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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購車顧客可獲取高達

1,000* 免費氣油
$
10,000* 現金回贈

$

所有2016年型號 0% 利率優惠*

高達

0首期 及 免供款 至 2017年1月*

免 費 六 人 遊拉斯維加斯 *

$

幸運輪抽獎有機會獲得高達 現金 $2,000*

免費雪胎壹套*

每位成功購車顧客可參加
2016 TOYOTA COROLLA
LOADED, LE

1888

$

Down

Price $21,001*

Only

89

$

Bi-weekly**

2016 TOYOTA CAMRY
LOADED, LE

2888

$

Down

Price $25,670*

Only

105

$

Bi-weekly**

2016 TOYOTA VENZA
AWD, V6, XLE

3888

$

Down

Price $40,090*

$

Only

180

Bi-weekly**

2016 TOYOTA RAV4
AWD, LOADED

$

3888

Down

Price $29,590*

$

Only

125

Bi-weekly**

2016 TOYOTA TOCOMA
V6, 4WD, D-CAB, LOADED

$

4888

Down

Price $39,261*

Only

$

175

Bi-Weekly**

2016 TOYOTA TUNDRA
V8, 4WD, D-CAB, LOADED

$

4888

Down

Price $41,859*

Only

186

$

Bi-weekly**

袛限本周五朝９晚８，周六朝９晚 7，萬勿錯過省錢良機！
*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SPIN TO WIN ONLY ONE SPIN PER
CUSTOMER AND CONDITIONS APPLY AFTER PURCHASE ONLY. 0% OFFER HAS CONDITONS AND VARIES BY MODEL.
** 60 MONTH LASE TERMS. 20,000 KM/YR ALLOWANCE. FIRST PAYMENT,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PAYMENTS ARE BI-WEEKLY. COST OF CREDIT DISCLOSURE ON COROLLA IS $22,680.40 INCL. ALL
BORROWING COSTS. COROLLA MODEL BURLEC-AA, APR 0.99%, LEV $8,142.40. CAMRY MODEL BFIFLT-AA, APR 0.99%, LEV $10,231.55. VENZA MODEL BK3BBT-BM, APR 0.99%, LEV $14,357.85. RAV4
MODEL BFREVT-AM, APR 1.99%, LEV $12,707.20. TACOMA MODEL DZ5BNT-AA, APR 4.84%, LEV $18,381.86. TUNDRA MODEL UY5FIT-AA, APR 1.99%, LEV $15,643.88.

Lunch Time ONLY 祗限午市

全 埠
首創百搭
海南乾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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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蝦球、牛肉絲
雞肉絲、豬肉絲
海南牛腩、咖喱牛腩
南乳豬手、豉汁排骨
北菇滑雞

飯
海南雞
飯
咖喱雞
手飯
豬
乳
南

經濟飯盒

原價$11元，現半 價 優惠$5.5

北菇滑
雞飯
咖喱牛
腩飯
柱侯牛
腩飯
豉汁排
骨飯

以上粉、飯一律奉送例湯，加油菜另收$1.50

[ 多款小食，原價：$4，現 半價： $2 ]

(必須連同一款午市特價飯、麵同時享用)

6

$ 00
4 Juniors
with Cheddar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Plus Tax

3

$ 29

Loaded
Curly Fries
medium size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Plus Tax

STORE LOCATION:
1. CROSS IRON MILL

4. MARKET MALL NW
7. 380 CANYON MEADOW DR. SE

| 403-274-7132
| 403-288-5767
| 403-271-1808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Plus Tax

9

$ 99

2 Can
Dine For

2 Regular Roast Beef Meals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Plus Tax

2. SUNRIDGE MALL NE
5. DOWNTOWN EATON CENTRE

| 403-293-8981
| 403-237-5317

2

$ 75

Classic
Roast Beef
Sandwich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Plus Tax

6

$ 00

Chicken

Bacon & Swiss
with medium soft drink

Buy up to 6 with this coupon

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Plus Tax

3. 5029 - 17 AVE SE
6. CHINOOK CENTRE SW

| 403-207-5073
| 403-25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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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emable at participating Arby’s Restaurant
locations in Canada. Not valid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ofeer. Please present coupon when
ordering. No cash value. Applicable taxes extra.
Expires August 31, 2016.

7

$ 50

2 Bacon
Cheddar
Deluxe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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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保留最終決定權

誠聘： 全/兼職經驗企檯，須懂流利國/粵/英語，有意請親臨面洽

逢星期二

騰龍閣酒樓 休息
http://dragonchinese.wordpress.com

地址︰2nd Floor, 118 - 5 Ave. SE

訂座電話︰403.718.0088

每周六天，朝九晚九；店後特備免費停車位供顧客停泊，全日通用。

《 筵 開 十 五 席 ‧ 歡 迎 預 訂 全 年只 供酒
席》
應午餐

晚市推出全新菜牌

推廣期間

八折優惠
（套餐及特價餐除外）

臘味煲仔飯
榨菜牛肉飯
北菇滑雞飯
鳳爪排骨飯
蝦醬腩肉飯

10

99

鮑魚炖雞

特價
每位

生 猛 大 蜆（每碟）$ 9 99
生 猛 大 石 蠔（每隻）$ 3 50
大 皇 帝 蟹 特價

薑蔥游水龍蝦
$ 99 薑 蔥 游 水 肉 蟹
6

2699
$
2399
$

（煎麵底 加 $ 3 00 ，其他食法或麵類 另加 $ 5 0 0 ）

早市、下午茶點心 20 % 午市八折優惠
$
每款

3

50

照常供應

OFF
惠顧午市入單時出示此優惠券
點心及炒粉/麵/飯可獲八折優惠

袛限堂食，上午11時至下午2時通用
有效日期︰2016年8月19日至8月25日（逢星期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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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款

$

原隻脆皮鹽焗雞 $1399
鮑片北菇小棠菜膽 $1199
黑 椒 豬 手 $1399
豉汁煎釀三寶 $1399
騰龍小炒皇 $1699
蝦醬鴛鴦魷 $1599

《本周晚市特價海鮮》

05

以下每款需連同一款正價小菜同時享用

晚飯超特惠
大酬賓

每款特價

$

8

88

九江鹽焗雞

50食品

$
滿

(稅前計)

送 白灼蝦壹碟

80或以上食品

$
滿

本期特價推薦

(稅前計)

送 煎封龍脷壹條

奶油龍蝦(麵底)

(特價餐及套餐除外)

$ 29.95
薑蔥爆豬頸肉

腰果蝦仁

堂

避風塘茄子

另備多款
精心配搭
和菜及套餐

豉汁/清蒸游水龍躉
炸菜頭
炒五花腩

煎封龍利

葡汁香芋雞

食惠顧

$ 18.95 /碟

所有特價祗限堂食

超值羊架 / 牛扒套餐
四道菜套餐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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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盤：法式龍蝦湯 or 廚師沙律 or 是日餐湯
前菜：嫩煎鴨胸 or 洛克弗勒焗蠔
主菜：碳燒紐約牛扒 or 法式紅酒焗羊架

CHESTERMERE 分店現已啓業

16 Ave NW

新鮮100

307 - 100 Marina Dr., Chestermere

Tel : 403-248-8311

２周年大酬賓

外賣特惠

or 焗三文魚

甜品：心太軟 or 小紅莓肉桂包

午市優惠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
每位堂食顧客可獲贈

凡惠顧滿
（稅前計）

30 送 豬肉春卷壹客

$

40 送 蝦 海 卷 壹 客

$

50 送 炸 雲 吞 壹 客

地址﹕#404, 1851 Sirocco Drive SW
電話﹕403-217-9699

06

N
Centre St NW

35

403 - 276 - 9990
403 - 452 - 6133

1 St NW

三道菜套餐 $

308 - 16Ave. NW Calgary, AB T2M 0H6
business hours
Sun-Thus 11am - 9 pm
Fri-Sat 11am - 10pm

2 St NW

至
逢星期日

VIETNAMESE CUISINE

應
四晚 間 供

大量免費停車位 / 特價餐祗限於電話訂座

$

（假期除外，優惠期有限。）

60 送 自選前菜壹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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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聘港加 名廚 彬哥 加盟 全力推介 精心烹調
禮聘港加名廚彬哥加盟

連

賽螃蟹

士多啤梨豬扒

蟹肉碗仔翅(足一兩)
蠔皇原隻鮑魚(八頭)連刺參一條

$

每位

38

99

韓式辛辣豬頸肉

鑊仔清湯牛腩

祗限堂食 備貨需時 每日售完即止

星期日至四 4:30pm - 1:30am
星期二休息
星期五／六 逢
4:30pm - 2:00am
B&J

美加餐具設備公司
B&J RESTAURANT SUPPL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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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營

酒 樓 用 具 家庭用品 瓷 器 缸 瓦
中 西 餐 具 塑膠器皿 鋼 鋁 製 品

3168 Sunridge Blvd NE, Calgary, AB T1Y 7G6
(Across from Rona and beside CIBC)
website: www.photai.ca

FREE SPRING ROLLS 免費春卷（詳情請查詢）

花麗雅

鮮花超級市場

#12 132 3rd Ave SE, Calgary T2G 0B6 (華埠東方商場內)
Tel:403-265-3388 / 889-1000 Fax:403-262-6522

¤
¤
¤
¤
¤

結 婚 花 球
開 張 花 籃
剪 綵 花 球
中國香花盆栽
禮物生果包裝

¤
¤
¤
¤
¤

靈 柩 花 被
長 壽 花 圈
花牌、花籃
祭帳、檯圍
壽衣、壽被

OPEN 7 DAYS A WEEK

Sun. - Thurs.
Fri. - Sat.

10am - 9pm
10am -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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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03) 769-9401

承接各類型派對及聚會飲食服務
Catering for Group, Private Parties; Party Trays and More are also Available at PHO TAI.

07

地 址︰115-2Ave. SE, 2nd Floor
電 話︰(403)266-2234 (403)263-8113
營業時間
午市︰每日早上十時至下午二時
晚市︰每日下午五時至晚上十一時
網 址︰ www.howon.ca

3

天天茶市 $
精美點心

晚市
推介

25
起

龍 躉 四 食 $5895
北京片皮鴨五食 $5995
哈 利 拔 魚 四 食 $5695

湯、支竹炆頭腩、陳皮豉汁蒸、芥蘭炒球

清蒸或豉汁蒸哈利拔 $1695 清蒸原條桂花鱸魚 $1695

(足12位用)

$238

超值好運宴

紅燒鵪鶉皇 ︵五隻︶
百花釀蟹鉗
發財蠔豉紅燒肉
鮑魚竹絲雞炖花菇
奶油雙龍蝦
靈芝菇扒苗皇
金蒜炸子雞
清蒸海上鮮
揚州炒飯
精美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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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白芷燉魚頭
椒鹽龍躉皮
油泡龍躉球
魚柳扒豆苗
清蒸魚尾
甜酸咕嚕魚
金華玉樹魚
枝竹炆魚腩
絲苗白飯
糖水/鮮果

龍躉全宴

(足10位用)

$298
敬請一日前預訂

好運點心

Lucky Dim Sum
153 - 1623 Centre St NW (新亞洲廣場地下) 電話： (403) 282-8405

十周年誌慶九折大酬賓
為酬謝各界貴賓過去十年之鼎力支持
現特別推出折扣大酬賓，凡於八月底前
購物滿 $50 即可獲九折優惠
歡迎各新知舊雨光臨惠顧（特價貨品除外）

正宗家鄉越南美食 Vietnamese
Restaurant
6219 -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Tel: 403-454-8919

營業時間．Mon-Thu︰11am-9pm．Fri-Sat︰11am-10pm．Sun/Holiday︰11am-8pm

各式
越南湯粉

越式豬扒飯

招牌濱海

午市特惠

每日不同精選檬粉

DAILY LUNCH CHEF SPECIAL VERMICELLI WITH FREE SALAD ROLL & A CAN OF POP

送
送

海卷壹條
汽水壹罐

特價

945

$

袛限星期一至五供應（假期除外） Available Monday to Friday except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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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式酸湯 連 香辣蝦煲

09

米蘭 ‧ 都靈
位於意大利北
部內陸的米蘭，於
早年一次由羅馬到
英國的遊輪行程中，在其近海的港口
上岸後，乘列車和地鐵專程到該處的
心臟地帶；教堂廣場參觀大半天。今
回三婆孫遊瑞士，和專訪聖鮑思高神
父所成立的慈幼會發源地意大利都靈
，便順道再到米蘭一行，除我倆更深
入了解該市外，亦帶給同行孫兒多一
個旅遊的行程。
8月12號星期五，早上11時半在
蘇黎世市中列車總站，乘歐陸列車南
行，穿過趴過繞過4千公米的阿爾卑
斯山，4小時後便到米蘭市。翌日13號
星期六早餐後，我們決定乘市中乘
Hop in/off任上任落旅遊巴，按圖索冀
自由行四處觀光。首站當然是世界知
名的Piazza del Duomo教堂廣場，先到
由1386年開始建築，歷6個世紀到1960
年按放最後一扇門才全部完工，成為
全球第四大天主堂的主教座堂，祈禱
感恩然後內外參觀。
之後我們便到廣場另
邊，建於1861到1877
年的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艾曼紐二世
迴廊。該迴廊是由兩
條玻璃拱頂長廊十字

心
人
女
◆

愛美麗

交叉點型成一個八角形的空間，時現
是遊客的戶內購物商場。下一站是曾
任米蘭總督斯福爾扎Castello Sforzesco
斯福爾扎堡，現時是用作歷史博物館
。然後我們到有米蘭巴黎凱旋門的
Arco Della Pace和平拱門，Cenacolo達
文西所繪的「最後晚餐」的名畫和La
Scala斯卡拉歌劇院參觀。
8月14日星期日，早上11時我們
在米蘭列車總站，乘意大利內陸列車
，大約1小時便到都靈市中列車總站
。入住附近酒店並在酒店餐廳享用午
膳後，便正式出發拜訪會祖鮑思高神
父創立慈的幼會總部華道角。我們乘
地鐵先到鮑聖建造的聖母進教之佑大
殿感恩祈禱，然後參觀會祖鮑聖的遺
體。之後轉到徬邊的華道角，出示鮑
思高同學會會員証及表明來意後，便
由一名慈幼會會士帶領四處參觀，重
溫會祖的史蹟。翌日8月15日星期一
，我們在列車總站登上Hop in/off任
上任落旅遊巴在市內到處觀光；王宮
和夫人宮殿，哈拉伊亞堡和卡里尼亞
诺宫统一博物馆，建造於1491到1498
年間的洗者聖若翰主教大堂，和隔壁
建於1668到1694年間神聖裹尸(耶穌)
布小堂等名勝古蹟。

奢侈

敗家子和燕子
從前，有一個繼承了大筆遺

果然沒過多久嚴寒又再次襲

產的年輕人，由於揮霍無度而把

來，大車又在積滿冰雪的地上軋

家產蕩盡。最後，他只剩下了一

軋 地 做 響 ， 煙 囱裡 冒 著 筆 直 的 煙

件皮襖，也因為正值嚴冬，加上

柱 ， 窗 玻 璃上 又 結 滿 了 冰 花 。 年

他也非常怕冷。

輕人唯一御寒的東西都沒了，他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看見一
只燕子，於是把皮襖也換了酒飲
。他認為燕歸意味著春天即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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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前十位的奢侈品，必定
是價值連城，昂貴非常的物質，
我錯了。

自由的心態與寬廣的胸襟，點燃
他人希望的精神特質。

年輕人哆哆嗦嗦地走到那只
燕子旁，好不容易才從牙縫裡擠

天氣即將轉暖，我還需要這件皮

出他的怨恨：“該死的家伙!你害

襖幹什麼呢？

了自己不說，由於相信你，我也

年輕人的推斷本來沒有問題

過早地把皮襖換了酒飲廠，害得

，只是他忘了那句民諺：一只燕

我冷得都受不了了，這麼冷的天

子不成春。

我怎麼熬得下去啊！”

小故事 大道

理
盲目輕易地相信別人，自己卻不加以思考，有時
候後果非常可怕。

炫耀的物品，就不是必需品啦。

一顆童真的心，生生不息的
信念，背包走天下的健康體魄，
愉悅和舒心的工作環境，平穩平
和的睡眠，享受屬於自己空間與
時間的生活，牽手一個教會你去
愛與被愛的人，品味美好心情，

也因為，它們不是每個人理
所當然會擁有，不是自然而然就出
現在生命和生活裡，所以是奢侈品
，因為很多人追名逐利，拼搏賺錢
，滿足其購買和佔有物質的慾念，
愈追愈高，愈買愈貴，於是他們認
為能夠擁有這些物質才是必需品。

力去追求它，是為了虛榮。別人的
羡慕讚美，瞬間過去。為求得到下
質。可是，周而復始的過程中，沒
有絲毫的快樂和持久的心靈滿足，
只是一個典型的物質奴隸吧。

的奢侈品，誰都知道它們的重要
性，甚至心底裡是超嚮往的，為
了自己可以活得更有意思。
可是，試問有多少人會天天
為這十樣好東西而努力奮鬥呢？
或者，有多少人懂得如何開始去
改善和改進，從而更接近它們，

甚麼童心，信念，空間，胸
襟，助人等，那有時閒去找尋實現
？太奢侈了吧！不能填肚、賺錢、

貴卻又遙遠的好東西，似乎太無形
，不能實實在在地去度、量、衡。

文中說：物質名利，是為了

文中列出了世界排名前十位
原來，真正的奢侈品，不是
甚麼豪車大宅，名包貴錶，罕有
的巨鑽珠寶，山珍海味，這十樣
奢侈品是：

上凍僵了。

遠的北方，整個大地已經回春，

一個羡慕，唯有再去購買下一個物
相信，它們是奢侈品，在於
有萬千兩黃金，億萬身家，都買
不到的健康、心態、心境和感覺
，無價的！

，給他報春的燕子則已經在雪地

臨。他想：既然嚴寒已被趕到遙

別人的目光。那就是，購買者努
友人傳來微信，是網上點擊
率很高的：「世界排名前十位的
奢侈品」。

穿著單薄的衣服，冷得直流眼淚

除了勞碌營役為求生存的基
本需要外，我們是否應該用追求
和實踐這些奢侈品作為人生的目
標呢？
每天為自己的健康、睡眠、
愛的人、心情、心態下點功夫，
不會太難吧。
享受並感恩，用寬廣的胸襟
去幫助人，也幫助自己，自然覺得
工作和生活比以前更愜意。
堅守正念，偶爾用童心去欣
賞周圍的色、香、味，從而增加
積極正能量。
花開一季，人活一世。

並有天真正擁有？
物質是有形的，這十樣極珍

願大家用心去尋找，抓緊並
活出這十樣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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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帆牌
東莞米粉

海燕牌米粉

三小姐牌
特級魚露

海燕牌椰漿

2

中原G7牌
即溶咖啡

潺菜

上海白菜

特級
基拿蘋果

哈密瓜

白油桃

黑布冧

大牛油果

長英青瓜

無莖百加利

青豆仔

台灣椰菜

羅馬番茄

假日牌午餐肉

陽光牌果汁

溫莎牌食用鹽

鱈魚柳

多款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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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牌
純淨水

百勝廚牌
新加坡拉麵

原箱
$2.39/磅

$9.00
兩包
燒烤首選

新鮮特級
雞全翼

新鮮牛肉眼扒
（原袋）

特級牛蹄

嫩炒牛肉

新鮮豬扒

美味精選
牛肩肉片

相等於
$1.00/磅

美娜牌
免治雞肉

急凍
火雞小腿

切段

幸福牌
印度馬駮魚

原條

越金牌
有頭白蝦

海燕牌秋葵

原味

龍光牌
特級香米

三象牌沙河粉

海燕牌米粉

三象牌粘米粉

珀寬牌
潮州沙茶醬

辣味

幸福比內牌
茄汁沙甸魚

多款口味

多款口味

幸福比內牌
醬油

高高牌
蘇打椰子水

楊協成
罐裝飲品

福口牌
崩大碗

伊高牌熊仔餅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海燕牌
鰻魚切段

薩蘭加尼
去骨虱目魚

漁人牌
馬駮魚柳

幸福牌
金牌雀鯛

AAA牌
有頭
黑老虎蝦

海燕牌
有頭白蝦

三魚牌
原條魷魚

海燕牌
蟹肉蝦春卷

海燕牌木薯葉

海燕牌
鹽煮花生

幸福牌熟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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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卡比娜牌
醬油和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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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每日10am - 8pm

招租：本超市店面即將擴
建，現有600呎空間，
可作BBQ(燒烤店)，
有意者請親臨面洽。

Aug 19- Aug 25

金鳳新香米

妮娜白蝦

Goldne Phoenix
Jasmine Rice

香港帝皇/瓊華
蓮香/團美月餅

Nila White Shrimp 31/40

HK King’s KW/LX/TM Mooncake

2016年
新造

八折

30.99/bag

24.49/box

$

0.89

$

/lb

美國富士蘋果
USA Fuji Apple

1.39

$

/lb

油菜

Yue Choy

2.59

$

20% oﬀ

$

/ea

1.79

$

/lb

0.89

$

美國芥蘭

豐水梨

Gal Lan

2.29

$

/lb

夏威夷木瓜
Hawaii Papaya

6.69
$
云吞麵 6.99
花旗麵 $

/ea

/lb

Brown Pear

2.39

$

/ea

白/青通菜

White/ Green Ong Choy

19.49

$

/ea

餐館特價批發
百加利

$20.00/box

青蔥 Onion King

$23.00/box

紅蘿蔔

$12.00/box

生薑

$21.00/box

六福烏冬麵

$12.00/box

0.89

$

/lb

上海白菜

Shanghai Bok Choy

1.09

$

/lb

Honey Kiss哈密瓜
Honey Kiss Hami Melon

0.79

$

/ea

0.69

$

/lb

加州大甜橙
California Oranges

0.99

$

/ea

韓國金針菇

Korean Needle Mushroom

0.89

$

/ea

/ea

李錦記熊貓蠔油

LKK Panda Oyster Flavored Sauce

1.29

$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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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萊蒂椰奶/甜椰奶

AD Coconut Milk/coconut milk for dessert

1.95

$

/ea

魷魚標魚露

Squid Brand Fish Sauce

1.89

$

/lb

金牌龍脷魚柳
16

Golden Label Basa Fellit

Farkay Noodle/Wuntun Noodle

0.85

$

/ea

第一江西米粉/瀨粉
DY JX Rice Vermicelli

0.69

$

/ea

親親蜂蜜仙草蜜

CC Honey Flav Grass Jelly Drink

5.39

$

/ea

香菊鮮腐皮

Xiangju Frz Spring Roll Wrapper

八角麻油

Kadoya Sesame Oil

1.79

$

/ea

宏源各種糖果

HongYuan Assorted Candy

2.19
1.99

大信迷你油泡 $
硬豆腐 $

/ea

Cock Sour Mustard

1.29

$

/ea

廣味源生抽

GWY Light Soy Sauce

6.49

$

/ea

家樂雞湯

Knorr Clear Chicken Broth

4.69

$

/ea

椰樹康西米粉

Coconut Tree Dried Noodles

2.59

$

/ea

/ea

DSI Small Bean Ball/Extra Firm Tofu

3.79

$

雞嘜鹹酸菜

/ea

Vivasea巴沙魚扒
Vivasea Basa Steak

海威生基圍蝦

Searay Raw Head on Shrimp 30/40

2.99

$

/ea

海威魷魚鬚

Searay Squid Tentacle

Vivasea多春魚
Vivasea Fz Capelin

2.79

$

/ea

安井壽桃包
Anjoy Birthday Bun

記
森

一點心

1601 A-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Sum Kee
One Dim Sum

(新亞洲廣場15大道停車場入口側)

403-475-2933

出

品絕不含
精

精

專營各類急凍點心
熟食、甜品
全新地點，出品依舊

所有

品絕不含

味

出

味

所有

現已啟業
鳴謝啟事
永達農場—文、聰
Lisa、朱麗萍
娜姐、B哥、沛
卡城鐵城崇義會
喜粵居酒家
Bert & Cindy Cheung
Stephen & Amelia Ho
新星清潔公司

永達食品有限公司
Topmade Enterprises Ltd
桃園茶餐廳(唐人街)
花麗雅花店
Candy & Henry
Kitty & Kevin
Jackie & HK
Selina & Ping

Connie
陳汝椿、黃麗冰
順德公菜館
萬豐超市
泰興燒腊—威哥
Top Quality Food Services Ltd
Pak & Christina Wong
Clifton & Emilia Li
Liza Ng

Kam & Susanna Ho
Tim & Sheila Lee
Henry & Barbara Tseung
Ben & Becky Foo
K.O. & Diane Chan
Eddie & Flora Suen
Arthur & Dorothy Lau
Benny & Jane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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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店經於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正式啟業，承蒙各
界友好，同業先進及教會弟兄姊妹光臨道賀與祝福，並
饋贈花籃多珍等，隆情厚意，銘感心中，特此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敬希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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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9 - 08/25

225 Panatella Hill NW Calgary / 403.384.9780
所有特價只限本分店 All Special Price For This Location ONLY
只限 save on foods 會員 The Special Price For save on food Members ONLY

2399

50磅
Yellow Onion
Whole Bag
洋蔥 (原袋)

ea
特價

299

ea
特價

Ong Choi

空心菜

Frozen Talapia Fish

急凍鯽魚

899

ea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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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Small Scallops
80/120 340g

WF急凍小帶子

.99lb

Ginger

特價

生薑

199

lb
特價

Shanghai bok choi

上海白菜

Frozen Frying Chicken

急凍炸雞

1099
ea
特價

489

kg
特價

Pluots

恐龙蛋

Green Grapes

青葡萄

Goat Meat Cubed

有皮黑草羊

WF Cooked White P/D
Tiger Prawns

WF急凍熟蝦

999

ea
特價

149

lb
特價

139

lb
特價

1210

kg
特價

Dragonfruit

199

Cantalope

.79 lb

lb
特價

火龍果

特價

網瓜

549

kg
急凍半肥瘦豬肉 特 價
Frozen Half Loins

Lobster Tail
Twin Pack 228G

大西洋龍蝦尾

1749
ea
特價

Advertised pric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may vary by store location. Oﬀer vaild while stock lasts.We reserve the right to limit quantities. Photos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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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廣告如有排版錯誤，以店內有關標示為準。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本店可限制購買數量。 圖片僅供參考。

一點 心海鮮

VH COURT SEAFOOD

109 - 2 Ave SE Calgary (金源菜館隔鄰) Tel：403-237-0233

本周特價推薦

急凍走地雞 (31/2 lb) $10/ea
哈利拔鱼、黑魚、三文魚頭
另有：游水龍蝦、游水蜆、游水大肉蟹
石蠔、桶蠔等 特價發售

專為餐館食肆服務，超值價優惠，歡迎來電查詢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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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

#132 -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營業時間： Wed-Thurs: 11am-9pm
●

96 A
ve N
E
dN
Blv
ills 大統 華超市
H
st
rve
Ha

Pho Van

403-453-0168（堂食/外賣）
●

Fri-Sat: 11am-930pm

●

www.phovancalgary.com
Sun-Mon: 11am-9pm
Tues: CLOSED

本店謹定於8月15日（星期一）
至9月1日 （星期四） 休假
9月2日 （星期五） 恢復營業
特此敬告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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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 假 啟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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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瘋
夏日瘋狂野餐

• 說不得大師 •

你最近野餐了嗎？

世 界 風 格

野 餐 差異

放慢腳步，讓自己跟家人、朋友的距離更近
近幾年大吹野餐風，讓原本不愛曬太陽
的女孩或辣媽們，紛紛捲起袖子、提起
籃子、拿著墊子往外走，短暫舒緩原本
庸擾的工作壓力與塵囂生活，讓身心更
健康，也更有時間與三五好友家人同聚
，不再只是工作奴、拒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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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備食

[5重點]
重點

PICNIC

野餐的
原意
野餐「Picnic」這個字，源自十七世紀的

X麵包X沙拉(醬)X甜點X飲料■

法國，採用法文的Pique-nique，當時的

主食準備重點：一般建議可以準備西式的法國麵包切塊，再搭配各
式乳酪起司、盒裝切片的火腿或肉品、易夾放於麵包內的冷沙
拉、最後可以再依個人喜好多準備塗抹於麵包上的醬料。
特別提醒，因為戶外悶熱，容易讓夾層食物變質或酸掉，
要注意保鮮問題，戶外一切都要以簡單、即食為考量。

外舉行，而是在自家門庭前日照充足的庭

■起 司

氣氛小點及飲料：喜歡吃甜食的人還可以準備各式小
甜點、切塊水果，避免需要用到刀叉的食物。飲料部
分因個人喜好，可以來點餐前酒、香檳、紅白酒、氣
泡水、礦泉水或果汁喔。

pique-nique 並非像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在戶
園中擺設桌椅，與家人朋友享用一頓悠閒
的正餐，而且每位到訪的客人們都要帶上
一道菜和大家一起分享，像似英系國家的
potluck派對，但到了十九世紀初，大家紛
紛將野餐的場地由庭院桌面轉移到自家附
近的公園綠地處或郊區，慢慢成為日常生
活中一件很輕鬆自在的一項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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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 學 校

年齡
優點︰
珠心算 學校
3至14

卡城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學校

集中

(提 供 亞省教育部認可普通話/廣東話高中學分班)
校址：唐人街河濱大廈（文化中心側對面）
電話：403-264-2233
126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0B9 傳真：403-282-9854
Email address: ccps@shaw.ca
網址: www.calgarychineseschool.com
Facebook website: www.facebook.com/calgarychineseprivateschool

招收2016 - 2017年度新生
級 別： 廣東話及普通話：幼稚園低班至中學六年級
課 程： 本校首創高中（中四至中六）學分課程，早於1989年在亞省教育
部註冊，學生選修廣東話15、25、35及普通話10、20、30，共可
獲十五學分，並設高中（中四至中六）函授課程。
開課日：
2016年9月17日（星期六）/ 9月18 日（星期日）
上午班 ─ 9:00am -12:00noon
下午班 ─ 1:00pm - 4:00pm
級 別： 廣東話及普通話：幼稚園低班至十二年級
學 費： ECS、幼低、幼高 全年$310
一年級至十二年級 全年$290 (六年級及十二年級另加$40畢業費)

G-Smart Kids 課程幫助3至14歲的孩童通過活潑有
趣的學習方式運用算盤增強腦力。珠算被認為是幼
小的孩童認識數學和提高運算技能最有效的方法。
G-Smart 訓練孩童同時運用左右腦的能力。我們精
心編纂的練習題可以幫助孩童在大腦未開發前提高
和促進他們大腦神經的發展。
事實上，在全球已經有數百萬的孩童在一些國家的
政府或私人學校裡學習珠算以增強腦力。

聘請各級廣東話及普通話老師，有意者請將簡歷傳真或郵寄至本校校務
處 ccps@shaw.ca。

優越
成績

心算
記憶

要了解更多有關你的孩子如何能掌握算
給我們一個電話

＊歡迎新生報名＊
辦公時間：八月份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日休息）

張珮珊院士
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官 B.A. (Hons.), F.T.C.L., L.R.S.M., R.M.T.
張珮珊導師在溫哥華擁有一個活躍的音樂教室，培育出很多音樂精
英。因為在華人音樂社區的貢獻而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在溫哥華多份主要
中文報章雜誌皆有專欄文章，廣為當地華人所熟悉。創立“JC簡易鋼琴法”
，為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學習鋼琴教學法，成就最完整的音樂訓練。

用“心”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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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台湾
歌手側田的專訪，在訪問的末段
，主持人讚揚他的歌唱技巧是很
多年青偶像歌手所不逮。他卻說
：“要把一首歌唱好是不關乎歌唱
技巧，最重要的是，歌手有沒有
用”心”去唱。”
他還即時列舉兩位已去世的
香港巨星–張國榮和梅艷芳。他們
用”心”去演繹，深愛的感覺便自然
流露，使聽者無不動心。
梅艷芳的觀衆緣，除了是她
的獨特深沉唱腔以外，她的舞臺風
釆，對每一首歌的盡心演繹，甚至
於每一句歌詞的認真咀嚼，感情絕
對是毫無保留的傾瀉而出。
在鋼琴演奏這門表演藝術，
最重要的不就是需要演奏者用”心”
去唱。學習鋼琴的訓練範疇，主要
是分為”技巧”和”音樂”兩大系。

在我來說，我是絕對贊成側
田的見解。一位歌手若要打入聽
者的內心世界，彼此建立一種深
層的接觸，歌者在演唱的時候，
必須將心交出。
我時常提醒學生，在彈奏鋼
琴的時候，必須跟著主旋律走動。
我所指的”走動”，不是說手指頭在
琴鍵上的活動，也不僅是腦袋的理
性跟隨，而是在心裏唱出主旋律。
學生在彈奏的同時，他們用”
心”去唱，琴音便會有起伏和高低
的抑揚變化，音樂也會包含主旋律
的強弱控制，往前邁進的方向感和
不同色調的層次感。各種的演繹技
巧，就是從這裏演變出來。
(張珮珊現是一位資深鋼琴老
師，現為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
官。讀者如對學習音樂有任何疑
問，歡迎致電(604)377-3118或電
郵 jcmusic@shaw.ca.)

卡加利中醫癌症專科診所
11420 27th Street SE #206, Calgary, AB T2Z 3R6 (Douglasdale Professional Centre)
●

殺滅腫瘤

●

減輕痛苦

●

提高免疫

●

延長生命

- 乳腺癌

- 惡性腦癌

- 胃癌

- 鼻咽癌

- 骨癌

- 腸癌

- 子宮癌

- 皮膚癌

- 惡性淋巴

- 胰腺癌

- 攝護腺癌

- 食道癌

- 頭頸部癌

癌

- 白血病

- 肝癌

- 卵巢癌

- 腎癌

- 肺癌

Dr. David Ke, TCMD, RAc / Dr.Ellen Zeng, TCMD, RAc / Dr. William Ke, TCMD

上海腫瘤專家駐診 （博士導師、腫瘤科主任醫師及腫瘤科主治醫師）

Tel: 403-399-2461

LAKEVIEW 家庭醫生診所
Dr. Andrew Wong (Family Physician)
黃醫生（粵、台山、英語）

Dr. M.S. Raza (Family Physician)
Dr. Sameena Bajwa (Family Physician)

歡迎新症、急診 及 Walk In

診症時間︰星期一至五 9am - 7pm / 星期六 10am - 4pm
地址︰#10 - 6449 Crowchild Trial SW Calgary AB
電話︰403-455-2550 歡迎預約．可以同日預約

鐵鉗溪 Pincher Creek 鎮

言歸正傳，兩輛旅遊車一齊
朝目的地華特頓湖出發，南亞省
草原是加拿大風力發電產業發源
地，沿途一排排有二十多年歷史
的巨型風力發電風車，57座散佈
草原內，它們幾個月後便拆除，
換上較矮新型環保發電風車。我

倆被分配去B車，梁太首先出招，
每人派蕉一隻，食住聽佐治介紹
加拿大初期歷史，亞省南部發展經
過，資料豐富，講得活龍活現，給
我們上了寳貴一堂歴史課。他再
帶領我們唱國歌，我只會頭和尾
兩句，但在佐治美妙歌聲伴唱下，
能整首唱畢，悅耳動聽，眾人信
心大增，要求再來一次，唱多兩
首 其 它 歌 ， 玩 玩 Bingo遊 戲 等 有
獎遊戲，不覺兩個半小時過去，
抵達鐵鉗溪 Pincher Creek 鎮的
餐廳，享用自助午旅餐，餐廳內
有座養滿了熱帶魚大魚缸，做生
招牌「發財魚」。
Pincher Creek 鐵鉗溪，有人
直 譯 平 徹 溪 。 淘金漢在這裡失去
修整馬蹄鐵用的主要工具小鐵鉗，
直到1874年被一位西北騎警無意中
在小溪找到這生鏽小鐵鉗，因而叫
鐵鉗溪，小鎮因溪而得名。最 初

餐後，我倆在大街附近隨意而
行，星期六是假期，街道寧靜，大
街上可以看到昔日西部建築，三
層高的百年歴史英皇愛德華酒店
King Edward Hotel尚在營業，窗
前美女肖像，和當年一樣美艷迷
人，引人注目。馬厩旁兩家店舖

風釆依然，另一邊的當年的雜貨
舖，外觀和用途已不復舊時。吸
引眼球的銀行牆上壁畫，伐木後
利用河流運出去圖案。街角淺藍
色巨型鐵鉗是地標，再過點是座橫
跨鐵鉗溪的鐵橋，淺藍鐵欄上有紅
色小鐵鉗標幟，橋下溪水靜靜流動
。過了橋，另一幅描繪西部牛仔牧
牛壁畫，連鎮上民居平房牆上都繪
着昔日小鎮情景壁畫。很失望，三
幅都不是我想看，最 具 代 表 性 第
一幅壁畫，淘金漢在小溪遺失小
鐵鉗，年復一年回來尋找，皇天
不負苦心人，終於找到了。咦！
同歴史記載有出入，到底誰找到
小鐵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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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星期六，上午七時許
來到唐人街，参加亞省文娛協會
主辦的華特頓湖國家公園和烈必
殊兩日遊，一百人分乘A、B兩輛
旅遊車，A車由李文傑領隊，
Stanley任講解員，B車Elaine梁
太領隊，佐治George任講解員，
每 車 團 友 分 成 4個 小 組 ， 由 組 長
帶領，他們全部義工，一次又一
次商討改善，精心安排，愉快氣
氛中完成今次旅程，再一次多謝
他們勞心勞力。喂喂喂！好似
「鱔稿喎！」但我講全部都是事
實，無花無假。

原住民部族包括黑脚Blackfoot、
比根Peigan和庫特奈 Kootenai都
曾在此居住或出沒。1898年，成
立第一個村莊。1906年，正式命
名為鐵鉗溪鎮。部份居民都是百
多年前由歐洲來定居的拓荒者後
裔，他們一律穿上黑衣，女士可
以襯塊素淨花布，建立自供自給
自治社區 The Pincher Creek
Hutterite Colony，出售各種農產
品。

「旅遊資料只供參考，更多相片請登入chewing33.blogspot.com或聯絡電郵chewing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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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增設租 機服務

免費安裝．免費培訓
緊急支援服務．兩小時到達
機件終身保用

無須合約 無額外收費

Process Visa, Mastercard, ATM, American Express and Debit

Savings GUARANTEE!

1.59%

各商戶請注意
本公司保證給予較目前使用中所付費用更低廉價格

1.62%

如未能達至保證願付$500現金作抵償

1.49%
1.55%

per
transaction

Thermal Paper

5799／箱

(For POS Terminal)

終止服務

Payment lnc.
卡城查詢電話

無須額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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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咪一定要結紮嗎？
結紮後的貓咪因為不會發情
，因此牠們不會再有性方面慾求不
滿的壓力，當然因為發情而產生的
一些問題行為自然也就消失。例如
噴尿、大聲鳴叫、攻擊其他貓咪等
等。而已經有過發情經驗的貓咪，
有時候在結紮後還是會偶爾出現這
樣的行為哦！但是因為牠們已經喪
失性功能了，問題行為會比沒結紮
前減少許多。結紮最重要的好處，
是能有效降低日後生殖系統病變的
風險！而且結紮後情緒會變得穩定

，能夠讓貓咪生活得更舒適。
結紮手術後要注意的地方
在貓咪動完結紮手術之後，
大小便情況可能會有些異常，特別
是有些神經比較纖細的貓咪，手術
可能會讓牠產生極大壓力，回家之
後會因為太緊張而到處亂尿尿大便
。一旦發現貓咪在廁所以外的地方
排泄，要趕快清理乾淨！貓咪會喜
歡在有排泄物味道的地方上廁所，
如果放著不管的話牠們可能會一直
在同樣的地方尿尿哦！手術後的二
三天貓咪上廁所的量和次數可能會
少一些，這是因為手術前禁食的關
係所致，不用太緊張；等到傷口稍
微復原，精神恢復了之後，食慾也
會跟著好起來囉～
貓咪結紮後會變得撒嬌？
貓咪結紮之後，成長荷爾蒙
就會停止分泌，因此結紮後個性可
能就會停留在小貓的階段！特別是

卡城市內免費送貨

保證為你節省費用 歡迎來電預約比較
其他城市或省份

貓咪結紮後的注意事項
但不是把貓咪帶去結紮後就
沒事囉！本篇就要來介紹一下貓咪
結紮後的變化，以及應該注意的事
項哦！

(For Debit Machine)

$

*NO HIDDEN FEES
*NO HAULAGE FEES

結紮對於貓咪好處多多，盡
早接受結紮手術不但能大大降低日
後罹患生殖系統疾病的風險，也有
助於穩定貓咪的情緒。

2799／箱

$

一歲前就結紮的貓咪，會有把飼主
當成媽媽的傾向。公貓的攻擊性也
會趨緩，也比較不會有發情期的問
題行為出現。
貓咪結紮後體重管理
結紮後的貓咪要注意的，就
是足夠的運動和控制食量！貓咪結
紮後容易發胖，因為牠們沒有性方
面的需求之後，活動量自然會減少
，消耗的熱量也會跟著變少。雖然
貓咪胖胖的很可愛，但是體重過重
容易有糖尿病和關節方面的疾病！
因此貓咪結紮後一定要讓牠們適度
地運動，並盡量選擇低卡路里的貓
糧，以控制熱量哦！
雖然有許多人對於幫貓咪結
紮有許多不同看法，不過以長遠來
看絕對是好處大於壞處的哦！為了
貓咪的身體健康，也讓牠們免於一
天到晚發情的痛苦，請趕快帶自家
愛貓去結紮吧～

(Louis Lee)
寵物
行天下
￭ 噯司

ABC Pharmacy

康 寧 藥 房

寵物食品專門店 特價推介
BLUE
BUFFALO

卡城華埠龍成商場 Tel: 403-263-8300 Fax: 403-263-8638

BLUE
BUFFALO

DOG FOOD
Chicken Formula
& Lamb Formula
30 lb. bag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10am-6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CAT FOOD
Life Protection
Formula
All Sizes

5 Off

以誠信忠厚 待客如己 為基本服務態度

3 Off

$

$

早

The Original
Smart Treat
27 oz.

Reg. $35.99

25.99

Reg. $1.49

12” Braid Dog Chew

O

N

29 YEARS
CA

Sales Ends Aug 31, 2016 or until quantities last.

LY S E R V I

R

(403) 652-3300
Bay D 2003 - 10 Avenue SE

UD

LGA

S
RY ’ S P E T

Lucas

本藥房可提供

兩位資深
亞省註冊藥劑師
梁垣英 Fred Leung
黎懿雄 Lucas Lai

每日用藥
獨立包裝

以專業水準提供優質藥品及藥理知識服務
任何糖尿病患者若對病症或藥物有查詢
請與藥劑師黎先生聯絡，所有查詢絕對保密

6.99

PR

· High River Location

Fred

$

G

(403) 640-1666
8403 Elbow Drive SW

晚 睡前

Reg. $7.99

$

· 17thAvenue Location · Haysboro Location

PAWSPETFOOD.CA

ON THE
MARK™

0.99

$

(403) 249-4944
3204 - 17th Avenue SW

COW
EARS

FO

GREENIES

午

康泰藥房

Carestar Pharmacy
隆重推介
Edgemont區
最新開設

西藥房

營業時間：周一至五 9am - 6pm
地址：217, 45 Edenwold Drive, NW, Calgary
（新城記隔壁，乘77路公車可達）
電話：403-239-0722
傳真：587-755-1787
電郵：carestarpharmacy@pharmachoice.ca
網址：www.pharmachoice.com

西藥房全方位服務：

• 免費送藥服務
（無論住在哪裡，醫生診所傳真藥方，即可送藥給您）

• 服用藥物總結咨詢
• 疫苗或其它可注射藥物注射服務
• 確保藥物服用應時包裝
• 糖尿病咨詢 • 戒煙咨詢
持此劵於康泰藥房配處方藥即獲$10元禮

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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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再擔心由於語言交流不便而引起對服用
藥物的不理解。經驗藥劑師為您提供英語和
普通話親切咨詢。真誠服務，細緻入微。

酬賓活 動截止 日期： 2016 年8月 30日

25

H

N

Country Hills Rd NW

246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Calgary Alberta T3K 5P4
營業時間
星期日至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正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正
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十時正

Beddington Trail NW

+餃子(3)

96 Ave NE

403 457 3738

下午四時半至晚上十時正
下午四時半至晚上十時半

燒鯖魚連白飯

ar
v
e
st H
ills Blvd N

Country Hills Blvd NW

www.calgarysushisushi.com

午市

餐
套
值
超
新
全
連麵豉湯及沙

9

律

$ 50

每款

(3
刺身(2)+餃子

價美食
特
市
午
他
其
尚有

)+雞湯烏冬

晚市

不能盡錄

惠
優
續
繼
價
特

逢星期一/二

厚 切壽司

UNBEATABLE SIZE S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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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5
每件

逢星期三

特 色 太 卷 $1095
SPECIAL GIANT ROLLS

每卷

LIVE LOBSTER COMBO FOR 4

龍 蝦四人套餐

優惠
期間

131

$

套餐包括：
沙律、什錦天婦羅(蝦及什菜)、什錦魚生、
壽司、卷物、龍蝦湯、麵及甜品

95

加樂旅行社

Dragon City Mall (龍城商場二樓)
Bay #255, 328 Centre Street, S.E.
Tel:403-234-0553 Fax:403-265-8641

I & J TRAVEL INC.

卡城以外免費長途電話﹕1-877-700-7780

暢遊各大景點：
明洞、南大門、東大門、昌德宮（世界文化遺產）等…
其他名勝：清溪川、南怡島、神興寺、東大門綜合市場、
大明Aqua水世界、三八線臨津閣、樂天世界
特色美食：人參燉雞、Shabu Shabu、韓式燒烤、火鍋等…

出發日期：9月22日、10月6，20日、11月10，24日

回程時可停留不同地點
停 胡志明市
停 廣州

$

起（包稅）
起（包稅）
起（包稅）

（再送價值HK$48手提電話卡）

【團費包括︰來回機票，酒店住宿及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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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香港

1388
$
雙人房 1088
$
雙人房 1388
雙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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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類
Marinated Pork Patty / 越式肉餅

Sate Sauce / 沙爹醬

Deep Fried Fish Paste / 炸魚餅

Pork Ball / 豬肉丸

Boneless Pork Leg / 去骨豬腿

Salted Fish Meatloaf / 鹹魚肉餅

Steamed Crab Meat Pie / 蒸蟹肉餅

Chicken Ball / 雞肉丸

Head Cheese / 越式肴肉

Stuffed Meat Lemongrass / 釀肉香茅

Squid Paste / 魷魚膏

Deep Fried Ham / 煎豬肉粽

Veg. Spring Rolls / 蔬菜春卷

Cold Cut Meat / 冷切肉

Deep Fried Spring Rolls / 炸春卷

Vietnamese Ham / 越南豬肉粽

Spring Rolls / 春卷

Vietnamese Style Ham / 越式火腿肉

Shredded Pork Ham / 豬肉絲粽

Pate / 肝醬

Uncooked Ham / 生火腿肉

越式三文治
N

T&T

8 AVE. NE

5 AVE. NE

36 Street NE

大統華
33 Stree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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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f Ball / 牛肉丸

Beef / 牛肉
Pork / 豬肉

Chicken / 雞肉

Marinated Pork Patty Sub / 越式肉餅
Shredded Pork / 豬肉絲

KIM
CHAU
CALGARY
3109-5 Ave. N.E., Calgary AB T2A 6C9
Tel: 403.452.8881
營業時間：周二至周日 10am - 6pm

28

/ 周一休息

Cold Cut / 冷切肉
Veggie / 蔬菜

誠聘

廚房及貨倉幫工，
能操流利國、粵、英語，
有意請親臨面洽。

金源菜館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四 4PM~3AM
星期五／六 4PM~4AM
4PM~2AM
星期日

107 - 2nd Ave SE Calgary 403.269.2211

名廚主理．正宗粵菜．選料上乘．色香味美

待
期
眾
萬

晚市打冷再度登場
每晚八時後推出

多款打冷美食

每款

9

$

惠顧四款以上 白粥任添任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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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地 可 銀 行
房貸計劃包括（優惠利率）
• 新移民（來加不超過5年）、
學生簽證、工作簽證、旅遊簽證
— 首期35%
— 免工作證明
• 投資出租屋 — 可高達4套房
• 土地按揭或自建新屋
• 加按或信用貸款（Line of Credit）
• 獨特的還款計劃

Aaron Tam
譚志浩
房貸助理

403-503-7721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and savings may vary by region. **Rates will not be surcharged if insured submits no more than one claim every six years.
***Claim Forgiveness does not protect your Disappearing Deductible. Trademark owned by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used under license by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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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
Patrick Li（李先生） 加盟本車行為銷售經理。李先生在卡
城數間大型車行任職營業員及銷售經理多年經驗豐富，對
各類日本名車的性能皆瞭如指掌。李先生將秉承一向以客 Patrick Li
李先生
為先，忠誠可靠的服務宗旨繼續為卡城服務，歡迎各新知
手提
舊雨光臨查詢一切有關各款新舊汽車詳情。
403.389.3388

5728 Macleod Trail S. Calgary, Alberta T2H 0J6
Tel : (403) 253-6060
Website : www.silverhillacura.com

龍珠會
會址：2nd Floor, 202 Centre Street, S.E.
龍珠會及與亞省中文學校聯合舉辦各種興趣班詳情
鍛練健康體魄、強身活血、控制體重、
培養唱歌風格、唱歌技巧及台風、由經驗導師帶領

校務處：#191, 1518 Centre Street, N.E.
逢星期六中午12時至1時在亞省中文學校129室上堂
F班：青少年組及成人組 / 歌唱技巧班
逢星期日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在龍珠會會所上堂
報名及查詢詳情請致電導師李衛賢Ricky Lee：403-803-1818
***逢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卡拉ok練習歌唱，耍樂在龍珠會會所，
歡迎各朋友參加！
***查詢詳情請致電：403-680-5269婦女組組長謝銀歡，Karen Dar理事
以上各項興趣班，報名請致電亞省中文學校：403-777-7663或
E-mail：thechineseacademy@gmail.com
或校董雷李曼嬋Martina Lee：403-237-8368或龍珠會會長雷忠演
Paul Lui E-mail：hkciac88@gmail.com

龍珠會聖誕聯歡餐 舞 會
*豐富自助西餐及現場樂 隊 伴 奏 *
時間：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下午六時
地點：Ramada Plaza Calgary Airport Hotel (3515 - 26 Street, N.E.)
票價每位$70 購票請聯絡龍珠會 403-237-8368
辦公時間：每個星期六及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可致電話：403-275-5511 Theresa Wong核數理事或
短訊 (text message) 403-863-6083William Wong副會長
凡龍珠會會員參加各項興趣班或餐舞會，都可獲得優惠。
以上各項活動，歡迎各新知舊雨朋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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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班（在亞省中文學校體育館舉行）
地點：Sir John A. Macdonald School (6600 - 4 St., N.W.)
2016年9月10日至 2017年5月27日開始招收新學員
A班：是本學期開設的新班：武式太極拳健身班–導師：江壽緯Alvin Kang
學費：110 元 (20堂) (首堂免費) 時間：星期六 早上九時至十時
報名及查詢詳情請致電江導師 Alvin Kang : 403-888-8828
B班：成人健康舞班 - 潘導師Alice & Allan Poon 403-818-3232
學費：170元 (28堂) (首堂免費)
時間：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
C班：成人交誼舞班 - 潘導師Alice & Allan Poon 403-818-3232
學費：230元 (28堂) (首堂免費)
時間：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四十五分
D班：由本會主辦健康舞班“CARDIO FEVER” Instructor Alice Poon
時間：逢星期日中午12時30分至2時(每期十堂)報名從速
另外逢每月第三個星期六或日晚上在大禮堂舉行舞會，教授新舞姿
及練習舞蹈。地點：St. Vladimir Dance Hall - 404 Meredith Road, N.E.
報名及查詢詳情請致電潘導師Alice & Allan Poon：403-818-3232
E班：兒童合唱團/歌唱技巧班-導師李衛賢及助教黃楚茵Allison Wong

亞省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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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友園地
歡迎龍友提供自選相片（題材不限），讓廣大讀者分享
及評選。每兩個月會選出一張最受歡迎的相片，優勝者可獲
得超市金額$50購物券一張，而選出獲勝相片之讀者可參加
抽獎，幸運兒可獲超市金額$50購物券一張。
相片提供方法：請將參賽相片連同個人資料、相片標題電郵至
：info@trendweekly.com 並註明：Photo Contest。

經過讀者熱烈投票，從芸芸作品中選出了
六/七月份「我最喜愛的相片」：

得獎者為 Winnie Lai
（電話號碼：403-XXX-1481）
勝出作品：「千軍萬馬」於六月三十日第15.26期刊出

有份參與投票而獲抽中的幸運兒為 Cissy Choi
（電話號碼 ：403-XXX-5868）

* 得獎者將獲專人以電話通知領獎事宜 *
謹此感謝各位讀者提供相片和參與投票
希望大家繼續踴躍參加和支持！
p c 0 8 1 8 -0 0 1 仿如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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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818-002 冬日漫步

商業分類

廣告熱綫
403-262-0066
info@trendweekly.com

ELG Custom & Cabinets Ltd.

順景裝修工程

A-Plus Renovations

裝修工程

4406, 10 Street. NE

承 接
商業櫃檯木工工程、書架、
家用櫥櫃、電腦書檯，
特別設計及度身訂做
誠聘：木工師傅及學徒多名
有意請電：4 0 3 - 6 1 8 - 8 0 3 8
Email：Eddy@elgcustomcabinet.com

◆廚房浴室
◆内外油漆
◆舊屋翻新
◆租屋裝修

吳先生 KEN:

◆陽臺圍欄
◆土庫裝修
◆瓷磚地板
◆大小工程

403-681-8825 （英、粵、台山）
403-560-8198

403-400-6655

偉力裝修公司
˙翻新舊屋

˙土庫間隔

˙水電木工

˙地板瓷磚

˙內外油漆

˙圍牆陽臺

˙廚房廁所

（誠聘學徒或有經驗師傅）

廠址：Bay 1 4203 - 12 St. NE Calgary. AB
Te l :

˙屋頂維修

˙門窗更換

自 設 廠 房
工 精 價 廉
各 款 櫥 櫃
403.968.8618

易(偉)生

實惠裝修工程公司
舊屋翻新
霉菌清理
土庫裝修
圍牆陽台
門窗安裝
雲石瓷磚
實木地板
木工工程
水電維修
水管更換
內外油漆
廿年經驗

Le’s Renovation & Maintenance

Licensed - Insured

Jason

黎

内外油漆

(403)703-8768

天通電力 SUPER ELECTRIC SERVICE
電話：403-830-9346(c)/403-264-5922(o)
Jack

羅先生 （Master Electrician）

新舊房屋電力改造及維修，電力升級
地下室裝修，商業電力所有工程
十多年加國專業電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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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粵/國語服務）-聘請裝修工人

技術精湛、最高標準、竭誠服務、公平收費、政府牌照

郵箱：superservice2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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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熱綫
403-262-0066
info@trendweekly.com

商業分類

中 區 校 址 2614-4th St NW

#201,11420-27th St SE

北 區 校 址 #12, 16-MacEwan Dr NW

榮獲2015年
「消費者首選」
南亞省最佳音樂學校大獎

黃日星

老師

Simon Y.S. Wong

ASA
CCA

前卡加利大學水墨畫講師
教授國畫、畫法、素描、水彩等
(在Edgemont區)個別教授十歲以上
請看網頁：www.simonysart.ca www.facebook.com/simonysart

電話：403-239-4196

MICHEL ANGELO 畫廊代理黃日星的作品

教授鋼琴
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專業鋼琴教師，
三十年經驗，教授各級鋼琴及樂理，
講究教學質量，所教的學生在考試中獲得
高分，住在 Hawkwood。
有意者請電：Steven (403-968-7703)

各級音樂課程 (初級至大學)
標準進度
密集學術性課程
小童歌唱班 (6 -12歲）
啟蒙音樂課程
˙嬰幼兒音樂班 (0 - 3歲）
(3 - 6歲）
˙小童音樂班

鋼琴 · 樂理
專業教琴，經驗二十多年

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所有級別，RCM註冊教師
因材施教，正在招生，兒童到成人及長者
西北區 Panorama Hills（可上門），中/英語

403-399-3384

Jade Lee

陳英華

會計及稅務服務
黃生︰ 40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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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8

瓷磚．油漆．地板．檯面．廚櫃
包做水電、土庫設計、裝修翻新、
代客更換熱水爐，服務完善。

有限公司，自雇及個人報稅

GST / T4 / T5

年結及財務報告

403-774-8925 ( 粵 / 英語 )

鄰 舍 稅 務

Neighborhood Tax Inc.

#127, 1518 Centre St., NE, Calgary, AB T2E 2R9

廿年 會 計 、 稅 務 及 工 管 經 驗
．公司，自顧，個人，回流，收租，非居民報稅
．簿記，出糧，GST，WCB 等服務（每月／每季／每年）
．成立新公司及財務報告，顧問，申訴節稅及稅務

電話︰(403)230-3329
手提︰(403)703-0476
傳真︰(403)984-3301

忻 先 生
PIERRE YAN

Email: pierreyan@yahoo.com ＊七天服務，請電話預約＊

廣告熱綫
403-262-0066
info@trendweekly.com

商業分類

攜手合作
服務卡城

余慕慈
註冊會計師
James Yee & Company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毛俊豪
註冊會計師
Tony Mo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會計‧核數‧簿記
毛俊豪註冊會計師樓
出納‧公司及私人報稅
Tel: (403) 277-7172
公司註冊‧家庭信託
Fax: (403) 277-7576
年結及財務報告‧財務策劃 Email: tmo@tonymopc.com

余慕慈註冊會計師樓
#10, 1015 Centre Street NW
Calgary Alberta T2E 2P8
Email: jamesyee@telus.net

(以國語、粵語、台山語及英語提供服務)

歡迎 Dr. Xin Zhang D.M.D. 牙醫張欣加入本診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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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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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廣告熱綫
403-262-0066
info@trendweekly.com

Starr Wang

王天罡

您所信賴的註冊會計師
公司財務·公司稅務·工資·GST·T4·稅務策劃
稅務識詢·個人報稅·其他稅單填報
工作時間：9:00am - 5:30pm or make an appointment 地址：526,16 Ave.,NW,Calgary,T2M 0J4(大量停車位)(西北16Ave 4st 及5st 之間，A&W旁邊)
粵語：403-269-7028
國語：403-215-2535
英語：403-215-2536
手機：403-397-1608
電話：
免費熱綫：1-866-901-2287（ACTP） 免費傳真：1-866-903-2287（ACTP）傳真：403-269-7123 電郵：starr-CGA@accountant.com,starrcga@gmail.com

白眉合勁道武術醒獅會

廣東省中醫學院證書

White Brow Hap Ging Do Martial Arts & Lion Association

中醫師劉泉

白眉合勁道武術醒獅會招生
報名時間：逢星期一、三、六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Liu Shao Quan Bonesetter

武術總教練劉泉師傅、楊仔、Linda、義理財等教練。傳授
少林功夫及白眉拳法等...各類長短 兵器、軟硬氣功、自由搏擊
。承接喜慶、開張醒獅賀慶。現正招收少童班（八歲以上）、
青年班、成人班及老人班，男女學員。另個人特別傳授課程，
白眉合勁道學員的子女特價優惠。
白眉功夫是虎形拳，虎之
猛氣勢逼人，從外表來看出手
短，但其形短實長，有力使力
，無力借力，在發功上可見其
功，更可鍛練身手靈活敏捷，
強身健體，是一門好的功夫，
更能磨練個人性格，培養堅忍
意志，促進心智成長，從而增
強免疫抵抗能力。

送乾衣
管道清潔

陳生﹕

李氏暖氣管道清潔
KLEENAIR FURNACE & DUCT CLEANING Ltd

質優保證
技術超群
價錢公道
李先生

送

高效力吸塵

403-614-2828
36

地址：201, 116-3rd Ave. SE Calgary
(華埠東昇大廈201室)

中醫學院武術顧問

403-263-3253

預約電話：
環球武術協會總顧問
武術協會委員兼武術裁判

專治跌打—

續筋駁骨、打傷、刀傷、撞傷
扭傷、勞傷中氣、陳年舊患

加拿大白眉合勁道武術醒獅會會長

風濕神經痛、腰酸腿軟等

587-888-1528
Raymond 周 炳 煜
價錢最超值

Fully Licenced
Insured & Bonded

多年經驗
專業可靠
專業牌照
客戶至上，以誠爲本
安裝及維修暖爐
安裝冷氣
熱水爐
維修/更換放濕器
車房暖氣

或

免
費 隔 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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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設備
超強吸力
質量保證
技術一流
價格合理

診症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醫學院氣功研究會特定教練

白眉醒獅武術夜校校長

冷暖氣工程

夏季酬賓，九折優惠

大力氣功武技團團長

—

中 國 廣 州 市

招收地址：伍家大廈地下

Centre St.N
神 樓 紙 紮 店 1220
(熊貓花店內)

多款神樓神櫃
拜神衣紙、香燭
殯儀孝服、頭花
壽衣、壽被
本店有代燒衣紙服務
電話：AMY-403.667.2273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 #103, 303 Centre St. SW Calgary AB

商業分類

廣告熱綫
403-262-0066
info@trendweekly.com

每月同等費用
並無額外收費
*國際長途每分鐘
1¢起
*無限上網
*美加任傾任講
*無限環球短訊
+
*留言
*歐美五十多個國
家特價境外通話
等等......
優惠期有限
月費
SAMSUNG

Galaxy Note5

SAMSUNG

Galaxy S6 edge+

$

45

優惠期有限，詳情請到本店內查詢（備國/粵語服務）

歡迎瀏覽 windmobile.ca

餐飲、娛樂、消費新動向

逢星期四
免費派發

免費
買賣專欄
閒情一周
全部内容
逢周四上載

免費網上
分類廣告

www.trendweekly.com

TASTE & ASIA 亞洲飲食集團
旗下各店訂座電話一覽

新釗記
桃園
世紀龍廷
大戶人家
味菜坊
百份百

403-230-8890
403-264-7890
403-250-1848
403-532-3982
403-250-1688
403-46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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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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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房 / 商 鋪出租

商 鋪 出 租
西 北 Kensington

詳情請來電：403-265-8333查詢

小型辦公室，約200呎
月租$400，全包
0825

西北 Beddington 西北 Panorama 柏文 東北 Country Hills 柏文 西北 Thorncliffe
孖屋半邊，兩房
一個半浴廁
可商議與小童入住
允許小貓作寵物
月租 $1095+雜費

兩房，兩浴廁
一地下暖氣車位
及儲物室
小童免問
月租 $1250+電費

0825

0825

樓上三房
土庫兩房
屋後車房
月租
$1500+雜費
0825

城市屋，三房
兩個半浴廁
歡迎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月租 $1150+雜費
0825

0825

西北 Highland Park 柏文

西南 Parkhill

西南 Parkhill

西南 Parkhill

西南 Parkhill

兩房，一浴廁
連一車位
露台，自助洗衣房
可商議與小童入住
月租 $895/925，加雜費

一房，一浴廁

主層，三房

主層，兩房

一房，一書房

土庫，分門出入

一浴廁

一個浴廁

一浴廁

月租 $750

月租 $1100

月租 $950/995

月租 $750

另加煤氣

0825

招聘
出租
買賣

另加電費
0825

聘美容按摩師

另加電費
0825

華隆參茸海味

東北 Edmonton Trail 美容 誠聘全/兼職經驗售貨員
按摩店誠聘 有牌經驗

須流利國/粵/英語

美容及按摩師，有意請電

有意請電話約見

587-229-2362

403-605-8688

出租
餐館檯椅出讓 Tuxedo
中央街25大道北，兩房一廳

聘有牌按摩師

84座位檯椅及
大批新淨大小生財用具
廉讓，有意請電

0811

0901

東南Glenmore Trail
按摩中心 聘
經驗有牌按摩師

新裝修，分門出入，廚廁
洗衣房齊備，3或4號巴士直達
煙、寵免問，月租$800
包水、電、煤

另加煤氣
0825

揚子江誠聘

0825

金源菜館 聘

Buffet Yangtze
晚間經驗炒鑊
及
揚子江自助餐舘
懂流利粵、英語企擡
誠聘
全職炒鑊廚師兩名 403-680-0288
0825
全職經驗企檯
電腦維修
有意請親臨或電

403-200-8068 免費上門診斷

殺毒、維修、升級
安裝、優價、快捷

Marc

403-875-1698
有意請電
403-277-6625
豪哥洽
403-617-8232 洽 403-251-1150
403-775-9877
403-984-9179
0811

長者耆英護理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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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房，兩浴廁
一暖氣車位
面對人工湖
月租
$1295+電費

西北 Dalhousie

有時間去準備一切，當然是最理想的事。
但什麼時候應該去開始準備呢？每一個人，包
括筆者在內，都是可以很固執，對自己很有信
心的。況且認為自己已行了數十年路，食了數
十年飯，又由遠方移民來加拿大，有什麼不認
識不知道？因此，對待長者的父、母、親戚及
配偶時，便要明白以上這一點。再加上以下幾
點提議，可慢慢開始為長者家人準備。
(一)徵兆：長者、親戚會否突然好像失去記
憶或失去方向感。筆者也久不久會由一處跑到
另一處而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要到那處；開車時
也突然才「醒覺」為何已到了某個地標？當然
，筆者「應該」是想得太多事而沒有集中精神

0825

0825

駕駛或找東西。但長者們可能並非因想得太多
事而忘記想做什麼，而是因為們的體能及腦力
開始慢慢衰退。同時，對個人衛生的要求可能
也會有轉變。留意到這些轉變，便可能是時候
和長者開始談論及作計劃準備。
(二)談論：每個長者都有他們的經歷。怎樣開
始和他們談論他們切身的事呢？做子女、後輩的
最好是自己幾個談論一下先取個共識。在加拿大
，由於種種環境原因，很多時候到長者六十歲時
才好像是開始準備談論的時候；那時子女或後輩
也有三十多歲，可能亦已成家立室做了父母，於
是怎樣去輔助長者父母便可能比較容易控制話題
及更了解長者父母的心態及意願。
(三)收集資料：這一個項目便可能會比較複雜。
• 長者的重要文件放在那處：包括遺囑、人
壽保險、投資戶口記錄、地契等等。

0811

0825

• 他們的財務顧問、律師等是誰？
• 如有遺囑的話，有沒有更新；而遺囑執行

人是誰？
• 有沒有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
• 了解長者一般有什麼日常生活支出及費用
：如水電費、保險箱租金、信用咭、固定投資
供款（如買車、收租屋）、甚至有沒有欠債或
有沒有欠其他錢
• 現今電腦科技的普及，有沒有長者父母的
電郵地址、面書戶口及所有上網電郵戶口及電
話的密碼。
以上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資料。開始和長
者父母或配偶談論作準備時，將會有更多更多
其他的事項資料去收集及明白了解的。

日前 ， 林 君 經 本 公司多番誠意邀請下，重返SUNRIDGE MAZD A
履新 為 銷 售 總 經 理，其超卓的銷售經驗及以客為先的宗旨，再 配
合其 銷 售 及 維 修 服務團隊的精英，為卡城華人社群提供最優質 服
務及 最 優 惠 價 格 。

Tel: 1 (866) 938-9816

Jeremy Pon

盤偉華
營業代表
（國／粵／英語）

403-68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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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 成 君 ， 備 十 多年銷售汽車經驗，在過往銷售歷程中，成功 為
數以 千 計 愛 車 人 士選擇了合適座駕，真誠服務，口碑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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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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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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本賭場內禮品店 ‧致電 1-866-943-8849 ‧瀏覽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精美自助餐廳

每日不同主題

1499/位
$
2499/位

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晚市
自助餐

星期一/二

西式美食

星期三

亞洲美食

星期四

海鮮美食

星期五/六/日

燒焗牛排

每晚
5:00PM
至
10:00PM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1799/位
$
3299/位
$
3899/位
$
2499/位
$

STAMPEDETOYOTA.COM

華語銷售總代表

康則文
專業負責 真心為您

現正展開
2016 COROLLA LE

STK#160698

或

特價 $22,499 +GST

151 /BW
$
123* /BW
$

2016 RAV4 LE

特價 $25,360 +GST

410 /BW
$
151* /BW
$

2016 TACOMA

MONTHLY

或

$2,400

節省超過
$2,800

Product Advisor
英語/國語

587.890.8688

zkang@2toyota.com
微信

ven_kang

所有2016年現貨，均以特價發售，
優惠至8月31日止！
（超過400輛豐田汽車可供選擇）
原廠優惠＋車行折扣＝全年最低價
高達 $10,000 回贈及折扣！
多達25輛精選展示車，
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惠價促銷！

Don Eam

Product Advisor
英/柬埔寨語

403.607.4853

0%借貸利率（指定型號）**
STK#160443

或

+GST

210 /BW
$
175* /BW
$

2016 VENZA XLE AWD

或

233 /BW
$
196* /BW
$

2016 CAMRY LE UPGRADE

或

特價 $25,319 +GST

Hieu Le

Finance Manager
英/越南語

403.889.6889

188
$
151* /BW
$

節省超過
$7,000

STK#160465

/BW

MONTHLY

原價 $29,483 +GST

$2,500

Ken To

Product Advisor
英/粵/越南語

403.619.8099

節省超過
$4,164

Shane Li

Product Advisor
英/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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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 $32,714 +GST

節省超過

STK#160379

MONTHLY

原價 $39,783 +GST

MONTHLY

原價 $31,722 +GST

29,322

節省超過

STK#160138

原價 $28,247 +GST

特價 $

MONTHLY

原價 $22,909 +GST

為什麼
要現在購買！？

Vincent Kang

587.578.0658
41

八
月
份

（價值$500）

逢星期四送出精美燒烤爐壹個
抽獎日期及時間：八月份每個星期四晚上八時

Simply swipe your Winners’ Zone card
August 1st - 25th to receive your entry into the draw
Winner must be present.
Some conditions may apply. Promo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AGLC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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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歡樂
時光

特價飲品
逢星期六晚上8PM-12AM

OFF TRACK BETTING NOW OPEN!

世界各地賽馬場外投注

現已投入服務

全 新

賭檯耍樂時間
每日早上11時至凌晨3時

Trend Weekly August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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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與白
餐舞會
九月十八日（星期日）
地點︰

日本餐廳

賭場內

時間︰下午四時（雞尾酒會）
下午五時（自助晚餐）

每位$20

餐券︰
Trend Weekly August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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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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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及查詢 請 與
華語服務專員 S and y 聯 絡

Trend Weekly August 1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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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ie Honda

服務至誠
以客為先

Customer Driven
2971 Main St. SW Airdrie 403 .9 4 5 .8 8 0 8 最值得您信任的本田代理 www.airdriehonda.ca
凡在 本 車 行 購 買 新 舊 本
本田汽車，可獲
田汽車，可獲 免費 換油/ 換油隔服 務
在本車行維修汽車可免費借用汽車代步 Top Trade-in Value

以最高價收購優質舊車貼換新車

大優惠 所有現貨

0.99

貸款利率

2016

2016

特價發售

%

Wayne Luong
Finance Manager
手提
403.589.2269

起

2016

Robert Qiu

邱先生

Product Advisor

國/粵/英語
借貸利率

借貸利率

0.99%

2016

起

0.99%
2017

起

全新設計

或

2,000

$

手提
403.708.3911

借貸利率

現金回扣

2016

現貨已經抵達

0.99%

起

Bernie Put

0.99

% 貸款利率
（借貸或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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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60個月分期

1,500回扣

$
及
及 $

$

現金購買 可獲額外

1,500 回扣

借貸利率

借貸利率

0.99

%

0.99

%

長達60個月分期

起

畢先生

Product Advisor

粵/英語
手提
403.390.5295

2,500現金回贈

$
或
或$

《精選二手靚車推介》
Ian Wong

黃先生

SOLD

SOLD

2014 BMW X5 Prem. & Tech. & Lighting Pack. 2013 Honda Odyssey EX-L
2014 BMW 428i XDrive
2013 Toyota Highlander
$53,900 58,876 KM 160505A
$31,000 48,292 KM 160431A
$39,900 44,491 KM 160507A
$31,700

37,474 KM 160571A

Delivery Specialist

粵/英語
電話
403.945.8808

每周節目時間表 WEEKL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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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服務 以客為先

陳慧珊 Ruby Chan

CCS & CNE

403-630- 7 8 2 9

Ruby.DreamProperty@gmail.com

東南 Mckenzie 柏文

西北 Millrise

848呎，兩房兩浴廁，主人套房連衣帽間，高級

獨立兩層，樓上五睡房，豪華主人套房，可觀山景。全

不銹鋼廚具，石英廚櫃檯

屋9呎高天花，土庫完成，另

手提 403-862-7111

面，私家洗衣房，光猛寬

備一睡房。高檔廚房，不銹

公司 403-685-5700

敞，特大露台連暖氣車位

鋼櫥櫃。屋後私家泳池。地

及儲物室。

點一流，背向綠茵草地。

244,900

619,900

$

$

西南 Windsor Park 柏文

東北 Skyview Ranch 柏文

825呎兩房柏文，另有近200呎露台面積，全新裝修
， 特 大 主 人 房 ， 開 揚 客 /飯 廳
，廚房花崗岩櫃枱面，不鏽
鋼廚具，全新浴廁，地板，
百葉簾等。連兩車位，地點
一流，近千睦商場及輕鐵。
$

903呎，兩房兩浴廁，三樓單邊，特大主人套房，花

SOLD

位，近機場及巴士站。

$

244,900

234,900

$

西北 Panorama 柏文

西北 Panorama

兩房兩浴廁，主人套房，950呎，不銹鋼廚具

獨立兩層，2188呎，樓上四房，主層書房。飯廳。光

，私家洗/乾衣機，開揚

SOLD

猛 開 揚 ， W/O土 庫 專 業 完 成
，另備一房一浴廁及娛樂室

光猛，暖氣車位，近商

電郵 stella@belmormortgage.com

400 2303 – 4 Street SW
Calgary, Alberta T2S 2S7

西南露台，連地下暖氣車

220,000

185,500

$

崗岩廚櫃檯面，加料裝修向

傳真 403-685-8113

。背向綠茵草地，近學校及

場，交通方便。月租

$

商場。

Your Trusted Mortgage Advisor

你最值得信任的按揭顧問

曾秀恆

599,000

583,000

$

$ 1 , 4 00包水電及暖流。

Peter Chen B.SC

陳慧山

403-998-2898

精通粵、客、閩南、國、英語
peter_chan@shaw.ca

盛世地產

勤 業 精 深
有 口 皆 碑

商業及房屋，免費估價，歡迎來電查詢
東 南 I n gl e wo o d 全 新 栢 文

沙省餐館連物業出售
近美國邊境Bienfait小鎮，獨市中西餐3000呎物業，
業主經營超過20年，現退休出售，詳情請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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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ton NW

Panorama Hills NW

2005年建，1711呎獨立兩層，主層實木地板，雲石

近850呎Condo，二房二浴室，室

台面，樓上有Bonus Room，三房二全浴，主人套

內 停 車 位 ， 近 301巴士及商場。

房，完成地下室有一房一大廳一全浴，全新裝修，
新電器，前進雙車房。

叫價 $485,000

Mount Pleasant NW

Kincora NW

2004年新，2020呎兩層獨立屋，主層開放式

式廚房，實木地板，雲石檯面，樓上三房，主

設計，實木地板，樓上三房+B onus R oom，

人套房，土庫有九呎樓底，後進雙車房，近市

兩個半浴室，前進雙車房，近巴士。

叫價 $649,900

Meadowlark Park SW

只售 $428,000

Coral Springs NE

1502呎獨立平房，坐落於6000呎+大地，近

超過2200呎兩層獨立屋，主層家庭廳及客廳

Ch i n oo k M a l l ， 請 有 心 買 家來電查詢。

，另有書房，樓上四睡房，二個半浴室，前

獨家出售

V i c to r i a Par k 栢 文

叫價 $280,000

2005年 新 兩 層 式 ， 1902呎 ， 主 層 書 房 ， 開 放

中心，交通方便。

$338,000

進雙車房，位於內街。

叫價 $510,000

石屎建築，707呎，一
睡房栢文，9呎高天花
，石英石廚櫃檯面，
交通方便，近各類消
閒點。有現成租客至
明年7月，投資極品。

$248,500

近市中心，740呎，兩
睡房一浴廁，寬闊露
台，全新高級洗碗機
，不銹鋼廚具，私家
洗/乾衣機，連地下暖
氣車位，管理完善。

東北 Marlborough
孖屋半邊，三房，月收租
$1350，近輕鐵及商場，投資
極品。

即將上市

市中心豪華栢文

價

成交

,000

$365

$368,000

840呎，一睡房一書
房一浴廁，9呎高天
花，不銹鋼廚具，私
家洗/乾衣機，有河景
，中央冷氣，暖氣車
位，地點一流。

SOLD

西南 Woodl a n d 靚區豪宅
獨立兩層，2170呎，
樓上4睡房，兩全廁，
主人套房，主層書房
亦可作睡房，開揚光
猛，高樓底，開放式
廚房，花崗岩廚櫃檯
面，屋後可直通公園
，全屋保養一流。

$560,000
西北 Royal Oak 柏文出租
兩房兩浴廁，花崗岩廚
櫃檯面，月租$1700，
九月入伙。

手提：403 - 606 - 9338 (粵語)
公司：403 - 230 - 2289
Email：jmdesigncalgary@gmail.com

政府註冊 ◆ 專業水平 ◆ 商業住宅 ◆ 設計裝修 ◆ 手工精細 ◆ 質量保證
商業住宅樓房翻新一條龍服務
● 內外翻新裝修
● 專業室內設計服務
● 安排樓房經紀出售

專業土庫裝修
● 連圖則 (Floor plan) 及
申請政府准許証 (Permit)
● 代客安排申請住宅樓房裝修貸款

退休理財計劃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加上繁複的稅務及退休福利
制度，您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投資理財計劃才能達
到理想的退休目標。
請致電您的財務計劃專家查詢。

建邦保險

道明財富副總裁及投資顧問
(Hons)

Vice President & Investment Advisor
Certified Retirement Specialist
梁兆邦先生

特許投資經理
認可退休策劃專家

道明財富
直綫：403-216-2089

免費長途：1-800-449-5344

Home Oil Tower, 12th Floor, 324 8th Ave S.W., Calgary, AB T2P 2Z2
宏達理財私人投資咨詢部（TD Wealth Private Investment Advice）乃道明銀行轄下宏達理財加拿大有限公司
（TD Waterhouse Canada Inc. 簡稱宏達理財 TD Waterhouse）之附屬機構。
*道明銀行商標，宏達理財乃商標之持牌使用者。宏達理財為CIPF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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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mkproperty.com
Phone: 403-265-8333
Address: #100-207 14 Street N.W
Email: Info@ymkproperty.com
YMK房地產及管理公司為卡加利地

一直以提供個人優質的服務為傲。

家庭想找一個理想的家；是業主尋

區提供全面的專業物業管理和房地

我們提供全方位的物業買賣及管理

求別人來管理您的投資；還是需要

產服務。我們以一個小型的私人房

服務，重點是：單一家庭住宅，聯

房地產購買或出售服務，YMK房地

地產公司形式自2008年成立以來，

排別墅和公寓。無論您是個人還是

產及管理公司都能滿足您的需求。

■ 如欲買/賣樓房，請電 Tsun Li 李俊億 Cell：403-891-3999 ■
西南 Pump Hill 豪宅區

西北 Nolan Hill

西北 Kensington 商用物業

$859,900

$470,500

$2,480,000

獨 立 複 式 兩 層 ，
2238呎 ， 三 房 ， 三
個半浴廁，主層客廳
，飯廳雲石櫃檯面，
廚房特多櫥櫃及花崗
岩中央島，土庫完成
，另備書房、浴廁及
大廳。近名校，運動
中心及商場。

西北 Sherwood

$659,000

獨 立 兩 層 ， 1567呎
，樓上三房，土庫完
成，另備一房及浴廁
， 實 用 面 積 2100多
呎。主層實木地板，
9呎 天 花 ， 高 級 不 銹
鋼廚具。面對大公園
，地大，屋後可建大
型雙車房。

西北 Nolan Hill 豪宅 $959,000
獨立兩層，樓上三大
睡房，豪華主人套房
連蒸汽淋浴及按摩浴
缸，玄関氣派非凡連
七呎水晶燈。石英櫥
櫃檯面，高級不銹鋼
廚 具 ， w/o土 庫 完 成
，影音室環繞音響，
實用面積3400呎，連
屋雙車房連升降臺，
有湖景，物超所值。

獨立兩層，2384呎，
樓上四房，雲石櫃檯
面，W/O土庫裝修完
成，位於幽靜內街，
背出綠茵草地。

西北 Panorama

$6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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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內街，W/O土庫裝
修完成，備廚廁，分
門出入。

誠意邀請同 業加盟
⑴ 佣金保證
⑵ 為旗下經紀提供更貼身買賣輔導
⑶ 不收取月費，更廉宜交易費用，經紀收入更豐厚
⑷ 本公司齊備各類廣告牌，文件及信用戶口，確保交易更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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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本公司可即更新加盟經紀牌照或協助新經紀牌照即時生效

上 2912呎 ， 備 長 期
好租客，保養一流，
後有10個泊車位，一
流投資佳品。

Bridgeland 全新柏文 $499,700
兩房，兩浴廁，投
資、自住皆宜。近
輕鐵站。市中心及
多個公園。

商場 、 旺 鋪 出 售
$430,000

$526,800
，樓上四房，位於幽

， 主 層 2425呎 ， 樓

華埠龍成商場，主層人流鼎盛，合各行各業。

西北 Kincora

獨 立 兩 層 ， 2510呎

一流地點，車水馬龍

獨立兩層，1900呎，
樓上三房，特大主人
套 房 ， 主 層 9呎 ， 高
樓低，寬敞開揚，特
大家庭廳，廚房加碼
櫥櫃，不銹鋼廚具連
煤氣，中央冷氣設備
齊全，土庫高樓底，
近商場，四通八達。

西北Kensington 14St. NW
主層寫字樓分租，約600呎，備部份家私。月
租$2690+雜費（已包括管理費及地稅）或1800
呎，共7辦公室，會議室等。月租$4900+雜費
（已包括管理費及地稅）。鋪後車位另議。
東北近大統華
工/商業鋪位，共1200呎，約300呎寫字樓及
900呎工廠。鋪後備9.75呎x12呎貨車出入口閘
門。交通方便，淨月租$1500。

十大優點 令你更安心更貼身
⑹ 所有有關交易款項全數存入本公司信託戶口，交易完畢後，
首要是先付經紀佣金，剩餘款項才轉帳到本公司業務戶口
⑺ 本公司為私營機構，可更富彈性地收取較低的經紀費用
⑻ 本公司已成立八年，備資深合夥人全力拓展業務
⑼ 每次交易完成後，佣金即時轉賬到經紀指定戶口
⑽ 本公司與經紀的合作條款更富彈性

盛世地產

Robert Nawrocki
(403)-870-5221
大班樓上2房2廁柏文
罕有出售水泥大廈頂樓皇冠
露台，2房2廁，雲石不銹鋼
，送地下暖氣車位，無敵景
，低於政府估價，急售。

全城各區大量
高級柏文出租
一房：$1000 起
二房：$1500 起
全部地下暖氣車位，水電暖氣全包。

全區最平雙車房土庫完成獨立屋 $519,900
R oya l O a k 共四房四廁，新屋
頂，新雲石不銹鋼廚房，土庫
專業完成，2 層1937呎。

全市中心最平新潮柏文送巨型停車位 $288,000
市中心近輕鐵站，名廈有全座最
大地下暖氣車位，靚市塔景，送
良好租客，現租$1475，超級回
報，萬勿錯過，投資極品。

全城最平市中心靚塔景不是印錯價 $213,000
業主會官司勝訴，大賺超過150萬
，現管理費全面減價，超級投資回

市中心 WATERFRONT 筍盤

西南 Aspen 豪宅

(A) Penthouses，近1200呎，兩房兩廁，三個地下停

3000呎三車房大宅，樓上四大睡房，主人套房
。專業用廚房設備，包括：花崗岩櫥櫃檯面，
六頭煤氣爐，雙焗爐，應有盡有。W/O土庫專
業完成，前後園美輪美奐。$1,148,000

車位及2個儲物間，有河景，步行往唐人街。現有租
客至明年3月，月收$3500。
(B) 全新，一房一浴，一車位。
(C) 1000呎，兩房兩全浴廁。

ASPEN ESTATE

C/S

$1,075,000
$335,000
$515,000

西南 Glendale

獨立平房，1200呎，主層3睡房，
共2浴廁，土庫完成，另有一大睡房
，特大家庭廳，地點一流，保養好
，近市中心。
$579,900

近3400呎，walk-out土庫完成，三車房，共六睡
房。後園面對天然林木，可步行往巴士站，LRT，
購物中心 。 （ 敬 請 先 來 電 預 約 ）

西南 BELTLINE 柏文

$1,790,000

$339,000

豪華 Penthouse

獨家出售

全新845呎，兩睡房，兩全廁柏文
，石英櫥櫃檯面，加料裝修，大廳
內設施齊備，不銹鋼廚具。

東北 Crescent Height Condo
1200呎， 兩 個 睡 房 ， 兩 個 浴 廁 。 超 值 價 。

獨家出售

$524,900

西北 Bowness 全新孖屋半邊 獨家出售
兩層式，1974呎，樓上三房，特大主人

報，市中心輕鐵站上蓋，永不空置

西南頂層Penthouse，兩睡房，2全廁，天台花園

，送地下暖氣車位，超級回報率。

，暖氣車位 。 詳 情 請 來 電 查 詢 。

套房，主層開放式設計，實木地板，石
英櫥櫃檯面，不銹鋼廚具，屋後雙車房

$519,900

Dianne
Brown
Cell:403-540-0207

，交通方便，即可入伙。

Landan Real Estate

西南 Signal Hill 區
位於幽靜鎖匙圈，2106呎複式兩層，紅
磚外牆，黏土屋頂，主層客廳，飯廳及家
庭廳有柚木地板，家庭廳有壁爐及特多橡
木櫃，直出特大露台，白色厨櫃，上層有
三睡房，土庫完成，另有大廳，睡房及全
厠，特大保暖雙車房，兩熱水爐，較新油
漆，保養良好，靜中帶旺，交通方便，鄰
近圖書館，購物中心及Superstore，適合
大家庭。

$599,888

Josephine
Chow

周美雲
Cell:403-630-0305

西北區唐餐館 Glenbrook Meadows
西北區唐餐館，40座
位，位於密集民區繁
忙地段，客流穩定，
備有大量停車位，生
財工具齊全，極具發
展潛質，長租約。

只售 $247,500

招 聘

Liquor Depot 門店經理 (店長)
Liquor Depot 是一家擁有親切友好工作氛圍的，充滿活力的企業，是你理想的工作
場所。我們向顧客提供便利的購物網點，多樣化的酒品選擇，和最出色的顧客服務。
我們正在尋求一位具有親和力，以顧客服務為導向，並具有團隊領導經驗的人才加
入我們公司。合格的候選人需要是有活力的，積極熱情的團隊領導者，並酷愛紅酒、啤
酒或烈酒事業。同時，他/她需要能流利的用英語、國語和粵語與顧客交流。
如果你有興趣加入我們這家關注員工成長，充滿樂趣，並可提供彈性化工作時間的
公司工作，請投簡歷到以下電子郵箱 (簡歷必須是英文版本)：fcoons@lsg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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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售 $599,000 叫價 $218,800

主層Townhouse，924呎，二睡
房一全廁，寬敞廚房，有較新不
銹鋼家電，有壁爐，獨立洗衣房
，有大儲物室，新油漆，包一個
室外泊車位，有大量探訪者停車
位，背向青蔥草地，管理完善，
鄰近Mount Royal University，購
物商場，15分鐘到市中心，投資
自住皆宜，隨時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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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JONG
莊恩廉 精通國、粵、英、越語
手提﹕ (403)615-8832

angoralam@gmail.com

電郵﹕benson.jong@creb.com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東南 Applewood

SOLD

獨立Bi-level，1300呎，上下共五睡房
，三全浴廁，備主人套房。Walk- out土
庫完成，可上下分租，前進式雙車房，
全屋新裝修。
$

Country Hill Village柏文

465,900

2房 2浴 廁 ， 近 900平 方 呎 。 超 級
無敵湖景，連一暖氣車位及特大

SOLD

東北 Tuxedo

儲物室。裝修新穎，高級黑色廚

全新infill，兩層式，2500多呎，共四睡房，三個
半浴廁，用料上乘，有吧檯，20’x12’大露台，土
庫完成，暖地板，雙車房，地點一流，近學校，
購物商場，公車站。 $

具。即可入住，近公車、超市及
康 樂中心。 $268,000

$259,000

708,800

市中心西南18 Ave柏文

東北 Tuxedo 210 - 24 Ave NW

630呎，一房一浴廁，新裝修。 備

全新infill，三層式，實用面積超過3500呎，共
五睡房，四個半浴廁，用料上乘，有吧檯，土
庫完成，暖地板，特大露台，特大雙車房，近
大學，理工，購物商場。

室內洗衣房。交通方便，可步行
至多個食肆及購物，連一車位。

899,000 $880,000

$195,000

$199,900

$

Lap Chi Duong

Tina Tran

Email：info@lapchiduong.com
Cell： 403-613-8888
Fax： 855-818-1661
LAP CHI DUONG & ASSOCIATES

西北 Country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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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呎獨立兩層，樓上三房，主人套房
及加建大廳。主層全
新實木地板，石英櫥
櫃檯面，土庫完成備
娛樂室。位幽靜內街
，近商場、購物及交
通方便。 $529,000

西北 Hidden Valley

D
E
T
REN

獨立兩層，1500呎，樓上三房，主人套房
，新裝修，木地板，瓷
磚，花崗岩石面，不銹
鋼廚具，高級窗簾，土
庫完成。 $449,900

Email：tptran@shaw.ca
Cell： 403-608-0808
Fax： 403-775-5433

東北 Huntington

樓房買賣 / 出租 好幫手
本公司備有大批買家及長期租客
如欲買賣樓房或出租閣下收租物業
請來電查詢
東南 Dover

SOLD

孖屋一對，每邊900多呎，各上下分
租，新裝修，新廚具，
月收租可達$5,000，投
資一流。

$699,999

東南 Dover

西北 Panorama Hills

獨立兩層，三睡房，一

獨立平房，990呎，上下各三房，加

個半浴廁，土庫完成。

料裝修，分門出入，獨立洗衣房、

近1900呎，兩層式大宅，樓上三房，
特大主人套房，備兩廚
房，主廚房加料裝修及
設備，土庫完成。

D
L
O
S

土 庫 現 有 好 租 客 。 月 租 $1300。

$289,000

$334,900

D
L
O
S

$529,900

西北 Rocky Ridge 城市屋 東北 Saddle Ridge

東北 Huntington

東北 Pineridge

兩層式1550呎，樓上三房，主人

獨立兩層，1500多呎，三房，土庫

獨立平房，1000呎，樓上三房，土

獨立平房，1160呎，樓上三房，土庫

套房共兩個半浴廁，光猛實用，

完成。新裝修，雙車

雙車房。
52

202 - 18 Ave NE

D
L
O
S

$399,900
成交價：$388,000

D
L
O
S

房。

$459,000
成交價：$450,000

D
L
O
S

庫完成。新裝修。

$424,900
成交價：$423,000

D
L
O
S

完成，屋後雙車房。

$389,000
成交價：$372,500

西北 Ranchlands Walkout 平房
1981年 建 ， 坐 東 南 ， 位 處 休 靜 鎖 匙 圈 ， 1570呎
walkout大平房。主層三睡房，主人套房。土庫完成
，有大廳、睡房及全浴廁

誠徵：業主託售

。特大後陽台，近年裝修
及更新：屋頂膠片、仿木

回饋社群

地板、不銹鋼電器、廚房

分享知識、經驗

桌面、油漆、電panel等。

市府估值 $479,500

$457,500

免費解答房地產、租務問題

本人具 CPM®，FRI，ACCI ，CCS專業及物業管理經驗，絕對是投資客戶資產。

市中心Food Court生意

西北 Sandstone 四睡房 Walkout

西北 Edgemont

連接Plus-15，五天工作，西餐三文治店。

1989年 建 ， 向 南 ， 位 處 幽 靜 內 街 ， 2095呎

1999年 建 ， 2020呎 ， 坐 西 南 ， 大 單 邊 ，

三人團隊操作，適合小家庭經營，既出糧又

Walkout土 庫 。 傳 統 客 、

Stucco外墻。主層書房，二樓三睡房，土庫

賺錢。月租$5,428.04（全包）。生財器具

飯廳、家庭廳，二樓4睡房

完成，另有大廳，睡房，浴室及運動間（可作

齊又新，極速回本。兩年租約，另五年生約
，待業者創業良機。

，主人套房，按摩浴缸。
土庫部份完成，有大廳及

$75,000

壁爐。

$498,000

商鋪租、售

西南 12 AVE 一房柏文

中央北新亞洲廣場二樓，495呎大單邊。Condo管理

645呎向北有市及河景高層有大露台。近年新裝修：

月費（包水、電、暖氣）

仿 木 地 板 、 地 磚 、 電 器 …等

$1,288.71。 地 稅 （ 年 ）
$2,884.16。叫價$208,000；月
（淨）租$850，另加雜費。

安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居樂業

；打磨木地板，數年新屋頂膠板。頂級西北學
校 網 。 面
對 公 園 ，
步

水 池 及 徒

費$423.01，地稅每年$1,295

步徑。

。夾13街，交通方便。

$189,999

到

Ravine、

。包一土庫停車位，管理月

超吸引叫價

行

市府估值$663,500

$619,900

房價 略 跌 、 空 置 率 攀 升
商廈空置既厲害，遣散亦高，為何房價未大
跌或霖市呢？
先請讀者回顧一下過往數據（卡城地產局，
獨立屋平均成交價）：
2007年（第一次高峰）七月：$506,709；
2009年 （ 全球 次 按 金 融 風 暴 最 低 潮 ） 一 月 ：
$413,301；2014年（從2009年谷底反彈至另一
新高峰）九月：$567,653；2016年（從油價急
跌回落）七月底：$541,414。
即 是 說 ， 從 2014年 高 峰 回 落 ， 只 下 跌 了
4.6%[($567,653－$541,414)÷$567,653]，但仍較
2007年為高！
“那如何解釋這現象呢？ 不是失業率攀升，淨
流入人口驟減，及銷售量下降嗎？”有讀者問。
重溫基本功，影響某省、市房地產，客觀因
素如下：
(一)該城市經濟興旺或蕭條？
(二)失業率高或低（包括「破產」及「銀行
供款脫期」數據）？
(三)人口數目在（淨）增長還是流失？
(四)房屋貸款利率是高或低（影響成本及投
資者回報）？
石油業Oil & Gas只佔亞省經濟GDP約30%；還

有其他產業帶領亞省度過石油業不景氣這難關。
至本年6月，全加失業率平均數為6.8%；BC
省5.9%，亞省7.9%；沙省6.1%；安省6.4%。
卡城人口的淨增長，如筆者2016/06/23文“變
則通”：據加拿大統計局Stats Canada 2016年首季
數據，亞省人口淨增長0.4%（17,883人），較全
國其他任何省份為高。亞省人口增長中，超過
1/3是新生嬰兒，總數14,240名；佔全國新生嬰
15%，而亞省人口佔全國11%。2016年首季，亞
省淨流失（移居其他省份）人口為1,788名。
CBC廣播公司所分享聯邦財政部文件（下圖）
，一語道破為何亞省
經濟差（工資及消費
下跌），而房市仍價
穩：很多石油專業人
士，在亞省工作，付
別省的稅，只租不買
，故此一旦被遣散搬
走，租務市場影響較
重（空置率達4.3%）
。若在本省生根石油
業高薪一族，已置業
者，有經濟基礎，又
沒需要賣房吐現，故
不太影響二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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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從2014年高峰回落，
對卡城影響最大莫過於辦公室
大樓（絕大部份單一業主，非
分契Condo物業）空置率。
據商業經紀顧問公司CBRE數據，市中心商廈
空置率從一年前11.8%急升至20.2%：是過往30
年來最嚴峻，仍有變差可能性。
CBRE區域董事長表示，現今算是自1983年
以來最差的一年頭，市中心1/5商廈在空置；而
空置率更有機會再爬升至22%。油價不回升至80
美元一桶水位，空置率難下降。
而租金方面，A級辦公大樓的租金（年）呎
價亦由一年前同期$29.23下調至$20.97。
MEG Energy在分租30萬平方呎其佔用辦公室
；Shell Canada分租18萬3千平方呎；Penn West
Energy分租7萬3千平方呎。
比較當下加國其他大城市，多倫多市商廈空
置率微升至5.3%；溫哥華市略跌至8.8%；滿地
可亦回落至10.8%。
空置率未計算即將落成商廈而在招租呎數。
行內預測，計算市內有300萬平方呎在興建的商
廈加入競爭搶客；若情況沒改善，2018年，卡
城將有1,100萬平方呎的待租空置。
黃金歲月，2009至2014年，卡城商廈空置率
最低，而租值是全國最高。

第五睡房）。全屋三個半浴廁。新地毯，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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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NTWOOD NW

ROCKY RIDGE NW

投資者精選，位於University City高級柏文
，705呎，兩睡房兩全廁，包一個地下停
車位，有現成優質租客，租約特長，到
2017年12月，月租$1600。單位位於三樓
，面向東南，兩邊均有超大窗，陽光充足
，九呎樓底，時尚設計，木地板，高級不
銹鋼廚具，全新爐頭。大廈設施包括：健
身室、會議室、儲物間，管理費特平$390
包水及暖氣。可步行至C-Train及大學。

1492呎，兩層城市屋，前進

$339,000

$449,900

雙車房，End

Unit單邊位。

背對綠茵及水塘。全屋三睡

James Tull
杜振邦

房，三個半全廁，土庫專業
完成，管理費$463。

BOWNESS NW

$229,900

PARKLAND SE

$545,000

三睡房，全新裝修城市屋，1042

1853呎，兩層獨立屋，前進雙車房，

呎 ， 近 學 校 、 河 邊 及 Bowness公

全屋共五睡房，三個半浴廁，60X110

園，管理費特平$150。

呎大地。近Fish Cree k公園及學校。

ROCKY RIDGE NW

1330 - 15 AVE SW

$228,000

$167,000

2010年 高 級 柏 文 單 位 ， 一 睡 房
一書房，700呎，包一個地下停
車 位 ， 管 理 費 $263包 水 及 暖 氣
， 大 廈 內 有 Pa r t y R o o m 、 健 身 室
，已吉，即可入住。

罕有法院拍賣，近17Ave，鬧市柏
文單位，635呎，一房一廁。投資
精品，勿失良機。

戴上耳機，播放一首“夜的鋼琴曲”，隨手捋一捋散
落在耳際的發絲，在這夜的闌珊處，悠然品茗，獨享清
歡。尋一種世外淡然的心境，讓靈魂如縷縷茶香，隨
煙輕揚，裊裊升騰。
看杯盞茶心，品茶香物語。第一道茶苦如生
命；第二道茶香如愛情；第三道茶淡如清風。一
杯清茶，三味一生。人生就像這盞清茶一樣，
或濃郁，或清淡。各中滋味，都要自己去細細
的品味。品味的過程，便似人生的旅程，有你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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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也有你抗拒的。人生在世，功名利祿

感

來來往往，榮辱成敗浮浮沉沉。品茶，就像品
味漫漫人生一樣，酸甜苦辣，盡數其中。

悟

夜已深，人亦靜。聞著淡淡地茶香，任由
思緒縹緲，就連那一抹若有似無的心事，也在這
般靜好的時光中婉約成詩。於是，漫漫長夜便覺得
格外清寧與愜意。
此時，沒有一點矯飾和浮躁，忘卻了一切得失和榮

夜品香茗意無窮

辱，伴著夜曲的重復循環，心境唯美而恬淡。或許，茶
等的，是懂它的人；而人等的，亦是傾心的茶。茶遇水
是緣，亦如人生之緣。能夠以一顆感恩的心，對待生活

仲夏之夜，悶熱中略帶一絲微涼，卻依舊沒有絲毫
睡意。於是，泡一壺清茶，在透著微光的窗邊靜坐。看

所有，那是一種境界。想要以一顆無塵的心，還原生命
本真，又需要經過多少修行？

茶葉在杯中翻騰，飄出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肺；看茶葉

人們總是渴望淡然的心態，靜娛的心情，可是在這

在杯中浮沉，猶如人生起伏，靜默感慨。喝一口，細細

個現實功利的世界，人人都在為生存而奔波，而追逐，

的品味著茶味的苦澀與甘甜，體悟著人生的得失榮辱，

生活的壓力和緊繃的心弦，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讓人丟失

苦樂炎涼。

本真。祈盼遠離塵囂，回歸自然的願景，仿若海市蜃樓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可望而不可即。
人都說，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才看得清自己曾
經擁有過什麼。我卻認為，其實人們一直都知道自己擁有
什麼，只是自以為永遠不會失去而已。
人生，即是煮了一壺碧螺春，假茶，不必在意；新
茶，可以回味；熱茶，可以暖心；涼茶，何必不舍？倘若
品茗亦多情，豈非醉了歡喜，也醉了憂傷。朝陽煙霞，最
美不過瞬間，而長久的依然是日上高杆與暗夜沉寂。
驀然回首，方才意識到真正值得我們為之追求與向
往的東西其實很簡單。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平淡樸實
才是真，踏實靜忍方為久。
世事如水，境界如茶，茶可清心，亦可悟道。淡淡
的一絲香甜，柔柔的一縷心音，淺淺的一份歡欣，暖暖
的一份情真。那份清醇，那份淡雅，都在默默地品味之
中，蘊含著人生的真諦。
茶，可以是一種情調、一種品位；一份憂傷、一份落
寞；一縷相思、一縷寄望。又或許，它是記憶的收藏。每個
人都宛若一片茶葉，因著各自的定數或因緣，或早或晚地融
入這繁華三千的世界。在融會的過程中，世界不會刻意地留
心每一個人，就像飲茶時很少有人會去在意杯中哪一片茶葉
一樣。茶葉不會因融入清水不為人在意而無奈，照樣只留清
香在人間。 喝茶的時候，芬芳怡人，帶給人不同的心情與感
受，即便清茶入腸，依舊口齒留香。猶如那些走過的歲月，
在腦海裡慢慢的浮現，看似飄忽千裡，卻又仿若眼前。稍縱
消逝間，卻是留下意猶未盡，回味無窮……
◆此文摘錄網絡

英語、廣東話

手提︰(403) 815-2882

Monterey Park NE 城市屋 東北工業區生意出讓
1200多呎兩層式城市屋，主層
客飯廳及廚房，硬木地板，樓
上三睡房，主人套房，單邊，
前進單車房。 $

289,900

Country Hill Village NE
1350呎，兩層式城市屋，主層
客廳、飯廳、廚房，樓上三睡房
，主人套房，Walk-out土庫，前
$
進單車房。

319,000

東北工業區近32 Ave NE，舖
面4200呎，經營批發生意，供
應零售花店各種用品（鮮花除
外），競爭不多，每星期五天
營業，不用多人手，經營容易
，生意連物業開價$990,000
，舖主經營廿多年光榮退休，
業主考慮淨賣生意。

盛世地產

PANORAMA HILLS NW

東北 SADDLERIDGE 柏文

獨立約1970呎，3+2睡房兩
層式，3個半浴廁，前進車
房，有Bonus大廳，後有大
平台及單車徑，可步行至
#301巴士站、Superstore
$
及學校。

兩年新，724呎，兩房，
全廁 ， 有 停 車 位 。
$

東南 Ogden

229,000

CAPITOL HILL NW
5 0 呎 闊 地 ， RC 2 地 段 ， 獨 立
平房，樓上三房，連合法出
租土庫。分門出入，近16大
道、理工及大學，可步行至
$
輕 鐵站 。

499,999

D
L
O
S 580,888

SHAWNESSY SW

獨立兩層式，三房加書
60座位唐西餐館，有酒 房，主人套房，共兩個
Beddington
牌，生意穩定，生財工 半浴廁，屋後特大露台
兩層式孖屋半邊，約1120
，前進雙車房，保養一
具齊全，租金$3250+水
呎，三房，一個半浴廁，保
流，近輕鐵站，購物及
$
暖電。
養好。
交通方便。 $
$

325,000

99,888

市中心生意出售
1263呎，46座位快餐店，
有酒牌，單邊主層，租平全
包。 廉 讓 $

459,000

79,000

價錢公道
品質上乘
服務完善

專營各款各類櫥櫃及櫃門
加拿大木料，獨立噴漆房

浴室洗手盆櫃連石英檯面
30吋 48吋 60吋

60”

國／粵語查詢專線：

71 Ave SE

Eliza︰403-830-8049

5 St SE

Blackfoot Trail SE

Macleod Trail

六天營業：星期一至星期五 8am-5pm / 星期六 9am-4pm / 每日下午5時後，星期日及假期可預約

Glenmore Trail SE

N

Chinook Centre

Unit E-G, 7210 5th St. SE Calgary T2H 2L9 www.clcabinets.ca
P: 403-717-0800 F: 403-717-0880 E: info@clcabinets.ca

或電郵

eliza@clcabinet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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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價 由$388至$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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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718-2011
403-781-7171

Special Purchase Limited Quantity Only

廠家促銷特價

售完即止

超值按摩椅
備多種不同按摩功能模式，
可調校不同按摩椅角度，局
部或全身按摩。小腿及腳部
備按摩氣墊，提升新陳代謝
，增加血液循環。

廠價美金：$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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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威信特價：

另有 小巧舒適經濟實用按摩椅
備頸部、背部及腰部全面按摩。
附小腿震動按摩功能，頸部特設
光熱滾輪，額外溫暖舒適。

$800

特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