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來這裡最值得留意的娛樂節目，

是將於四月公演的大型粵語話劇《寄不

出的情書》，它述說一個很道地的溫哥

華故事。劇情圍繞溫哥華一對長者夫婦

和三個女兒，故事感人。台前和幕後的

工作人員都是來自溫哥華，觀眾一定很

有親切感。

此外，香港重量級歌手葉振棠將於

本月在New Westminster 舉行兩場演唱

會。最近憑劇集《老表你好hea！》爆

紅的蔣志光，將於3月1日與黃光亮及李

麗霞一起來到溫哥華演出一場「老表新

春搞善IN CONCERT」。

電影方面，曾經執導  The  Matrix
的導演The Wachowskis兩姊弟，本月

有新作推出，就

是科幻片Jupiter 
Ascending，由

型男 Chann ing 
Ta t u m 主 演 。

而 動 畫 片 T h e 
Spongebob mov-
ie: Sponge out of 
water也登場。

潘煒強執導

    「寄不出的情書」
葉振棠與蔣志光蒞溫演唱

《寄不出的情書》

老表新春搞善 In Concert

Jupiter Ascending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6日

這部科幻片是曾經執導過著名電

影The Matrix的導演 The Wachowskis兩姊

弟的最新作品，片中由 Mila Kunis 演的 

Jupiter Jones，是個普的清潔女工，直至由 

Channing Tatum演的Caine來到地球找她，

蔣志光、黃光亮和李麗霞將於3月

1日（初十一）親臨加拿大溫哥華列治

文河石劇院與大家一起載歌載舞，共

度新春。演唱會當晚部分收益將捐贈

列治文醫院基金會。

香港劇集《老表你好hea！》大受

歡迎，劇中演員蔣志光也爆紅，他是

創作歌手出身，由他創作曲詞的歌曲 

《相逢何必曾相識》最近又再度流

行。黃光亮是著名香港電影及電視演

員，由於他長相特別，觀眾對他的大

眼睛和鼻子印象深刻。人稱黑妹的歌

手李麗霞，對年長的一輩來說可謂耳

熟能詳。七，八十年代黑妹在酒廊界

香港重量級歌手葉振棠將於2月10日及11日晚上來到 New Westminster 
的 Starlight Casino，在Red Lounge舉行兩場演唱會，唱他的名曲，例如《大內群

英》、《忘盡心中情》等，特別嘉賓是本地歌手Bowie Liaung 及Angel Huang。
日期：2月10日及11日晚上

地點：Starlight Casino, Red Lounge (350 Gifford St., New Westminster)
票價：$78
購票熱線： 楊光(604-779-7373) ◇

葉振棠 Starlight in Concert

由本地「DramaOneVan一劇場」製

作的原創大型粵語話劇《寄不出的情

書》，將於4月19日星期日假Burnaby市的 

Michael .J.Fox Theatre公映日、夜兩場。

《寄不出的情書》是一個道地的溫哥

華故事。劇情描述一對獨居長者夫婦，

在溫哥華一幢小屋生活多年，太太突然

病逝，三位多年不見且一向不和的女

兒，因要辦理母親身後事，紛紛回家，

同時也發現老父患有腦退化症，需要入

住老人護理中心。過往，三姊妹為著種

種不為人知的原因，不願探望父母，亦

甚少往來，並因著家中過去隱藏著很多

衝突、矛盾、誤會而變得疏離。今次的

家庭重聚，卻發現爸爸留給他們多封沒

有寄出的書信，讓他們重新思考以往一

切，終於解開纏繞心間的多年謎團。

這個感人故事的編劇兼導演潘煒強，

是「DramaOneVan一劇場」的藝術總監，

也是資深舞台劇演員，在大溫哥華曾執

導多齣話劇，他解釋說：「這故事是探

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情是每個人都

要面對的，我們常常忽略自己所愛的

人。父母和子女之間，有很多在成長過

程中的誤會，使大家的關係難以維持，

這是話劇要帶出的信息。」

談到創作這劇本的過程，潘煒強說：

「心裡有這個故事大綱已多年，創作時

我搜集了很多不同的資科，把自己看見

的和聽到的故事，加以戲劇化。戲劇是

將生活昇華，放在舞台上，使人反思問

題，思考人生，檢視自我。」

《寄不出的情書》話劇，共有29名

演員參與演出！這麼強大的陣容，在卑

詩省的華語話劇中，頗為罕見。劇中主

要演員包括曾是香港話劇團演員的蘇柔

美、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莫綺雯、香港

著名話劇演員林小寶和曾執導音樂劇的

李家鑾。是次所得之收益將用作支持

Health and Home Care Society of BC ( Care 
BC)「Meals on Wheels 」項目。

演出日期：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公演時間：3pm及7:30pm (一日兩場)

地點：Michael J.Fox Theatre(7373   

         Macpherson Avenue, Burnaby, BC)

購票及查詢: 604-831-1633 或 

dramaonevan@gmail.com 

製作：DramaOneVan一劇場 ◇

潘

煒

強

大型
粵語話劇

日期：2015年3月1日

地點：River Rock Show Theatre
            8811 River Rd, Richmond, BC
售票地點：Ticketmaster
名影集 1261-8338 Capstan Way, Richmond,
電話：(604)649-6638
票價：VIP $268; $188; $138; $88; $48 ◇

享負盛名，客人

點唱  更以一千元

點唱一首歌以讚

賞黑妹的歌藝。

她的命運才起了變化，她將會改變這宇

宙。(圖片提供：Warner Bros. Pictures)

The Spongebob movie:  
Sponge out of water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6日

在這部動畫電影The Spongebob movie
的第二集，Spongebob和他的英雄隊伍需

要從海盜Burger-Beard手中奪回食譜，拯

救這城市。◇       

上演日期：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  
公演時間：下午3時 (日場) 及 晚上7時半 (夜場)

地點：MICHAEL J FOX THEATRE 
7373 MACPHERSON AVE, BURNABY, BC

編劇及導演：潘煒強
票價：$100 ($50 退稅收條), $38, $28, 10 張以上，有團體票優惠

購票及查詢：(604) 831-1633 / dramaonevan@gmail.com
售票地點：名影集 (新城市廣場1261室)

是次所得之收入將用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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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玉明

看曾悅文的油畫作品，實難以想

像能臻此境界者，竟是一位17歲的中學

生。去年才16歲的她，以一幅《格蘭湖

島的早晨》(On Granville Island)參加戶外

寫生大賽，竟奪得冠軍並同時獲得獎學

金獎。

1998年在溫哥華出生的曾悅文，生長

於一個充滿藝術氛圍的家庭。父親曾向

明和母親都是畫家，兄長曾俊文則是音

樂演奏者及音樂創作人，11歲開始撰寫

樂曲，16歲時已獲獎無數。

曾悅文從小就喜愛繪畫，四歲時開

始要求父親教她畫畫。她對昆蟲和小動

物特別感興趣，所以父母親一有空便帶

她到各地的動物園及大自然

環境中去繪畫。

父親曾向明向筆者透

露，絕大多數初學繪畫的孩

子，都喜歡使用色彩塗塗抹

抹，但女兒曾悅文卻對素描

情有獨鍾，從四歲到現在，

她已經畫了數以千計的素

描；16歲時，亦已基本完成

美術學院人體寫生以外所有

素描與透視課程。曾向明堅

信繪畫是提高兒童智力和手

作能力的最佳方法。

原 來 ， 九 歲 那 年 ，

曾悅文在卑詩省高貴林

第4 3學區通過考核，被

選入天賦兒童班，從此

得到學習各種知識的好機會。十歲開

始，曾悅文就對古今中外繪畫大師的

作品，產生濃厚興趣。她父親除了買

給她各種畫冊參考外，還經常帶她到

北美有名的博物館和美術館觀摩欣賞

名家佳作。難怪她比同齡的人對歷代

大師的藝術造諧了解甚詳。而她畫的� 

傑出小畫家
     曾悅文的花花世界

《格蘭湖島的早晨》

《窗台上的花》

《盛夏的花園》

《懷舊音樂家》

《人像速寫》
曾悅文

《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麥當勞》(Shadow of 
Sir John A. Macdonald)油畫，更被學校老

師們稱為有史以來全校最好的作品。

曾悅文特別喜歡繪畫花園。每年夏

天，她們一家都會開車去大溫哥華各地

寫生和拍照，故此，曾悅文相當熟悉溫

哥華、本拿比、高貴林、列治文，白石

的漂亮街道。她畫了很多以溫哥華花園

命名的油畫，在畫藝市場上大受歡迎。

溫市中心的一家畫廊老板戴瑞克．海斯

勒對她的畫作高度讚揚。他也鼓勵曾悅

文多些繪畫其他題材，更認定曾悅文將

來必會成為「傑出的女

畫家」。

曾悅文和家人出外

寫生的過程中，不但

畫美麗的花園，也畫

了不同階層的人物，

例如：老人、孩子、

街頭音樂家、藝人、

小販、漁民、餐館服

務員等等，顯示了她

深邃的觀察力。

曾悅文幫助父親，

跟多倫多資深畫家及

教育家露絲瑪麗阿姆

斯 特 朗 發 起 組 建 了

「加美素描藝術家協

會」，其宗旨是展出北美第一流的素描

作品和鼓勵年輕人重視學習素描。2012

年曾悅文被所在的中學評為年級第一好

學生（top student）。

筆者覺得曾悅文的人物速寫、人物

造型更為傳神，神態活現的花卉，證明

她確下了不少苦功。曾悅文全力以赴、

力求完美的態度，相信定能力壓同儕，

前程無限。◇

《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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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Dizzy!生於1998年12

月23日，是隻黃金獵犬，也叫

金毛犬。我胃口奇好，長得

快，剛到新家時，媽媽幫我洗

澡，但水槽已幾乎容不下我。

但我太頑皮了，幾乎每星期

都得洗一次澡，因媽媽怕我臭

臭，沒人抱抱。才一個月，水

槽已容不下我了，媽媽得抱我

到她的大浴室裡洗澡。我喜歡

逗弄她，每回全身濕漉漉地就

迫不及待的衝出浴室，使勁的

甩動全身。哇!糟了！地上、

牆壁都是肥皂水，媽媽氣急敗

壞的整理善後，之後乾脆把我

送到美容院，讓店家幫我洗

澡、掏耳朵、修指甲、剪毛，

享受貴族般的待遇。洗完澡後 

人人都誇我是個小帥哥呢！。

爸媽和哥非常疼愛我，常

帶我出去蹓躂，逢人就說家裡

多了一個小兒子。哥哥也經常

邀同學到家裡玩，我會使出渾

身解數耍寶，追趕跑跳碰，都

難不倒我。有一天我玩過頭

了，太high了，居然忘了去後

院尿尿，我偷偷地尿在客廳

裡，哥哥去告狀，結果屁股被

媽媽捱打了。媽媽家教好嚴，

有好多規矩要守，所以在我四

個月大時，媽媽就請了一位訓

練師到家裡來，因為我會暈車

不喜歡坐車。訓練師教我禮儀

及手語，一共十堂課，每次一

小時。訓練師說我太聰明了，

擁有五歲小孩子的智商，所以

他教我的動作及規矩我五分鐘

就學會了。我無聊的拚命打呵

欠，但我又不能偷跑，他用

choke chain套在我頸部，只要

我不乖，他一抽鍊子，我便不

能呼吸，非常痛！因此他把我

訓練成一隻非常有教養有禮貌

的狗狗，但也要感謝媽媽每天

的複習與訓練。

我是一隻人見人愛的狗

狗，高大又帥氣，氣質很好，

全家都以我為榮。每當他們帶

我去散步，一大堆羨慕的眼光

都投向我，「哪裡買的小帥哥

啊！」媽媽很得意的向他們炫

耀說：「牠祖父可是得過儀態

獎呢！」、「牠還有正宗的

血統證明啊！」瞧！媽咪好

愛現喔！◇

圖：Allen Ding（4歲半）

文：阿蘇哥哥往機場

我的成長過程
   張麗娜

精於針灸與經絡推拿的獨特手法
溫哥華十年以上診所臨床經驗

地址：#516-4538 Kingsway, Burnaby
(麗晶廣場匯豐銀行樓上五樓)

電話：604-282-4988
手機：604-762-4508

胡咪咪中醫 
針灸推拿診所
BC省註冊中醫針灸師
2014年擔任加拿大中醫            
針灸師總會理事

訂閱費用：

加拿大 $30  美國 $35   海外 $55

附上支票/匯票 $_____ ，作為訂閱由2015年____月起一年共12期《中僑新天
地》的費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上述資料，連同支票或匯票寄往：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寫 S.U.C.C.E.S.S.。查詢請電 
604-408-7269 。

《中僑新天地》訂閱表格

              一年12期，每月月初出版

開開心心

我們開車往機場

大小行李

一件件放在車廂

機票護照

都已安排妥當

 

時間一到

我們就會飛到天上

穿過白雲

張麗娜出生於台灣，1985

年移加，先後師從陽雲和周士

心名師。曾任加西台灣藝術家

協會會長、現任漂木藝術家協

會副會長、中華民國僑委會僑

務促進委員。曾三次組織溫哥

華女性藝術家雙年展，(2006

年、2008年、2010年)。其作品

曾多次參加洛杉磯、多倫多、

溫哥華及台灣聯展。

到達美麗的地方

節目豐富

到處遊覽觀光

爸媽都說

時代變了生活不一樣

他們當年

環遊世界只是夢想

哪像今天

幾歲大就飛過太平洋和大西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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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韻   馬新雲

冬夜，雪無聲地飄在窗外，迷濛了

天地，只有路燈的光暈溫暖地懸著，為

飄落著的雪花著上些許霓彩，也為在風

雪中跋涉的路人投下一片溫馨。

小店的門不時被打開，調皮的風兒

緊隨著開門的顧客鑽進門內，帶進了多

情的雪花。進門的人邊跺著腳邊拍打著

身上的積雪：「下雪了！」、「下雪

了！」每個進來的人都笑著這樣重複，

我也跟著重複，「下雪了！」，享受著

雪帶來的一種興奮。冷，卻很溫馨。時

間久了，地上濕漉漉的，雪在門縫處堆

砌了一個個小雪坨，要打掃，要清理。

即便是呆在室內，雪也會迫使你與它親

近，仔細聆聽，似在竊竊細語。

十一點關店，望著大街上白茫茫的

一片，不由地記起小學課文裡的句子：

下雪了，地上白了，樹上白了，房子上

也白了。對於沒有見過白色童話世界的

孩子來說，那是無聲的召喚，那是飛翔

的夢。此刻身臨其境，又找回了當年的

親切，如夢如幻，恰似牽引著你的腳步

漫無目的行走的精靈。

「千樹萬樹梨花開」!「剩喜滿天飛

玉蝶」！是梨花？是玉蝶？梨花在樹上

隨風搖曳，玉蝶在空中自在曼舞!是「春

江花月夜」的撩人？還是「梁祝」的纏

綿？耳畔隱隱樂聲。

Email: info@wongsinsurance.com
Website: www.wongsinsurance.com

社區裡實際上一片寂靜，白色的世

界裡僅自己踩在綿軟的積雪上的撲哧

聲。路旁修車房的屋簷上，積雪的下面

垂掛著一排長長的冰凌，燈光下晶瑩中

透著寒氣，又突然想到一個已經記不清

什麼名字的童話故事：一個被魔法賭咒

後變得冷酷無情的女孩，拋棄家人割捨

親情，駕著一輛冰車，義無反顧地走進

一個被惡魔掌控的冰雪世界，是情人的

眼淚滴到她的眼睛裡，她的心復蘇又變

回善良。孩童時的心裡真的希望是果真

如此，幻想著當千千萬萬善良有愛心的

眼淚滴向那些瘋狂惡魔的眼睛後，天下

太平，處處皆溫暖了。冰凌在風中偶爾

會發出嗡嗡的低吟，若有若無，卻引發

讓人停下腳步的誘惑。

家是溫暖的，家又是清冷的，是心

裡的清冷。明天不需要早起開店，星期

六的晚上總是可以奢侈地享受一下週末

時光。浴後的感覺是另一種溫暖，這溫

暖可以催生心靈的復蘇。「窗外正風

雪，擁爐開酒缸」，那是杜牧的情懷。

莫辜負了這雪夜良宵，我找到古琴曲 

《白雪》，將剛剛熱好的一杯香草豆奶

放到茶几上，然後將自己癱在沙發裡。

雪夜，在溫暖孤寂的小屋內，正是聽雪

的時候。

許久不彈琴了，是因為忙，是因為

亂。人生要承擔的太多太

多，人生要想的事也太多太

多，就是有那麼多那麼多的

東西讓你放不下，可實實在

在是該放下了。一部轉了六

十多年的機器，從不斷完善

到飛速旋轉再到零件老化，

將自豪與悲哀同時昇華而後

再相繼拋卻，就像此刻的音

樂。天籟來自瑤池，清靈、

激越、洋洋灑灑，當「凜然

清潔，雪竹琳琅之音「過

後，便是「此處無聲勝有

聲」的超然與虛無。「大音唏噓」！

窗幔半開著，是為了看雪，也是為

了聽雪。「況得此宵兼雪月，白衣裳憑

赤欄杆。」是何等的優雅畫境。但今夜

無月， 我無從感受月與雪的對語，我也

無意雪夜依欄去憑弔嚴冬的寒冷。雪是

一片一片的在飄，「未若柳絮因風起」

的童音清脆而至。的確像是春風裡漫舞

的柳絮，故鄉春天的柳絮如幻地浮在了

眼前，那是春風的輕吟。這些飄舞的小

精靈，也像是歡快飛舞中的白鴿不小心

抖落的羽片。這樣美妙的雪景是可以任

你遐想的，遐想著，便出現了「鴿子

呀」的動人旋律，頓時熱血沸騰了。

目光遠去，想像著「獨釣寒江雪」

的影像，何其悲壯！又何其瀟灑！不知

那位釣者感受到的雪韻該是如何雅緻！

無論如何，他的雪韻在時下是不會存在

的了吧！那該屬於只能遙望卻不可企及

的出世清韻吧。柳宗元真是了不起，他

用寥寥數語將一幅釣雪的「潔白的孤獨

者」的孤傲形象呈獻給了後人。人道，

柳宗元以他自己的不入濁世的情操成就

了「潔白」的千古絕唱。今夜，我也試

圖撲捉這孤傲的潔白清音。

豆奶溫熱潤滑清香，我的眸子裡幻

化出了那賣火柴小女孩手中點燃的幾支

火柴的光亮，溫馨又一次湧向了全身。

小女孩的雪韻又該如何？我想，她心中

最動聽的雪韻一定不是她那赤足踏在雪

地上時發出的噗噗聲，也一定不是狂風

挾雪的呼嘯聲,一定會是烤爐裡的那只

烤鵝帶著片片雪花飛落在她手中時的笑

聲。她的笑聲在夢裡，在她用靈魂去追

隨雪魂的夢裡，儘管她那幼小的心靈還

沒來得及去讀懂雪韻的精髓！

古琴曲《白雪》繼續迴圈著它的清

冷與激揚。「白雪陽春，一曲西風幾斷

腸。」是另一種雪韻吧。何其淒美？何

其糾結？越是斷腸，越是無法擺脫，越

是要與它纏綿！

「雪唱與誰和，俗情多不通」，也

太過武斷了吧！靜下心來去感受，那撫

摸心靈的聲音會是來自天地萬物，有誰

的心靈不是與它相通的呢？相信今夜聽

雪的不只我一人。

雪韻，帶著天籟的洗禮；雪韻，昭

示著柔細與博大、頑強與純潔！

「一往淒清，同訴飄零。」這是今

夜由心底升騰起的雪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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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講解，邊學邊做，交流鼓勵，促進執行力見實效!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3月25日至4月29日

 (粵語) 

Richmond Caring Place

7000 Minoru Blvd.,列治文

逢星期三

上午9:30至12:00

Metrotown公共圖書館, 
Willingdon街6100號,        

本拿比

「培養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請電：604-732-8187

2月13日至3月27日

 (國語) 

3月3日至4月7日

 (粵語) 

逢星期五

下午1:30至4:00

逢星期二

上午9:30至12:00

中僑互助會素里辦公室

152街10090號,素里

Strathcona社區中心

601 Keefer St,溫哥華

請電：604-588-6869

請電：譚太Liza Tam,

  604-713-1843

請電：604-940-8967

逢星期一

下午1:30至4:00

3月9日

至4月20日

 (國語) 

請電：604-940-8967

「健康自我管理系列課程」免費義工組長培訓

3月11日

至4月15日

 (國語)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西8街360-1385號,溫哥華

逢星期三

上午9:30至12:00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3月9,16,19,23日

(粵語）

（培訓共需4日）

逢星期一/四

上午9:30

至下午4:30

請電：604-940-8967Richmond Caring Place

7000 Minoru Blvd.,列治文

列治文假牙診所
無需牙醫介紹
植牙假牙‧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服務
新增專業註冊潔牙師洗牙服務，請預約

電話：604-284-5528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太古廣場1200 號
(8888 Odlin Cres.)

列治文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首次檢查免費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額滿後(每班15人)須等待參加下一期課程！
報名或查詢近期將舉辦的其他中/英文講座或組長

培訓，請
上網到：http://www.selfmanagementbc.ca

積極自我管理 做好健康的主人
「培養慢性疾病/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

  學員們的收穫與體會  

● 我有幸參加這次

講座是加拿大政府對長

者的關懷和愛護。組長們以實用和通俗

的語言進行講授，讓我受益良多，對日

後生活和飲食都有很大幫助。如果每一

位學員能不斷學以致用，都將會畢生受

益。 

● 上課前，很多方面的知識都很貧

乏，未能掌握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所以

也沒有特別的期望，只是想多學一點知

識。意外的驚喜是組長和我們的互動總

是有趣和生動，而且深深感受到組長們

是身體力行和言之有物。

● 通過這次講座，不但使我明瞭是

老年人的遲早都要有些「慢性病」，更

學到了不少簡單實用的保健方法去控制

這些疾病。例如，怎樣與醫生溝通、怎

樣看食品包裝的標籤等，學會用腹式呼

吸去放鬆；也促動我堅持身體力行做運

動，更加注意自己和家人的飲食。  

● 我雖然年屆60歲，身體也算健壯，

只是得了高血壓。參加這次「慢性病健康

自我管理課程」，讓我知道了人到老年，

會百病叢生。我們要正確面對疾病，節制

飲食，堅持運動，多與人交流。 

● 課程給了我們一個交流的好機

會。每次給出的討論題目，都圍繞著一

些健康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話題，讓

我們可以分享做運動，平衡膳食，舒緩

情緒，改善溝通的心得，互相幫助改進

生活飲食習慣，走出病痛的折磨，讓我

們的退休生活更輕鬆快樂。  

● 我沒有慢性病，但父母都已80多

歲，他們都有糖尿病、高血壓、失眠

等。上了這個課程，使我知道了怎樣照

顧他們。我會教他們怎樣呼吸能改善睡

眠，告訴他們堅持運動的好處。日後自

己也會有病，這樣對自己也有好處。   

●  我對慢性病課程的感受很多。因

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疾病，所以每次同

學們分享個人自我管理的過程和經驗， 

我都會得著良多。  

●  通過組長的講解使我學到了許多

知識，例如：藥物的正確選擇與使用、

運動如何安全又有效、怎樣了解與及時

處理自己的情緒、壓力對人體的影響，

等等。我感到收穫最大的是，明白了堅

持運動是個關鍵。用課上學到定行動計

畫的方法，可以幫助自己持之以恆，培

養和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 我覺 得這個 課程很

好，它能提高每一個人對慢

性病的認識和如何進行自我

管理的能力。讓我們都能過

一個美好的人生、快樂的人

生。將會給親友極力推薦這

個課程！

義工組長們在組織學員們圍

繞主題討論，相互分享自己

健康飲食的方法和經驗

講解了如何更好地做出決

定，義工組長們立刻在課上

帶領學員們用實例加以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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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近在咫尺，許多人已經開

始準備賀年食物、打掃居室以及和親朋

好友會面聯絡感情。要知道，目前所有

的癌症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可以藉著

吃得健康、充足的活動和保持健康的體

重來預防。以下是幾項

在新年中維持健康的好

辦法：

1.你的親朋好友可能希

望你煮出一桌傳統年

菜，如煎餃、湯圓

和炸油角，這些食物

多為高油脂、高鹽份

和糖份，並且不含足

夠的纖維素。試鼓勵

親朋好友嘗嘗你準備

的健康前菜，如新鮮

的生蔬菜加上自製沾

醬。如果這些健康食

物已經準備好，馬上

就能食用，你的親

友大多更樂意選擇去

吃。

2.嘗試用果乾和堅果取

代糖果和朱古力來贈

予親友。

3.你可能仍然想維持佳節傳統，但最好

為你的賓客準備更健康的選擇。以身

作則，將自己的餐盤裝滿至少一半的

蔬菜，並試選擇魚類而非加工肉類。

4.與其在家看電視過年，不如全家出外

走走，一起參與本地活動。

5.當你開始清掃屋內和裝飾家裡時，為

何不試試自製清潔劑？你可以使用簡

單不過的配方，將自家廚房就可以取

得的醋和清水放進噴霧瓶裡使用，並

使用報紙將窗戶清理得潔淨無瑕。

節日是讓家人團

聚、享受佳節時刻和慶

祝活動。這樣的時刻也

是罹患癌症的親友需要

更多關懷，或是照顧

者需要傾訴的時候。當

一個人被確診患上癌症

時，他及親友們會覺得

世界天翻地覆。常人難

以理解癌症患者自身的

癌症歷程，但若能與有

類似經歷的人聊一聊，

會讓他們有被關懷的感

受。

加拿大防癌協會提

供「癌症關懷服務」，

給予癌症患者或是照顧

者傾訴的機會。受過良

好訓練的志工團隊將聆

聽、提供希望、給予鼓

勵，以及分享想法──

這些擁有類似經歷的義工會以自己的觀

點角度來開導患者。想了解更多關於這

項免費服務，或義工司機接載、經濟支

援及假髮和義乳借用計畫，請瀏覽：-

cancer.ca和cancer-asian.com或致電： 

1-888-939-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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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類保險：汽車、商業、房屋、醫療、人壽、旅遊

PETER MACDONALD

電話：604-321-9125 傳真：604-321-9586

5606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at E. 40th Ave.)

INSURANCE AGENCIES LTD.

服務大溫地區超過35年，

信用保證，價格公道。

網址：www.pmacdonaldins.ca

提供廣東話
及普通話服務

   楊光醫生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會長

溫哥華：  2015年1月8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四）

 

上午10 時至中午12時 
馬寶渥烈治社區中心 
990 West 59 Ave., Vancouver

列治文：    

上午10 時至中午12時 
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Canadian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5771 Granville Avenue, Richmond)

導師： 黃慧韻女士 (Vivien Wong)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並獲取美國麻省波士頓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音樂學士學位。Vivien曾跟隨多位名師包括江樺女士
及Margreta Elkins女士學習聲樂，對教授聲樂及指導合唱團具多年豐富經驗。

教授內容：各類中西（國、粵、英語）流行歌曲

費用：溫哥華  每課 $7     ；列治文  全期  $ 78 / 12 課，每課 $7

2015年1月9日至3月27日
 ( 逢星期五 )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世界衛生組織

對健康重新定義：「健康是身體上、精

神上和社會適應上的完好狀態，而不僅

僅是沒有疾病或者不虛弱。」

情緒影響健康的程度，常常會超乎我

們自己的想像。有關研究顯示，人體內

有一種最能促進身體健康的力量，即良

好的情緒。如果善於調節情緒，經常保

持心情愉快，就可以未雨綢繆，達到有

病早除的效果。人在愉快時，身體所分

泌的激素，能讓身體產生一種正回饋的

循環，血液和諧地流通在身體各器官。

美國科學家發現，像愛、感激、滿足感

等都可以促進催產素的分泌。催產素號

稱「信任激素」，是腦部下視丘自然分

泌的激素，它能調節自主神經系統，也

能調節腦部其他主管情緒和社會行為區

域的活動。它還可以放鬆神經系統，從

而釋放壓力。

相反，假若情緒長期不平衡，會增加

罹患疾病的機會，例如憂鬱寡歡，物質

慾和權力慾太強的人，生理上的所有神

經需要長期聚焦，隨時戒備，過份重視

成果，造成精神上的過度損耗。如果情

緒長年壓抑沮喪，會升高膽固醇和放大

疼痛感。當人處於沮喪、悲觀和冷漠狀態

時，體內的複合胺和多巴胺都會偏低，複

合胺能調節人對疼痛的感知能力，這也是

為甚麼在有沮喪傾向的病人中，45％的人

會有種種疼痛不適的原因。

情緒，是每個人能自我控制的。不

是壓抑，你可以知道自己正在潛意識裡，

知道自己情緒正在高漲(力爭、生氣、憤

怒……)或是低潮(挫折、不安、擔心……)

，你會懂得幫助自己去抒發，度過抒發階

段；你也能告訴自己，我的情緒應該要回

到正常了，要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人類的生命有一個重要特點——只

要能感知的東西，就有調節的潛力。所

以，如果想調節好情緒，最根本就是要

了解情緒。平時養成對自身心理過程細

緻觀察的習慣，在情緒初起之時就及時

發現並適當引導。為了做到身心協調，

從生理角度出發，在日常生活中應注意

健康飲食和鍛煉身體，從心理角度要陶

冶情操，開闊心胸，避免長時間處在緊

張的情緒狀態中，以確保心理和生理的

全面健康。

新春伊始，謹代表加拿大健康促進會

祝願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心康泰！◇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是註冊非牟利團

體，藉著教育、支援及倡導，提升加拿

大全體國民的身心健康。

情緒與

     健康

現代人生活緊張，會造成精神上的過度損耗。

讓你的家庭
  過一個健康的好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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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改裝前，都要先問清楚哪些地方需要

自己付錢才可取得補貼。西方諺語說：

「魔鬼藏匿在細節之處」，就是提醒大

家要小心，世界上是沒有免費午餐的！

申請補貼的時間也很重要:記得

在今年3月31日前完成安裝，並且要

在4月30日前將所有申請文件遞交給 

BC Hydro。◇ 

節省能源 
         大家有責

   註冊驗屋師  李志輝

和氣生財 
   註冊財務規劃師 鄧愛玲

見報之時，已近送馬迎羊之日，在

此謹向讀者諸君拜個早年，祝大家身康

體健、得心應手。

羊是純良的動物。和氣生財是商家

信守的一條真理，就是在家庭之中，一

團和氣亦令人生活愉快。而在面對財務

問題時，這更是極重要的態度－－很多

家庭糾紛都是財務問題引起的。和氣才

能冷靜，然後可以理性地商討探究如何

解決問題。

事物往往互為因果。財務處理得

宜，也就會帶來家庭的和諧。

夫妻之間的財務，本地傳統上較強

調各自獨立，再加上離婚率高企，倒是

無可厚非。但即使這樣，對配偶的財務

狀況，仍應有所了解，因為爭拗往往源

於不察或隱瞞，所以兩人之間坦白的交

流收支詳情很重要。知道了才能討論，

取得共識。畢竟家庭並不止一位成員，

所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一個很好的做法是夫妻開一個特定

的共同戶囗，並將協議好的每月收入份

額存入，以支付經常性及大宗開銷。那

末就算其中一位因病不能視事，甚至

遇上更嚴重的情況，家庭的日常財務所

需亦不虞匱乏，各項收支運作也可大致

如常。而就算本來並不「持家」的叧一

位，亦能較容易跟查單據，不致手足無

措，導致錯失。

對年輕夫婦來說，聯名戶口更可讓

彼此得悉「錢都去了哪兒？」一方的不

良開支習慣，例如過度消費等問題，便

可獲得注意和處理。

不少讀者的子女已完成學業、初步踏

入社會工作，不過尚未成家立室，仍與父

母同住一屋。子女的財政理所當然是獨立

的，主流社會傳統上更是盡早讓(或要求)

他們獨立生活，我們華裔則大都盡量加以

照顧，不過獨立是必然的事。財務上照

顧一下子女不是壞事，但由於財務易生爭

端，所以最好還是早跟子女詳談，彼此了

解對方的意願、需要、能力和限制，不要

抱不切實際的期望。

作為父母，少不免想將自己的經驗

授予子女，這就要注意一下前面所述的

「和氣」。 由於時代不同 、環境(特

別對移民來說)不同，很多價值觀也隨

之不同，例如買屋，這是上一代心之所

繫且希望達成的；但今日大溫的樓價高

不可攀，而且加拿大這麼廣闊，更有美

國甚至地球村！年青人很可能對置業有

不同觀點，未必願意「俾層樓困住」。

他們若有買屋之願而求父母相助，不妨

酌量幫忙；但若無此願，父母也不必代

籌，由它去吧。

父母當然有些經驗是很寶貴的，例

如節儉、儲蓄、惜物等，是較艱難世代

養成的好習慣，而這些往往是子女輩在

消費主義泛濫年代較難掌握的美德。

兩代之間的傳承當然要談，但這裡

面有一個「度」的問題，要小心把握，

保持一團和氣，家和萬事興。◇

節省能源，大家都有責任!尤其是可

能因此節省金錢，何樂而不為?如果你

正住在較舊的房子，譬如說只有單層玻

璃窗，保暖材料又不足夠，暖氣系統也

殘舊。若你正計畫裝修，那麼是時候好

好想一想怎樣利用 BC Hydro 的補貼計

畫——目前多付出一些金錢，但卻讓將來

更節省能源，從而節省金錢!

如果有留意BC Hydro或Fortis BC的
每月賬單，你會發現它們都附有一些節

省能源的宣傳單張和補貼計畫。加上中

文報章和電台的廣告宣傳，很多人都知

道有此等計畫，但詳情究竟是怎樣? 只要

登上它們的網址查看(www.bchydro.com/
homerebates) 或致電1-877-740-0055 就清楚

知道家居哪些地方裝修可以申請補貼和

怎樣申請了。

但筆者仍遇到

不少客人或朋友說

不太清楚，更經常

詢問筆者這些補貼

是否真如某些廣告

所說是「免費」的? 

首先我們先說一

說哪些地方裝修是可

以申請補貼以及最高

補助額是多少。

保暖材料方面

外牆加厚保暖

材 料 ， 最 高 補 貼

$1200元  

土庫加厚保暖材料，最高補貼1000元

閣樓 (attic) 加厚保暖材，最高補貼 

$600元

防止漏氣和加強通風

加強防止漏氣設備(draft proofing 
material) ，最高補貼500元

安裝 Energy Star 的浴室抽氣扇，每家

庭最多二個，每個25元

室內暖氣系統

使用電力作暖氣系統的家庭，若果

安裝無喉管的電暖泵系統，最高補貼 

800元

安裝EnerChoic的壁爐，最高補貼 

300元

煤氣熱水爐(water heater) 

選用住宅式 Energy Star Model，最高

補貼1000元

選用工業用熱水爐，最高補貼1500元

其他額外補貼

如果完成三項或以上的合格安裝，更

可獲得額外750元獎金

怎樣申請以上的補貼? 

首先去 B C  H y d r o的網址( w w w.
bchydro.com)看自己是否合資格申請 

補貼。

某些補貼項目，例如防漏風的補貼，

需要自費並自己去雇用能源顧問(energy 
advisor)做改裝前和改裝後的評估，這才

能取得部分或所有的補貼。所以，做任

鄧愛玲，註冊財務規劃師。

從事保險、投資及樓宇按揭長達

20年。雜誌財經專欄撰稿人、

素里成人教育中心財務規劃講

師、OMNI TV、AM1320、AM1470中

文電台財經節目客席評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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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面對面互動 
   中僑家庭及青少年輔導部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24小時

保密熱線:1-888-795-6111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網站：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如何與孩子談賭博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Phyllis

要「原汁原味」的過一生，一定要

親身參與，不能假手於人。要交個知心

朋友，最終總要有面對面的接觸，因面

對面最能夠讓自己認識另一個人。第一

手的資料，最有說服力；親身經歷的描

述，最能感動人。以上種種，追求的無

非是那種實實在在的感覺。作父母的，

養育子女，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實實在在

的做人，不要一生只活在夢幻中，在封

閉的世界中活動。

娛樂電子化和普及化是大趨勢，因

為能自給自足，其影響是減低了青少年

在外活動的意向，從而減少了參與活動

的機會，自然少了培養、訓練及維持溝

通與社交能力的實習機會，其影響看似

輕微，但水滴終會石穿，大部份的青少

年都專注於做著與電子遊戲有關的事

情，對其他活動的興趣越來越少。這數

年間，年青人的行為起著明顯的變化。

世道重利重娛樂，人心求時尚、新奇、

消費，大家變得越來越自我，在視覺及

認知的層面，表面上擴闊了很多，但個

人的活動範圍卻越來越小。很多青少年

經常瀏覽電腦，接觸很多資訊，說起道

理來頭頭是道，但卻因缺乏實際參與，

不能作出恰當判斷，稍遇困難便放棄，

眼高而韌力不夠。

兒童及青少年期，是每個人成長的

關鍵及黃金期，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都需要得到充分及均衡的培養及

發展；只側重一方面，必然會忽略其他

方面的發展；時不我予，過了黃金期，

鞭長莫及，隨時要花多數倍的精力才有

可能補足以往的不足。現代社會以核心

家庭為主，家庭人口少，兄弟姊妹更

少，與同齡群體生活經驗遲，家長又忙

於工作，很容易忽略這方面。筆者遇到

越來越多不懂交談、不願說話、面無表

情且目光呆滯的年青人。

電腦化這個趨勢無法抵擋，因為連

對電腦化有戒心的人，也需要用電腦。

因此家長及師長要做的是，一定要從子

女小時候便要著意，著力鼓勵、引導、

安排及爭取小朋友在安全及友善的環境

下，進行面對面、有質素的互動，戶內

戶外都行。又因今日的青少年更傾向在

家中活動，筆者鼓勵他們多作室外活

動，以作平衡。這個做法，要一直堅

持。學校的課外活動、社區中心、鄰舍

協會、制服部隊少年團、宗教團體少年

團等等，都值得考慮。家長自己也應擴

闊社交圈子，讓子女多點與人接觸。如

有提問，歡迎致電中僑互助會輔導部查

詢或留言。電話：604-408-7266。◇

以閒談方式向孩子提問題

家長在提出自己的觀點之前，可

先向你的孩子提出問題，看看他們對

賭博有甚麼看法。例如你可以問一問

他們，在成千上萬個參加撲克比賽選

手中，有多少人是成功的？這是談論

賭博很好的開始。從閒談中，家長可

以消除孩子對賭博的誤解。很多時候

年輕人認為賭博是賺快錢的好方法甚

至是一種理想職業。這種想法，說明

年輕人對賭博有一些歪曲的想法。家

長可以利用確實的理據，解釋賭博獲

勝的結果只是隨機的，以及賭博過程

中一般人所產生的謬誤思想為例子，

從而給孩子灌輸正確的觀念。

舉相關具體例子

在談論賭博時，應具體說出與孩子

相關的例子，譬如多探討一般年輕人所

喜愛的賭博活動，如體育博彩、撲克

牌、網上賭博等等，你的子女可能因朋

輩的影響而參與其中。另外，要向孩子

明確說出你的價值觀，討論你的家人和

朋友對賭博的看法，以及你的家人選擇

參與賭博的方法，讓你的孩子知道賭博

並不是輕鬆賺錢的途徑。

注意所使用的言語

家長應避免使用以偏概全或威脅的

言詞。盡量避免用「不要」這個詞。

研究表明，青少年對這類訊息一般不會

作出正面或積極的回應。相反地，你應

讓他們知道有關機率、隨機性和形成問

題的後果，或在他們達到法定年齡（19

歲）後減少賭博風險的方法。

作孩子的模範

家長對子女來說是重要的榜樣，而

且孩子們很快就能發現你所說的和你所

做的之間有甚麼差異。應通過你的生活

方式來展示你的價值觀，並傳達出賭博

在你自己生活中的作用，讓孩子們知道

如果你賭博，那是出自清醒的意識並且是

在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並分享你在賭博

時使用的準則，例如，不會以賭博為舒緩

壓力的方法，賭博時會限定金額等。

冷靜處理問題

當家長發現子女開始賭博或沉迷賭博

的時候，應先冷靜地詳細了解情況。孩子

可能是基於好奇心或其他心理因素而參與

賭博。家長要明白，問題並不需要自己一

力承擔，社會上有不少免費資源，可以為

你的家庭分憂。（「卑詩預防賭博計劃」

提供免費輔導及諮詢服務。）◇

個人報稅須知

講座內容：

	 ◇		常見之稅款抵減項目

	 ◇		2015 稅項新修訂

	 ◇		填寫報稅表格時的常見問
	 			題及提示

	 ◇		問答時間

報名及查詢請電中僑卑詩省移民安頓服務	

604-559-3002
網上報名請瀏覽中僑互助會網站	

www.success.bc.ca 「最新消息」

卑詩省移民安頓服務 ·二月份免費講座

粵語講座

日期：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00	–	中午12:00

地點：列治文加愛中心345會議室	

	 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主講：Eric Lew, CPA註冊會計師

國語講座

日期：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00	–	下午4:00

地點：中僑互助會社會服務中心109室	

	 28 W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主講：Lilly C. P. Chen, CGA註冊會計師

講座是為加拿大入籍公民，臨時外國勞工
和等待永久居民身份的省提名候選人士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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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安頓及商業中心

地址: 570 - 1333 We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V6H 4c1
中文熱線: 604-558-4909
電子信箱: businessinfo@success.bc.ca
網址: www.successbiis.ca

如何與BC省工作安全局打交道 
 

企業工作環境安全是企業順利運作的重要因素。任何業主都希望能杜絕工作意外的發生，或者有效地處理已發
生的意外。卑詩省工作安全局 WorkSafeBC 的官員將為您介紹企業業主需要了解的工作安全和保險知識，以及 
WorkSafeBC 提供的服務。 
 
内容包括: 
 

• 什麽是工作安全局？ 

• 工作安全局是如何運作的？ 

• 您可以從工作安全局獲得什麽信息？ 

• 工作安全局的宗旨及服務。 

• 當您需要工作安全局時， 

  應該去哪裏尋求相應的幫助？

2015年講座時間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5年3月6日 早上10時至中午12時 中僑商業移民融入支持項目辦公室

83歲的陳婆婆，逢週四一早轉乘兩

次巴士，到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做義

工。從11點到12點，從南到北，走遍三

樓房間，探訪住客，聊飲食起居、生活

習慣，或聽對方發發牢騷，也談些開心

事。「我鍾意做這份義工，可以參加活

動，自己也有談話的伴，分享心情。」陳婆婆九三年開始在中

僑做義工，零一年經介紹來安老院專事探訪。這些年，陳婆婆

最記得一位孤獨的住客。這位婆婆初時因不滿女兒送她入安老

院，一肚怨氣，鬱結難解。女兒來探望，也常常不歡而散。陳

婆婆每週與她作伴聊天，分享年歲漸長的心聲及獨處的心情。

水滴石穿，她的心態逐漸改變，能夠體諒女兒，終於母女言歸

於好。這位婆婆今日已不在，但這份情誼卻成為陳婆婆回憶裡

的一處溫暖。陳婆婆說，陪伴老人，要多留意對方的眼神和

語氣，看對方是否真正願意和你傾談。「若你問，昨晚睡得好

嗎？願意談的人，自然會告訴你很多細節。若對方只淡淡回一

句『好』或『不好』，通常是她那天心情不好，不想聊天。若

見老人心情欠佳，應適可而止。情緒的沉澱非一朝一夕，當下

不要一味追問，也不要勉強對方開口。」

陳婆婆曾在香港一間津貼小學教書，九三年和丈夫移民加

拿大，隨後在本拿比定居至今。「我先生後來返香港，說在溫

哥華是『三等』移民—－等吃，等睡，等死。但我喜歡這裡，

來了就不想走。覺得空氣好，治安好，環境好。」陳婆婆說安

老院環境不錯，惟歲月不饒人，住客的健康，每天的變化可以

很大，最常見的是由雙腳走路變成坐輪椅。而探訪的義工，甚

少年輕人，教會偶爾組織一些學生前來。陳婆婆笑說自己喜歡

活動，感恩仍有精力做義工。「一日有能力，我都會做。」◇

陳玉馨
80後的心情

   蕭堯
四年前在一個偶然的

聚會中，一位亭亭玉立的

女子上前跟我親切地打招

呼，還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明年是她的結婚大好

日子。但印象中並不認識此女子，以為對方誤會

我是她的朋友，正想回應，一名中年女子上前自

我介紹，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是兩母女，17年

前這母親帶著女孩，參與了1997年溫哥華史實維護為

紀念南京大屠殺60週年多媒體獻演

「歷史的傷口」中的舞蹈部分。今

天的她已是成熟女士。時光飛逝，

歲月不饒人，卻勾起我當年執導該

劇的難忘事。

當年這演出聚集了各方不同領

域的藝術家參與製作及演出，目的

就如劇名「歷史的傷口」一樣：歷

史不能忘記，我們要真誠、坦白地面對歷史。這傷

口縱使仍帶來痛楚，但最重要的是從中汲取教訓，

一同為人類建造美好的將來。

故事中的男主角是卑詩大學華裔學生，本應

與日裔女同學和諧相處，但雙方各因對歷史的執

著與理解而產生矛盾與誤會。最後通過親身經

歷，認識歷史真相而達致種族共識與和諧。

全劇以不同藝術形式重演戰爭過程中所帶來

不可磨滅的痛苦。而與眾多藝術家合作可算是我

其中最大得著。劇本出自阿濃先生及已故傳媒音

樂人黃志強手筆。早年黃志強先生在中文電台主

持音樂節目，我有幸當上他的監製，他是我其中

一位最佩服的音樂主持人。他主持的音樂節目與

眾不同，相關資料豐富，帶給聽眾不單是美妙樂

韻，還有時代的情懷，讓音樂成為集體回憶的工

具。而阿濃的文章清雅中帶濃情，他從兒童文學

到專欄，都顯露出他對生活的一份情。和他們合

作是一件難忘樂事，也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從

兩位前輩中我看到他們對創作的執著與認真。

在整個過程中，我負責將不同表演穿插於劇情

中，包括戈武先生的大提琴、黃

燦榮先生的二胡、梁樂風先生的

洞蕭、岳華先生的「倖存者的回

憶」朗誦，劉宏春及林祥園老師

的獨唱，還有已故名歌唱家及指

揮家黃飛然老師的國韻合唱團等

等。在劇本整合過程中，難免出

現不同立場與意見，因為每一個

人的著眼點都各有不同。不過兩位前輩對劇本中所

描述的事實，和表達訊息的認真程度和執著，實在

能讓整個劇本更流暢和合理化。也許這就是當日這

個演出的目的和核心——執著面對歷史的真相，負

責任地認真對待錯誤。◇

潘煒強，資深舞台演員、導演及傳媒工作

者，一劇場Dramaonevan劇團創辦人及藝術總

監，八八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曾為香港話

劇團全職舞台演員，九一年先後榮獲香港藝

術家年獎演員年獎及香港戲劇協會最佳男演員

獎，曾為本地電台節目總監達十年之久。期間

參與多個團體之戲劇活動，擔任導演及顧問。

回憶歷史的傷口
   潘煒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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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國際貿易、亞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廳廳長屈潔

冰在1月22日宣佈徵求提名，計畫確認10個同華裔重要

歷史有關的歷史地點。卑詩歷史傳統局(Heritage BC)

將承辦提名程式。獲提名歷史遺址，經過篩選後，將會

得到省府官方確認，列入省府的「卑詩歷史地點名錄」

(BC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以及「加拿大歷史地點名

錄」(Canadian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之內，提名截

止日期為2月20日。提名者可瀏覽卑詩傳統局網站 www.
heritagebc.ca。下圖為：屈潔冰廳長(右三)與傳承計畫顧

問委員會(Legacy Initiatives Advisory Council,簡稱LIAC) 
兩名共同主席蔡宏安(左三)與余全毅(右二)共同作出相

關宣佈。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左二)也是顧問委員會

成員之一。◇

由列治文教育局、列治文校區家長會、列治文

市政府和中僑互助會聯合舉辦的「學習與腦力智能

研討會」已於1月24日在列治文MacNeill中學舉行。

研討會主題演講嘉賓為註冊臨床心理學家Stephenie 
Gold，題目為「支援今日的青少年-成明日的領袖」

（Supporting Today’s Youth–Tomorrow’s Leaders）。參

加者超逾300人，包括家長及教育工作者等。◇

學習與腦力智能研討會

逾300人出席

華裔重要歷史地點� 

徵提名
2月20日截止

中僑會員購物及服務優惠

類別 商鋪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

傢具 European Classic Furniture 9-145 Schoolhouse St., 
Coquitlam Tel: 778-689-1588 九折

酒
家

China King Restaurant 
中華麵家

202-15920 Fraser Hwy. 
(Surrey 素里) Tel: 604-617-7288 九折 –當天生日的客人可免費獲贈 

長壽麵

Floata Seafood Restaurant
富大海鮮酒家

Chinatown Plaza, 400-180 
Keefer St (Vancouver 溫哥華) 

Tel: 604-602-0368或 
604-630-1022 11am-3pm 九折

Garden Villa Seafood 
Restaurant花園海鮮酒家

127 E.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溫哥華) Tel: 604-688-3877 九折免茶

Neptune Seafood Restaurant  
龍皇海鮮酒家

1130-10153 King George 
Hwy. (Surrey 素里) Tel: 604-495-8886 

九折 - 只適用於素里店無法與其他優
惠並用；不適用於套餐、VIP房間、宴
會；優惠只適用於店內用餐。優惠活動
如有改變，龍皇海鮮酒家不會另行通
知。優惠活動的最終解釋權歸龍皇海鮮
酒家所有。

Sun Star Chinese Restaurant 
新星美食

2154 Austin Ave 
(Coquitlam 高貴林) Tel: 604-937-5944 九折 - 當天生日的客人可獲贈一份免費

生日餐(必須出示身份證明)

Sunny Noodle House 
照記美食館

14779 108th Ave  
(Surrey 素里) Tel: 604-584-2877 九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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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講座實用 義工投入

2015年新年伊始 安老院長者舉杯同慶

中僑互助會
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錢梁秀容日間護理中心
樂群苑
張安德樂福苑 
555 Carrall Street,
Van., B.C. V6B 2J8
Tel: 604-608-8800
www.success.bc.ca

特約記者

 陳國燊

義工是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的中流砥柱，協會

屬下四個長者院舍的服務得以成功推行，全賴有

逾百名義工在不同崗位上忘我辛勤工作。為了保

證服務的質量，協會除在義工加入服務之前，向

他們提供基本訓練之外，還會定期舉辦講座及課

程，讓義工們與時並進，不斷掌握新的資訊，從

而提供更佳服務。

一年一度的「長者護理教育日」(MLC Edu-
cation Day)上月便在中僑李國賢

護理安老院舉行。活動包括五個

講座，當中部分講座專為義工而

設，另外一些講座則歡迎院友及

家屬一起參與。活動由上午九時

四十五分開始，首先由協會社工

與義工服務經理李溫淑群介紹整

日活動內容，接著由協會護理服

務總監蔡梁潔明致歡迎詞，感謝

義工們長期支持，以及樂意花時

間參加培訓。

當日的講座內容豐富，涉獵

面廣泛，包括「傳染病控制及正

確洗手方法」、「生命意向計

畫」、「防止跌倒與處理/住客安

全」、「認識老人虐待」

及「常見的老人健康問題

及行為態度的改變」等，

分別由護理總監江倩雅、

社區服務經理盧黃佩蘭、

義工服務經理李溫淑群及

住客護理經理鍾美儀主

講。

江倩雅指出，長者跌

倒、撞倒受傷是常見現

象，但後果可大可小。發

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

括個人的身體質素、藥物

的影響及環境危機等。然

而，只要大家小心，跌倒

是可以預防的。李溫淑群為義工們分析了老人受虐

待的種類、成因以及受虐待後的表徵，當中對長者

加以虐待的，很多時還是長者的親人或認識的人。

她希望義工們認識長者受虐待的嚴重性，樂意為受

虐待長者伸張正義，自己也不要掉進虐老的陷阱。

鍾美儀再次為義工們介紹了正確洗手對控制傳染病

蔓延的重要性，同時又系統地介紹了長者隨著年齡

漸長身體會出現的變化。盧黃佩蘭主講的是一個頗

為敏感的題目，是關於長者為何要設立生命意向計

畫。盧黃佩蘭指出，生老病故是人生必經階段，無

需忌諱，長者在自己還可以作出決定時，就有必要

為自己預設醫護計畫。計畫書是根據個人的信仰、

價值觀及對生命意義的看法等，把個人的意願寫

下，留待有醫療需要時執行。因為人生無常，假如

當事人沒有訂立生命意向計畫書，當遇上意外、不

省人事或無法表達自己意見時，家人會有不同意

見，甚至會出現分歧。生命意向書並非一成不變，

訂立者可以隨時加以修改和補充。而計畫書的內容

不單要包括有需要時採用哪種治療方式或不進行哪

類維持生命方式，也可以列明身後事的安排。

當日參加整日長者護理教育活動的義工近二十

人，他們俱謂獲益良多，除了加深了對義務工作意義

的了解之外，亦長了知識，對個人也有得益。 ◇

「長者護理教育日」受歡迎

協會護理服務總監蔡梁潔明致歡迎詞，勉勵義工努力進修，提

供更佳服務

義工服務經理李溫淑群(中左)與義

工主任黃寶儀(中右)及參加講座的

部分義工合照

社區服務經理盧黃佩蘭(右)向義工及長者講解「生

命意向計畫」的重要性

護理總監江倩雅解釋長者容易跌倒的原因和可能

導致的嚴重後果

住客護理經理鍾美儀負責主講兩個題目，包括「傳

染病控制及正確洗手方法」和「常見的老人健康問

題及行為態度的改變」

2014年終結，2015年降臨。中僑李國賢護理安

老院舉行新年慶祝會，長者們舉杯互祝身體健

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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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各區辦事處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林陳坤儀博士大樓

28 West Pender Street,Vancouver, B.C. V6B 1R6
電話：604-684-1628

中僑菲沙服務中心

202─5838 Fraser Street,Vancouver, B.C. V5W 2Z5
電話：604-324-8300

中僑固蘭湖服務中心

300─8268 Granville Street,Vancouver, B.C. V6P 4Z4
電話：604-323-0901

中僑移民安頓及商業中心

570─1333 Broadway,Vancouver, B.C. V6H 4C1
電話：604-558-4909

中僑本拿比新移民服務中心

200─5172 Kingsway,Burnaby, B.C. V5H 2E8
電話：604-430-1899

中僑本拿比-高貴林服務中心

435B North Road,Coquitlam, B.C. V3K 3V9
電話：604-936-5900

中僑三聯市服務中心

2058─1163 Pinetree Way,Coquitlam,  B.C. V3B 8A9
電話：604-468-6000

中僑素里服務中心

206─10090 152nd Street,Surrey, B.C. V3R 8X8
電話：604-588-6869

中僑列治文服務中心

220─7000 Minoru Blvd.,Richmond, B.C. V6Y 3Z5
電話：604-279-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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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創刊於1985年，每期能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支持及協助，特此致謝。

「中僑星輝夜」籌款晚宴

「中僑百萬行」

「中僑基金會慈善高爾夫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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