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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2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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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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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桌博彩
Regular Table Games

10 a.m. ~ 3 a.m.

撲克耍樂 P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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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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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遜無能 32官員辭任
英國政壇再起波瀾，財相辛偉誠及衞生大臣賈偉
德因不滿首相約翰遜的領導，周二宣布辭職，結
果掀起「跳船潮」，截至昨日已有最少32名官
員掛冠求去。約翰遜對此表示遺憾，但強調不會
辭任首相，又指官員不應在危機期間離任；在野
工黨黨魁施紀賢揚言，英國需要更換政府，支持
提前舉行大選。
頓涅茨克州長促全民撤離
俄羅斯宣布全面控制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州後，
俄軍正加緊攻擊鄰近的頓涅茨克州，頓涅茨克州
長克里連科（Pavlo Kyrylenko）周二敦促仍在
留在州內的35萬居民撤離，除為了挽救生命，
還可以令烏克蘭部隊更有效防禦俄軍攻勢。
俄防長：誓完成普京設定任務
俄軍日前宣布全面控制盧甘斯克州，但俄羅斯國防
部長紹伊古周二表示，俄軍將繼續在烏克蘭的特別
軍事行動，直至全面完成總統普京設定的任務。
華電子偵察艦 完成繞日
日本防衞省統合幕僚監部周二通報，俄羅斯3艘
軍艦前一天航經釣魚島毗連區海域北上前往東海
後，中國電子偵察艦翌日向西北方穿越宮古海
峽，從菲律賓海返回東海，完成長達逾半個月、
環繞日本航行一周的情報收集任務。
華副外長晤俄使 談戰略合作
俄烏戰事持續之際，外界關注中俄關係發展。中
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周二與俄羅斯駐華大使安
德烈‧傑尼索夫會面，表示願與俄方加強戰略協
作。馬朝旭表示，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
關係持續保持高水平運行，並推動全球治理體系
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王毅 布林肯 印尼會晤 料商中美關係俄烏局勢
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今起一連兩日在印
尼峇里舉行。美國國務院周二宣布，國務卿布林
肯屆時將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場邊會
晤，預料主要談及中美關係、俄烏戰事等議題。
中國外交部亦證實二人即將會面，是他們去年10
月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G20外長會議以來首次面
對面會晤。
王毅訪菲 小馬可斯盼增軍事交流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出訪東南亞多國，周二在
泰國與帕拉育會面，同晚轉抵菲律賓訪問兩日，昨
日與菲律賓外長馬那羅及總統小馬可斯會面。

SATURDAY

星期五

約翰遜宣布辭去保守黨黨魁
英國首相約翰遜陷入政治危機後眾叛親離，多達
57名官員辭職，包括多名部長級官員及內閣成
員，打破1932年9月單日有11名部長辭職的紀
錄。惟約翰遜昨日仍拒絕即時下台，僅宣布辭去
保守黨黨魁一職，仍會留任首相至選出新領袖為
止。他同日展開內閣大洗牌，開始更換閣員。
芬瑞加盟北約 俄警告受威脅必反擊
北約30個成員國周二簽署芬蘭和瑞典加盟的議定
書，俄羅斯外交部周三警告，兩國加入北約後，美
國的地區影響力擴大，北約將得以軍事部署，使波
羅的海和北極地區的安全局勢複雜化，俄方因此將
對芬蘭和瑞典的所有威脅性舉動，作出回擊。
馬克龍普京對話公開 俄斥法無禮
法國國營電視台近日播出紀錄片，顯示俄烏戰爭前
4天，法國總統馬克龍曾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9分鐘，期間激烈對話。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周三
指摘，法國單方面洩露錄音不符外交禮儀。
韓設司令部 指揮三軸作戰制朝
南韓總統尹錫悅周三強調一旦北韓發起核導挑
釁，軍方應該迅速及堅決地應對。國防部同時宣
布，2024年成立戰略司令部指揮控制韓國型三
軸作戰體系，建立人工智能、科學技術的強軍，
把高新科技應用在國防建設的各個領域。
王毅晤菲律賓總統 稱合作遠超分歧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到訪菲律賓，周三在馬
尼拉與總統小馬可斯會面。王毅在會面中強調，
中菲合作遠遠超越海上分歧，不能讓具體分歧定
義兩國關係，不能讓個別爭議干擾兩國合作。雙
方應加強對話溝通，妥善處理敏感問題，使海洋
合作成為雙方討論處理海上事務的主基調。
美FBI英MI5同場指華威脅 京斥冷戰思維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及英國軍情五處
（MI5）的領導人，周三首次同場發表演說，一
致將矛頭直指中國，視之為西方經濟及國家安全
的長遠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回應
指，英美情報部門官員的言論，暴露了根深柢固
的冷戰零和思維。
美逾10萬新症 新亞型最多
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單日新增確診保持在10萬宗以
上，加州洛杉磯新症創5個月來新高。美國疾病控
制和預防中心周二表示，截至上周六的一周內，新
症中有70.1%涉及變種毒株Omicron亞型BA.4和
BA.5所致，其中BA.5已成為主流病毒株。

不滿夥美攪局 解放軍台灣周邊海空演習 向獨派施壓
美國政客接連訪問台灣、兩地政府加強雙邊合作之
際，中國大陸解放軍東部戰區昨表示，近日在台灣
周邊海空域展開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
練，批評美方動作不斷、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
打氣。台灣的國防部其後證實，解放軍戰機當天上
午越過台灣海峽中線，進入台方空域。
大陸參謀長 促美遵一中原則
中國國防部昨公布，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
部參謀長李作成前一天應約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米利視像對話，他提出中美軍方要加強對話及
管控風險，不要蓄意對抗及排斥；又強調中方在國
家核心利益問題不會讓步，敦促美方遵守「一個中
國」原則，並停止與台灣的軍事勾連。
華兩海警船先後駛釣島附近
中國海警一連多天駛入與日本有主權爭議的釣魚
島附近海域。日本傳媒引述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
安本部指，兩艘中國海警船昨凌晨相繼駛入釣魚
島周邊海域；這是中方海警船連續第4天駛入該
海域及今年第18天。
約翰遜辭任歐盟盼與英修好
英國首相約翰遜周四宣布辭任首相轟動歐洲政壇，
他任內多次就脫歐問題與歐盟針鋒相對，雙方關係
持續緊張。歐盟前英國脫歐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表
示，約翰遜的離開開啟了與英國關係的新一頁；愛
爾蘭總理馬丁呼籲英方尊重國際法及《北愛爾蘭議
定書》，英揆換人提供關係重置的機會。
英下議院要員參選黨魁 防長呼聲高
英國首相約翰遜周四宣布辭職後，執政保守黨黨
魁繼任人誰屬成為焦點。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主席董勤達率先表明參選競逐，檢察總長柏
斐文稱若約翰遜下台就參選；民調顯示呼聲最高
的是國防大臣華禮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日本參議院選舉前兩天，發生戰後最大政治事
件。前首相安倍晉三昨早在奈良縣奈良市出席競
選活動期間，遭一名退伍自衞隊隊員於眾目睽睽
下近距離開槍行刺，他應聲流血倒地及失去知
覺，送院時已失去生命迹象。搶救近6小時後，
安倍於同日下午因心臟受傷及失血過多不治，終
年67歲。他是日本戰後首位死於刺殺的前首
相，事件震驚世界，多國領袖紛紛致哀。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六

星期日

王毅晤布林肯5句鐘 向美交4份清單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
周六在印尼峇里島的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
後會談5小時，是二人去年10月後首次面對面對
話，中方提出兩國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的設想，
以及4份希望美方切實認真對待的清單。雙方也
就對等互惠推動中美聯合工作組磋商取得更多成
果達成共識，同意為兩國外交領事人員履職創造
更好條件，重啟人文議題交流磋商。
英前財相辛偉誠 競逐保守黨黨魁
英國前財相辛偉誠上周五正式宣布，競逐執政保
守黨黨魁。當地民意調查顯示，外界視他為接替
約翰遜成為新任首相的大熱人選。辛偉誠在網上
錄影講話表示，必須有人把握這個時刻，作出正
確決定，這是他站出來的原因，爭取成為保守黨
下一任領袖及英國首相；又希望恢復信任、重建
經濟及重新團結國家。
G20外長會議落幕 籲復糧食供應鏈
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上周五
在印尼峇里島落幕，會上呼籲國際社會一致行
動，強化多邊主義，確保恢復糧食供應鏈。
安倍遺體返家 周二出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前日在奈良市中槍身亡，載
有靈柩的車隊昨早從奈良縣出發，由遺孀安倍昭
惠陪同，逾7小時長途跋涉後終於抵達東京的寓
所。多名自民黨人士在屋外守候，向靈車鞠躬致
哀。刺殺案疑犯山上徹也被捕後供稱，因母親迷
信某個宗教團體捐獻大量金錢而心生恨意，襲擊
團體高層不果後決定襲擊安倍。
美下半旗 拜登赴使館弔唁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表示，安倍晉三是美國的忠實
朋友，與兩黨總統合作，深化兩國聯盟，推進自
由印太區域願景。為表哀悼，拜登下令全美下半
旗至今日。他同日前往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在弔
唁冊簽名留言。
日參院今選舉 獲民眾同情 自民黨料大勝
在前首相安倍晉三中槍身亡的陰影下，日本參議院
選舉今天迎來投票日。各黨前日因安倍遇刺而暫停
拉票一天，在昨日恢復競選活動，作最後衝刺。外
界預料，安倍遇害一事能為執政自民黨帶來同情
票。若執政聯盟在今次選舉取得大勝，將有助鞏固
首相兼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的領導地位，亦有助他
團結派系林立及充滿分歧的自民黨。

INTERNATIONAL NEWS
2022年7月7日 ~ 7月13日

每個家庭
限購24罐

吳哥牌特級香米 (15kg)

海燕牌越南沙河粉

好比牌特選米粉

秋菊牌筍片

亞萊地牌椰奶

Aroy-D Coconut Milk 400mL
(Limit 24 per Family)

紅毛丹
(3.75lb 袋裝) [墨西哥產]

紅黑櫻桃 [BC產]

珍寶呂宋芒
(10個盒裝) [墨西哥產]

金黃菠蘿 (大) [夏威夷產]

水晶梨 [中國產]

藍莓 [加州產]

大番茄 [加州產]

白通菜 (每扎) [BC產]

椰菜 (中) [BC產]

青豆仔 [加州產]

空運泰國羅勒
(10磅盒裝) [夏威夷產]

芥菜仔 [BC產]

Betel Tree 高級菠蘿素魚露

亞萊地牌甜辣醬

大廚牌調味料

Great Taste 高級咖啡

San Miguel 朱古力飲品

Lemon Square 雜錦杯子蛋糕

Halal
清真

新鮮牛眼肉扒

02

新鮮特級牛腱

新鮮特級雞全翼

特級雞腳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Halal
清真

特級牛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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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星期一

斯里蘭卡破產 總統允辭職
斯里蘭卡政府宣布國家破產後動盪不安，數萬名示威者上周六在
首都科倫坡包圍總統官邸，其後衝入並佔據；總統戈塔巴雅‧拉
賈帕克薩隨後通知議長阿貝瓦德納，表示周三辭去總統職務，他
目前下落不明。當天警民衝突至少34人受傷，其中兩人危殆，
傷者包括兩名警員。
日本參院改選 執政聯盟料獲過半數議席
日本參議院選舉昨日在前首相安倍晉三拉票時中槍身亡的陰霾下
舉行，當晚的民調顯示，執政自民黨與公明黨將獲得比過半數改
選議席（63席）更多的席位，而參議院修憲勢力很可能維持三
分之二以上的議席。
布林肯更改行程 赴日向安倍致哀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遇刺身亡，美國財政部官員上周六表
示，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尊重，財長耶倫將取消訪日期間原定前往
橫濱港的行程。美國國務院昨宣布，國務卿布林肯也將前往日
本，向安倍晉三致哀。
華府千人遊行 抗議墮胎權裁決
美國首都華盛頓上周六有大批民眾遊行示威，他們前往白宮，抗
議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確立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裁決，超過1,000
人參加。示威者高叫口號「不聽命」、「我的身體，我有權選
擇」等，有人將自己綁在圍欄長達一小時，表明即使因佔用空間
而被捕都是值得。
英保守黨黨魁 增至8人競逐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戰一觸即發，上周六再多兩名內閣部長表態競
逐，分別是財政大臣查學禮和運輸大臣夏博思；同日，前外交大
臣侯俊偉及日前辭任衞生大臣的賈偉德亦宣布加入戰團，令總數
增至8人。
南非槍手掃射酒吧 釀14死4傷
南非豪登省約翰內斯堡索韋托一間酒吧上周六晚上發生嚴重槍擊
案，一批槍手乘車抵達後開火掃射，造成14人死亡，另有4人受
傷，當中3人危殆。暫時未能確定槍手行兇動機，警方推測槍手
是隨機掃射。
德執政黨赴派對 9女性遭落藥
德國執政社會民主黨（SPD）上周六公布，9名女性上周三獲邀
出席該黨傳統夏日派對時被人落藥，有受害人吃下一些食物及喝
下不含酒精飲料後感到惡心及頭暈。柏林警方收到5宗投訴，已
展開刑事調查。派對獲邀者包括總理紹爾茨及多名國會議員。
金正恩執政後 國際援朝大減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昨日公布數據，指北韓領袖金正恩執
政後，國際社會減少對朝人道援助，今年規模為10年前他上台時
的1.3%。分析指對朝援助去年開始大減，因為該國封鎖邊境防
疫，加上多國政府因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面臨財困，預料相關援助
在年內不會增加。

烏集結百萬大軍謀收復南部 普京簽令簡化烏居民入籍俄
俄羅斯現時控制烏克蘭逾兩成國土，面積等同美國密西西比州。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近日接受英國傳媒訪問時揚言，軍方
正在集結配備西方武器的百萬大軍，準備從俄方手上收復被佔據
的南部領土。與此同時，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簡化烏克蘭
永久居民取得俄國公民身份的程序。
自民黨大勝奪參院 勢解禁集體自衞權
日本參議院選舉周日在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的陰霾下順利舉
行，執政自民黨大勝取得超過改選議席一半的63席，連同其他
政黨、無黨派議員及非改選議席，修憲勢力有179席，超過提案
修憲門檻的166席。首相岸田文雄迎來執政「黃金3年」，若修
憲成事將成為安倍晉三最後的政治遺產。
去世待遇如現職首相 安倍增上寺舉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喪禮今日在東京一間寺院以私人形式舉
行，遺體昨日由東京住所移往增上寺。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說，鑑於國民悲傷的感情，給予安倍晉三現職首相去世時的待
遇，首相官邸下半旗至今日。
莫佩琳 卓慧思 競逐保守黨黨魁
再有英國保守黨要員宣布加入黨魁選戰，49歲前國防大臣莫佩琳
及46歲現任外交大臣卓慧思，周日先後表態競逐，令參選人數增
至10人。據報目前沒有參選人有明顯優勢，但前財政大臣辛偉誠
暫時在民調的支持率領先，有指他獲得一些保守黨要員支持。
斯里蘭卡破產 總統正式通知辭職
斯里蘭卡深陷經濟危機破產，示威者上周六佔領首都科倫坡的總
統官邸，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出逃，匿藏位處國內水域的
軍艦。昨日最初有指他不敵壓力正式宣布辭職，總理辦公室後來
稱接獲通知他將辭職。
美航母遇強風 戰機罕見吹落海
美國海軍發生罕見事故，一架戰機上周五因遇上強風，從在地中
海部署的航空母艦吹落海，另有一人因在惡劣天氣期間作業而受
傷，軍方強調事故不影響部署。根據生產商美國波音公司，涉事
戰機型號空重14,552公斤。
美B2A隱形轟炸機赴澳洲施壓華
美國繼續在印太地區前沿部署轟炸機，維持對中國的軍事施壓，
至少兩架隱形戰略轟炸機周日從本土基地飛越太平洋，前往澳洲
執行轟炸機特遣隊部署任務。這是美國空軍繼今年3月後再度向
澳洲派遣同款轟炸機。
基里巴斯退太平洋論壇
一連4天的太平洋島國論壇周一在斐濟揭幕，被指親中的基里巴
斯宣布退出論壇，即時生效，令3年來首次舉行的面對面峰會更
添陰霾。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表示會修補與太平洋島國的關係，
並稱盡可能與北京合作。中國外交部昨強調，外界指控基里巴斯
退出論壇與中國有關是毫無事實依據。

一周國際新聞

五花腩連骨

THURSDAY

星期二

豬腿肉

星期三

晤印尼總統 王毅：中美應在亞太良性互動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周一與印尼總統維多多及外長勒特諾會
晤，他在東盟秘書處發表政策演講並回應問題時表示，中美應實
現在亞太地區良性互動，中方拭目以待美方的反應。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在昨日南海仲裁案6周年發聲明，重申拒絕中國對南海的
主權聲索，強調一旦菲律賓遇攻擊，將觸發《美菲協防條約》。
大陸護衞艦兩度穿梭台灣沖繩之間
日本防衞省周一表示，一艘一周前駛入中日主權爭議釣魚島毗連
區海域的中國海軍艦隻，近日南北穿梭日本沖繩縣與那國島和台
灣之間的海域。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強調，台海穩定的定海
神針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普京簽令放寬烏居民入籍 烏外長：俄侵略欲望的證明
俄羅斯總統普京周一簽署法令，允許烏克蘭所有公民以簡易快速
程序入籍俄羅斯。烏克蘭外交部長庫萊巴形容法令是普京「侵略
欲望」的證明，斥俄方再一次侵犯烏方主權及領土完整，不符合
國際法準則和原則，俄方以武力實施的企圖注定失敗。
美稱伊朗擬武裝無人機供俄
美國近日傳出有意拉攏中東國家簽署防禦協議抗衡伊朗之際，白
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周一宣稱伊朗正計劃向俄羅斯提供數百架
可武裝的無人機，用於烏克蘭戰場。美方不知伊朗是否已向俄軍
交付無人機，強調會持續支持烏克蘭國防。
英特種兵阿富汗亂殺人 指揮官捱轟
英國廣播公司昨日報道，英軍特種空勤團轄下單位涉嫌在阿富汗
執行任務半年期間，不合法殺害54人。報道指，英軍特種部隊
指揮官卡爾頓-史密斯知悉事件，但在皇家憲兵展開調查後沒有
提供證據，影響調查工作。英國國防部指，在阿富汗執行任務的
軍人，都表現出勇氣及專業。
斯里蘭卡破產 前財長離境受阻
斯里蘭卡破產後政局混亂，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周二已簽
署辭職信，昨日生效。他的弟弟、前財長巴茲爾（Basil
Rajapaksa）在機場試圖離境時，遭在場民眾抗議阻止。
法國左派倒閣動議 遭國民議會否決
法國國民議會周一表決左派聯盟對新內閣提出的不信任動議，結果
提案僅獲146張贊成票而遭否決，遠低於通過所需的過半數289票。
歐洲熱浪持續 西葡升至44℃
歐洲多國受熱浪影響出現高溫天氣，英國威爾斯周一錄得本年最
高氣溫28.7℃，至於西班牙和葡萄牙更攀升至44℃以上。英國氣
象局日前已發出炎熱天氣警告，其中英格蘭和威爾斯大部分地區
更罕有發出黃色警報。法國普遍地區溫度昨日維持在接近40℃。
安倍靈車駛離增上寺 萬人夾道送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五在奈良遇槍擊身亡，終年67歲。喪禮昨
日在東京增上寺舉行，由遺孀安倍昭惠主持。由於喪禮不對外開
放，民眾在會場外向安倍遺像獻花悼念，期間多人悲傷落淚。儀式
結束後，載有安倍靈柩的靈車駛離增上寺，萬計民眾夾道送別。

INTERNATIONAL NEWS
2022年7月7日 ~ 7月13日

海洋媽媽牌金鯧魚

越金牌去頭有殼白蝦

新東食品新鮮潮州粿條

799
each

多款口味

惠娜牌即食粉絲

多款口味

Spagnia 初榨橄欖油 (1L)

皇家牌高級三層廁紙 (12卷)

雞嘜冬蔭功醬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小肥羊火煱湯底

假日牌午餐肉

袛限
Sunridge 店
Sunridge
Store Only!

W.L. Foods 粟米片小食

Cap Stone 手提石油氣爐

好運雜錦肉類潛艇三文治

好運蔥油餅 (2個)

好運香脆豬仔包 (6個)

好運菠蘿包

幸福比內牌吞拿魚

海燕牌去腸肚弓鰭魚

飛瑪牌小沙甸魚

幸福比內牌竹莢魚

海燕牌珍鰺魚

薩蘭加尼已調味虱目魚

山水農場龍崗雞

海燕牌原隻墨魚仔

韓國雜錦炸魚丸

爽口牌肉丸 (蝦/魚/墨魚)

幸福比內牌櫛瓜花

幸福比內牌切件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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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慕慈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
JAMES YEE PROFESSIONAL CORP.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tant

通告

三十多年會計經驗

Public Notice

提供英、國、粵、台山
多種語言服務

沃特頓湖國家公園 耆英夏令免費一日遊
Waterton Lake National Park One-Day Seniors’ Fre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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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星期六）
．Travel Date : July 30, 2022 (Saturday)
．目的地︰卡城 – 沃特頓湖國家公園
．Destination : Calgary – Waterton Lake National Park
．集合時間及地點︰早上七時十五分於本會大門前
．Meeting Place : 114 - 3 Ave SW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7:15AM

歡迎
電話查詢

．啟程 (Departure)︰@ 8:00AM
．回程卡城 (Return to YYC)︰@ 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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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晚上六時半於卡城華埠富麗宮大酒樓
．Dinner : Regency Palace Restaurant @ 6:30PM

班 芙國家 公園 耆 英 夏 令 免 費 一 日 遊

Banff National Park One-Day Seniors’ Free Trip

Joyce Chan

陳 桂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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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旅遊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Travel Date : July 31, 2022 (Sunday)

翻譯及公證：

．目的地︰卡城 – 班芙國家公園
．Destination : Calgary – Banff National Park
．集合時間及地點︰早上七時十五分於本會大門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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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Place : 114 - 3 Ave SW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7:15AM
．啟程 (Departure)︰@ 8:00AM
．回程卡城 (Return to YYC)︰@ 6:00PM

美加餐具設備公司

B&J

．Dinner : Regency Palace Restaurant @ 6:30PM
Welcome any seniors of 60 years old and over in the Calgary
Community at large to participate, please contact us to register.
Limited seats, availability based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B&J RESTAURANT SUPPLY LTD.

專營

．晚餐︰晚上六時半於卡城華埠富麗宮大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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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耆英60歲或以上健康人士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卡 城 客屬崇正會

謹啟

二零二 二年 七月 十四 日

卡城順德聯誼會
舉行平安書講座

榮基護理中心

榮基翠景中心

Wing Kei Crescent Heights

Wing Kei Greenview

1212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Alberta T2E 2R4

Since 2013

307 35 Avenue NE
Calgary, Alberta T2E 7Y6

就業機會

卡城順德聯誼會於七月十日
（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

．康復助理 Rehab Assistant

在龍成商場會所舉辦了一向

．護理人員 Health Care Aide ．庶務及洗衣房助理 Housekeeping / Laundry Aide

極受歡迎的免費平安書講座。該活動專為六十

．康樂助理 Recreational Assistant

．行政助理（人力資源）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Human Resources)
．膳食部主管 Food Services Supervisor

．膳食部助理 Food Services Aide

．膳食部組長 Food Services Team Lead

．Resident Coordinator (RN)

．Registered Dietitian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意義和執行要點，並設有公開答問時間。當日

．Finance Coordinator

．Recreation Therapist

近四十名人士參加，中場更有設茶點招待。

．短期清潔及設施助理 General Helper

．維修人員 Maintenance Worker

歲或以上之耆英而設，由該會法律顧問鄺說道
御用大律師，親臨講解平安書及授權書的法律

榮基的院舍自2005年開幕啟用，有幸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䇄今
服務逾十七載，為長者提供長期護理、日間護理及輔助護理服務。我
們獲得了加拿大衞生服務鑑定委員會認證的典範評級(最高評級)。
兩間院舍總共提供護理服務給320位長者，我們的團隊現招聘以上職
位為更多長者提供以院友為中心的優質服務。
履歷可電郵至 careers@wingkei.org
詳情請瀏覽 https://www.wingkeicarecentre.org/get-involved/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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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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佛學居士林

INDO-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2405 - Centre St. N.W. CALGARY Tel : (403) 276-3962

通告
（補選第十六屆理事會事由）
本林第十五屆理事會任期，本應於前年末季屆滿，然礙於疫情關係，故惟因事制宜，溢屆延任，此實為
迫於形勢，致卻於情理之外而勉為延任，實為事非得已。
今伺疫情稍見舒緩之際，特作亡羊補牢而發起組織「第十六屆理事會」之選舉工作。
現謹將選舉工作之各項細則程序，詳列如次︰
①

選舉投票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二年八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投票時需出示
二零二二年林員證。隨後於投票截止時間後，即進行開票工作。

②

派發「提名參選表格」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七日。

③

於派發「提名參選表格」之同日，同時設置一個集收前述表格之票箱於本林大堂之上。

④

投寄「提名參選表格」於票箱之截止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七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正。

⑤

參選資格︰ ▲ 入會滿半年者，僅具投票資格。
▲ 入會滿一年者，均具投票及參選資格。
▲ 拖欠會費三期者，俱缺前兩者資格。

⑥

擬訂選出理事名額︰為數十七名參選人，少於此數額者以自動當選論敍，
超出此數者（即參選人超過十七名），即須進行投票。

⑦

由八人組成之選舉委員會，負責組織有關選舉之各項工作。

⑧

敦聘會外知名人士（約三至四位）組成「監選委員會」，俾於選舉日負責全面之監選工作。

⑨

新當選各理事須繼於遴選職守之會議中，選出由林長至以下各個實名職位。
遴選會議舉行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一時。

⑩

新舊屆理事會將於選舉結束之後兩個星期內（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四日至八月廿八日），
進行新舊屆理事會事務移交工作。
專此
通佈
卡城佛學居士林 謹告
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

西 北 Hamptons

$439,000

2000年建 La Vita Pointe walk out 兩層
城市屋，1,410呎，另加457呎專業完成
土庫，主層洗衣房，保溫前進車房可直達
主層，特大Island廚房，Corner火爐，

James Tull
杜振邦

家庭廳直出大露台。二樓兩睡房，兩全廁，
主人房套廁，土庫 walk out 出入，娛樂
廳，全廁，儲物室，特大衣櫃，可以改為
客房或另一套房，位於幽靜內街，近綠茵
步行徑、學校、超市、名校網區。已吉，
即可入住，Condo Fee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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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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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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好小廚
費泊

車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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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貴客晚間泊車，每晚六時後可停泊在本店以西

獨門秘方 巧手烹製

明爐燒鵝

Lot#265(124-3ave SW) 停車場

在結賬時
憑泊車場
收條可獲
退回泊車費

百好龍躉宴

合 時 超 值皇帝 蟹 餐

$298

$350

游水龍躉五食
紹菜肉片豆腐魚骨湯
豉汁蒸頭腩
油泡龍躉球
花彫龍躉腩
枝竹豆腐炆龍躉
鮮菠蘿咕嚕肉
上湯響鈴浸豆苗
有米佬炒飯

皇帝蟹四食
蒜蓉蒸/椒鹽
花雕蛋白蒸/焗飯

當紅炸子雞
蟹肉魚肚羹
鮮菠蘿咕嚕肉
上湯響鈴浸豆苗
乾燒伊麵/肉絲炒麵

平靚正午餐
狀元及弟粥
生菜蝦丸粥
生菜肉丸粥
艇仔粥
腰潤粥
皮蛋瘦肉粥
海皇粥

$795
$950
$795

另加
$

3

00

家 鄉 炒米
◆
炸 兩
◆
泰 式 炒河
◆
豉 油 王炒麵
◆
油 條
◆
X .O醬炒腸粉

另加

港式湯粉麵

即可獲以下
其中1款

$

魚蛋粉 $825 牛腩粉 $995

白灼豬潤
白灼菜心
◆
白灼豬雜
◆
白灼生菜
◆

◆

$795
$795
$795
$950

◆

雙丸粉 $895 炸醬麵 $825
新

招牌牛雜/ 豬雜麵

$1025

招牌焗豬扒/雞扒飯

即可獲以下
其中1款

3 00

白汁焗海鮮飯

卡城五十多社團聯合主辦 [牛仔節中華 情 】 反 應 熱 烈
7月流火，卡城又迎來了一年一度的牛仔節

般純淨的童聲，悠揚的中國民樂和傳統的戲

望以此次活動為契機，讓所有的華人更好地團結起

盛會。借此之際，卡城華社54個社團聯合舉

曲，精彩紛呈的表演掀起觀眾一陣又一陣的

來，辦好華人的事，辦好對整個加拿大社會有利的

辦的“牛仔節中華情”大型文藝演出活動於

掌聲。

事，這才是我們舉辦這次活動的真正意義，也是‘中

7月10號下午成功在卡城中華文化中心舉

本次活動把中華優秀文化以最喜聞樂見的方

華情’的情之所在！”

行，為卡城牛仔節活動增添了一抹亮麗的中

式傳向世界，是豐富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次

是的，擁有112年歷史的牛仔節是美洲牛仔的盛會，

華色彩。

貢獻，同時也充分體現了華人社團團結一致

是西部拓荒精神和牛仔文化的像征。而華人同樣富有

活動伊始，全體觀眾起立演唱加拿大國歌，

無私奉獻的精神。

拓荒精神，中華兒女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用勤勞的

然後由善樂社理事Grace馬女士宣讀紀念原

正如卡城至孝篤親公所的陳志強主席所說：

雙手，為自己營造美好生活，也為當地的建設發展添

住民宣言，西北同鄉會會長吳玉龍先生致開

“無論講粵語還是講國語，寫繁體字還是簡

磚加瓦。今天的卡城，華人人口比例約佔10%，華社

幕詞。隨後，多姿多彩的節目一個個展現在

體字，我們來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中國人，大

團結起來一定可以為社區，為亞省做出更多的貢獻，

觀眾面前，其中包括剛勁有力的武術，婀娜

家都是炎黃子孫，期待下次合作會更成

相信明天會更好。

多姿的旗袍秀和舞蹈，抒情的男高音，天使

功。” 西北同鄉會吳玉龍會長也表示：“希

圖/文 ：主辦單位提供

James Tull
杜振邦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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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中華協會華人社區牛仔節花車
沿途吸引熱烈掌聲 喝彩吶喊

行畢全程拍照合影留念

趙莉舞蹈學校全程參與

青春牛女在花車上向觀眾揮手

出發前作最後準備

2022年卡城牛仔節經過近三年的疫情影響，今年終於可全線開放。今
年的牛仔節花車巡遊，於7月8日（星期五）早上，揭開了重要節日的
序幕。今年牛仔節花車巡遊共有90多組巡遊隊伍參加，卡城中華協會
華人社區花車，在一眾華人社團代表帶領下起步。本年度華人社區花
車主題是「亞省經濟復甦 明天會更好」。花車上有富中國文化的龍
鳳塑像，栩栩如生。巡遊隊伍更融入其它中國傳統文化，如精武體育
會醒獅隊，河南少林金龍隊及趙莉舞蹈學校等。華人社區花車巡遊隊
途徑之處，吸引到觀眾熱烈掌聲及讚賞。所有參與團體各施所長，群
策群力，為卡城華社增光不少。

行畢全程拍照合影留念

河南少林金龍隊令觀眾目不暇接

精武體育會沿途醒獅表演以助聲威
圖: Raymond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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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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