雞嘜罐裝菠蘿蜜

星期三

海洋媽媽牌紅蝦仁

雞嘜鹹酸菜

大廚牌雞粉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Da Zhan 花生

雞嘜樹糖

好運越南烤肉春卷檬

好運原隻燒鴨

好運高級咖啡奶油蛋糕 (8吋)

好運餐包

海燕牌原條大眼雞魚

海燕牌紅鯽魚

海燕牌去骨去腸肚鎧弓魚

海燕牌有頭鱸魚

海燕牌魚滑

海燕牌去頭有殼老虎蝦

指定口味

指定選擇

華生鴨胸肉

Choripdon 烏冬

天堂牌原條蒸香蕉

幸福牌鹽煮花生

馬尼拉之選侯皮亞餅

多款口味

精選牌菲律賓雪糕 (1.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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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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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

亞洲軒

CENTRAL GRAND

RESTAURANT

亞洲軒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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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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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45

19 煎封龍脷魚
20 冬菇肉絲扒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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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老火靚湯 + 絲苗白飯

三食

馳名片皮鴨

28 五花腩片炒高麗菜
29 南乳炆豬手
30 腐皮素鵝
31 螞蟻上樹
32 金菇扒玉子豆腐
33 避風塘茄子
34 榨菜炒肉絲
35 金針雲耳蒸雞
36 沙爹牛肉粉絲煲

祗限外賣自 取

全新搭配 七天供應
*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

*片皮鴨1隻

$45

（連20塊薄餅&大量蔥絲&青瓜條）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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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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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火靚湯 滋 潤 糖 水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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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慕慈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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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電話查詢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翻譯及公證：
◆

一切法律訴訟文件（民事、刑事、移民及司法事項）；◆ 駕駛執照、出生証、結婚証、離婚証或協議書，醫療診斷書；

◆

學歷文件；

◆

單身證明公證；

◆

產權証；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美加餐具設備公司

B&J

B&J RESTAURANT SUPPLY LTD.

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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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ce Chan

陳 桂 芳

新址：BayD, 1601 Centre St. N.W., Calgary 電話：403-230-0039

酒 樓 用 具 家庭用品 瓷器缸瓦
中 西 餐 具 塑膠器皿 鋼鋁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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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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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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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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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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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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埠耆英中心基金會

CALGARY CHINATOWN SENIORS’ CENTRE FOUNDATION

Office: #101, 116 3rd Avenue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5A9
Tel: 403-719-3399 CRA Registered Charitable Society Website: www.ccscf-calgary.ca

通告
基金會理事會經協商討論後，決定召開基金會二零二二年全
體會員大會，敬請各會員屆時攜帶有效個人身份證出席會議。因
受疫情影響，過去兩年沒有機會與大家聯絡，希望藉著這次會員
大會與大家見面，加强溝通。
會議時間 Meeting time : 4th June, 2022 (Saturday) at 10:00 am
會議地址 Meeting address : 河濱大廈二樓禮堂 Bowside Manor
2/F, 128 - 2 Avenue SW, Calgary, T2P 0B9
會議後將薄備午餐及派發福袋乙份

卡加利華僑中文學校
卡 城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中 文 學 校
(提供亞省教育部認可廣東話/普通話高中學分班)
校址：唐人街河濱大廈（文化中心側對面）126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0B9

網址： www.ccpschool.ca

電郵： ccps@shaw.ca

電話： 403-264-2233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calgarychineseprivateschool 傳真： 403-282-9854

招收2022~2023年度新生
2022年3月10日開始註冊。若在6月30日之前報名，可獲優惠減免學費$20。
師 資：近四十名熱愛中文教學、具教育專業背景的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態度嚴謹；多位教師
曾分別獲《華文教育優秀獎》、《華文教育傑出貢獻獎》及《華文教育終身成就獎》。
設 施：- 靈活生動的教學方法，多媒體教學工具，令教學更生動有趣；
- 寬敞明亮的教室，閉路電視監控，為學生提供良好而安全的學習環境；
- 獨立行政辦公室，每週6天專職和兼職行政人員為老師、家長和學生服務；
- 課室自置、為學生提供更寬鬆、舒適及更自由的學習地點及教學設施；
課 程：小班教學10~20人數，中文雙語分班教學。高中學生修畢中文課程，可獲得亞省
教育部認可的15個高中學分。並設高中（十至十二年級）函授課程。

敬請各位會員於五月三十一號下午三時之前致電
（403-719-3399）告知確認親臨出席，謝謝各位通力合作。

教 材：選用中國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編寫的《中文拼音》及《中文》系統教材，同時也根據
亞省教育部的課程指引並配合中國文化節慶等自編或選用其他教材。

當日會後接受出席會員報名參加今年七月舉行的班芙一日遊，
費用全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時 間：9月10日（星期六）上午班：9:00 am -12:00 noon 下午班：1:00 pm - 4:00 pm
9月11日（星期日）上午班：9:00 am -12:00 noon

卡城華埠耆英中心基金會 啟
Calgary Chinatown Seniors Center Foundation
2022年5月12日 12 th May, 2022

級 別：廣東話及普通話：幼稚園低班至十二年級
學 費：幼低、幼高全年$340 (幼高班另加$20畢業費)
一年級至十二年級全年$320 (六年級、九年級及十二年級另加$40畢業費)

聘請廣東話及普通話老師，有意者請將簡歷郵寄至本校校務處。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逢星期三及星期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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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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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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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