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蝙蝠俠遇上張家輝

   英米

歌影劇場

Mother’s Day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4月29日

The Huntsman Winter’s War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4月22日

   潘煒強

演出日期：5月29日(星期日)7:30pm 

演出地點：Gateway Theater, 6500 Gil-
bert  Road, Richmond
票價：$100($50退稅收條)$38,$28(10

張以上，團體票優惠) 

售票查詢電話及電郵︰604-831-1633

及dramaonevan@ gmail.com
受惠機構︰Health and Home Care Soci-
ety of BC
製作：DramaOneVan 一劇場

網址:www.facebook.com/dramaonevan

這 套 是

2 0 1 2 年 的

電 影 S n o w 
White and the 
Huntsman （
《白雪公主

之魔幻復仇

記》)的續集。這一集沒有白雪公主，但

加入了狠心皇后Ravenna (Charlize Theron
飾演)的妹妹Freya(Emily Blunt飾演)，也

是奸角。荷里活型男Chris Hemsworth繼
續演獵人，他的愛人Sara，由金球影后

Jessica Chastain飾演，她和獵人聯手對抗

皇后和她的妹妹Freya。(圖片攝影: Giles 
Keyte )◇

這部應

節 文 藝 片

由美國導演

Garry Mar-
shall執導，

片中的幾個

母親，各有

各的故事，而在母親節當日，又各自有

不同的遭遇。上一代的「美國甜心」Ju-
lia Roberts和這一代的荷里活女神Jennifer 
Aniston在電影中演兩母女。(圖片攝影: 
Ron Batzdorff)◇

 大型話劇《寄不出的情書》載譽重演
由 本 地 的

「DramaOneVan
一劇場」製作的

原創大型粵語話

劇《寄不出的情書》，去年演出大獲好

評，今年5月29日將再度重演，並特別邀

請著名影視紅星岳華領銜主演。是次所

得之收益將用作支持「卑詩衛生及家居

護理會」(Health and Home Care Society 
of BC)。

《寄不出的情書》劇情描述一對80

歲的長者夫婦，在溫哥華一幢小屋生活

多年，因老婦病逝，早前移居不同地方

梁漢文慈善演唱會

香港歌手梁漢文本月將

來到高貴林舉行慈善演唱

會，為「加拿大乳癌基金

會」籌款。梁漢文在1989年

參加第八屆新秀歌唱大賽，

雖然沒有獲獎，但被邀請簽

約當年的華星唱片公司成為

旗下歌手。他的一首《纏綿

遊》非常流行，為他在1994

年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中奪

得新一代傑出表現獎。他的

其他流行歌曲包括在1996年

獲十大勁歌金曲獎的《呼

吸》及《好朋友》等。

2014年，梁漢文的國語

唱片《聽後感》，在IFPI香
港唱片銷量大獎頒獎禮中獲

「十大銷量國語唱片」。◇ 

日期：4月19日(星期二)及

20日(星期三)晚上8時

地點：Rogers Arena,800 
Griffiths Way, Vancouver
網上購票：www.ticketmas-
ter.ca

日期：4月16日(星期六)晚上

8時

地點：Hard Rock Casino Van-
couver 2080 United Blvd, Co-
quitlam
網購：www.ticketmaster.ca
售票地點：Mal 現代音像

1033-8300 Capstan Way, Rich-
mond
受惠機構：加拿大乳癌基金會

 Paul McCartney演唱會

前英國樂隊Beatles成員Paul 
McCartney將於本月來到溫哥

華，在Rogers Arena舉行兩場演

唱會。

Paul McCartney生於音樂世

家，父親是爵士樂隊成員，彈

鋼琴和吹喇叭。14歲開始彈結

他，15歲時遇上John Lennon和他

的樂隊The Quarrymen，成為該樂

隊的結他手。後來George Harrison
和Ringo Starr也相繼加入，1960

年，樂隊改名為 Beatles。
但Paul在七十年代率先離

的三個女兒紛紛

回家，幫助辦理

母親身後事；卻

同時發現父親

開始患有腦退化

症，需要入住老

人護理中心。今

次的家庭重聚，

發現了父親的抽

屜裡藏有多封沒

有寄出的書信，

當中不但道盡掛念女兒之心，亦將以往

的誤會謎團一一解開。◇

張家輝為周顯揚執導的電影《大追捕》演出。為配合角色需

要，他努力減磅至116磅，瘦骨如柴。另外，《激戰》的演出，也

是有目共睹。

見過他的朋友也在心裡為他痛。恐怕他無論在身、心上都不能

承擔這巨大的改變，而且張家輝也有前科：因過份投入角色，

不能自拔，差點長期處於抑鬱狀態。

其實西方電影圈也有類似情形，Christian Bale 於2004年演出

The Machinist《迷魂殺陣》的時候，也瘋狂地將體重由185磅減

至122磅，導演Brad Anderson 雖出盡辦法叫停，但仍不得要領。

Christian Bale 說：「一切在我掌握之中，不用憂

心，我正在享受創造角色的過程；身體雖然貧乏，但

我心靈有著無限滿足。」

Christian Bale 何許人也？他就是Batman Begins (
《蝙蝠俠誕生》)及Dark Knight(《黑暗騎士》)中的

英武蝙蝠俠。他是英國演員，13歲即演出史提芬史匹

堡的Empire of the Sun(《太陽帝國》)，在戲中演一個

二次大戰日佔期間與父母失散的英國小童，初露頭角

已光芒四射。

2010年他與Mark Wahlberg合演 The 
Fighter(《燃燒鬥魂》)中吊兒郎當、生

活不羈的兄長一角，為他在不同頒獎禮

中贏得32個最佳男配角獎，包括奧斯

卡。

其實，無論張家輝或Christian Bale
都有著同一類型的演員質素，就是不

停追求角色的真實感，不論是神似或

是形似。在「方法演技學」(Method Acting)中有一個演戲方法，教

演員如何投入角色，名為Outside In(外在投入法)。這兩位演員就

是採用這個技巧，以外在因素（身體變化）來改造內心思想，最後

達致全情投入，令你再不能分辨誰是演員，誰是角色。◇

開Beatles樂隊，

後來組成Wings
樂隊，繼續推出

唱片，這樂隊在

1981年解散。

Paul McCa-
rtney是流行音樂

史上最頂尖的作曲人之一，由

Beatles年代開始，他一共21次獲

格林美音樂獎，2008年，他更

獲美國耶魯大學頒發榮譽音樂

博士學位。(圖片提供：Ticket-
master.ca) ◇

張家輝及他在《激戰》中的演出

Chris-

t i a n 

Bale (

上) 及

他在電

影蝙蝠

俠中的

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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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向上述《中僑新天地》讀者致萬二分謝意。本刊歡迎各界捐款，以資

助每月之出版費用。款額超過二十元者可獲發慈善收據作報稅之用。請惠

寄支票或匯票至 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書 S.U.C.C.E.S.S.。◇

                          100元：黃漢華、鄧群好
                            20元：鍾朝章(安省)

鳴謝《新天地》讀者捐助

歡迎加入「松鶴之友」，以會費贊助《中僑新天地》的出版經費。參加者請填

妥入會表格，寄至本報收，或致電604-408-7269查詢。◇

松鶴之友 新會員名冊

松鶴之友會員大會

４月１４日舉行
為支持《中僑新天地》（前

稱《松鶴天地》）月刊之出版，
「松鶴之友」會於1992年成立，
以聯絡讀者，彼此交流，並協助
月刊籌募經費。該會定於4月14日
（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舉行週
年會員大會。回顧「松鶴之友」
上年度工作，展望新一年的發展
計畫，並選出「松鶴之友」2016 
— 2018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

根 據 「 松 鶴 之 友 」 會 章 規
定，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少七名，
最多15名，每屆任期兩年，推行
會務。

「松鶴之友」會誠邀會員踴
躍出席。請於當日上午蒞臨中
僑社會服務中心（28 W. Pender 
St., Vancouver）110室，共商「松
鶴之友」的發展藍圖。查詢電
話：604-408-7269。◇

中僑互助會

 松鶴之友24週年
  會慶午餐聯歡

日期：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2時
地點：珠城海鮮酒家
         溫哥華喜士定東街1132號
       （Pink Pearl Chinese Restaurant
         1132 East Hastings St, Vancouver）
餐券：每餐券：每位 $25

精美
午餐

歌舞
表演

幸運
抽獎

購票或查詢：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中僑「松鶴之友」會於1992年成立，為慶祝

成立24週年，特舉行會慶午餐聯歡大會，歡迎「

松鶴之友」會員及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會慶午餐聯歡定於5月27日(星期五)上午11時

半至下午2時，在溫哥華珠城海鮮酒家(地址︰喜

士定東街1132號)舉行。當天節目內容豐富，包括

精美午餐、歌舞表演、幸運抽獎及無聲拍賣等。

餐券每位25元，購票或查詢，請至溫哥華片

打西街28號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電話︰604-

408-7274內線1054。◇

松鶴之友24週年會慶
���������������5.27舉行午餐聯歡

慧音樂韻新天地演唱會

為慶祝松鶴之友卡拉OK班

成立10週年，中僑互助會松鶴之

友特別主辦「慧音樂韻新天地演

唱會」，由導師黃慧韻聯同卡拉

OK班15位學員傾力演出。

表 演 學 員 （ 依 英 文

姓 氏 排 列 ） 包 括 ︰ J e n n y 
Cheung、Lucia Chan、Miranda 
Chow、Peter Chow、Wendy Ip-
、Peter Li、Arthur Mok、Charles 
Ng、Christine Ng、Gloria Ng、 

 Vivien In Concert
Rowina Tam、Elsa Wong、Mar-
ianne Wong、Fred Yau、Stephen 
Yuen，並由陳國燊擔任司儀。

演唱會定於7月10日（星期

日）下午2時在溫哥華猶太中

心演藝廳Norman Rothstein The-
atre (950 W. 41st Ave,Van) 舉行，

門票25元。演唱會特備彩色場

刊，歡迎各界致賀。

查詢︰中僑松鶴之友，電

話：604-408-7274內線1054；

松鶴之友23週年會慶，會員們大合唱。

地址︰溫哥華片打西

街28號105室。收益

全數撥捐《中僑新天

地》月刊。◇

7.10登場

陳珍珍、鍾玉英、鍾慧英
譚秀芳、張盛燃、林妙珍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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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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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勾勾的男孩

Crystal Gu-zeng Center
麗晶古箏中心

多年教學經驗
優質古箏供應

 Tel:(604)818-8566
 麗晶廣場一樓1013號鋪
 （Hilton側門對面）

猴子的話

「老師！我是曹沛麒，不是曹沛麟！」那時

候他才五、六歲，經常糾正我，說我把他的名字

搞混了，因為我總是把麒和麟弄反了。剛開始曹

沛麒(Daniel)來上課，好像都是被媽媽「押」著

過來，那時候他還真的坐不住呢！有點耍賴！小

男生嘛，總是調皮些。但是

他非常可愛，小腦袋瓜裡有

上百的問題，有時候似懂非

懂的說些大道理給我聽，纯

潔無邪的眼神望著我，讓我

哭笑不得！

每次教他畫畫，他總是

自動地把size縮小，他說畫小

一點比較可愛呀！理由特多!

但是有些東西不能畫小，比

例不對呀!而他堅持不改就是

不改。當我倆各自堅持己見

時，他乾脆倒在沙發上不理

我，不畫了。

我便說：待會兒你媽媽

來接你時，我會告訴她，你

今天不乖喔!不能有獎賞。他

便趕快向我求饒，要我千萬不能告訴媽媽，說他

不乖，還要和我打勾勾，試圖買通我呢！看樣子

他還是怕媽媽的。呵呵!

我客廳裡擺設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有化

石，還有河邊撿的小石頭，也有一些昆蟲殼，這

些都是他最喜歡觸摸的東西，每次一進門他的目

光就被吸引住。有時候我會陪他看一會皃，說明

這些石頭的來歷，並講解給他聽，他才心滿意足

地到樓下畫畫。

他有一個好朋友叫Fiona，也在我這裡學畫

畫，私下Daniel會和她較量，小男生不服輸的個

性太有意思了。我會有意無

意的暗示他，上次Fiona有
畫蝦，畫得可好哩！她爸媽

都好開心唷！他馬上回說：

老師，今天我也要畫蝦！畫

完便問，我畫得有沒有比她

好？我就說：都很好，你

們都很棒!他回報我一個滿

意、勝利的微笑。

每個小朋友我都製作一

張學習表，上完課我會寫上

畫過的題材。小朋友喜歡新

鮮的題材，不願重複畫。我

說：你們都說畫過了，那畫

給我看啊！結果他們都是用

口述。

如果小朋友不計較學習

的題材多寡，是應該再度複習，並重新體驗，以

便增加印象。畢竟他們在家裡沒有毛筆，畫的機

會不多，雖然少數小朋友可能會利用家裡現有的

鉛筆、彩色筆去畫，效果畢竟是不同的。不同時

期自有不同程度的作品，也許喜新厭舊是小朋友

的通病吧！◇

圖  梁小燕創作室

文  阿蘇哥哥   
   

Tiffanie Tam  5歲

Sophie Liu  7歲

我們愛跳

從這棵樹

跳到那棵樹

從那棵樹

跳到這棵樹

沒完沒了

我們愛叫

清早到黃昏

吵個不停

樹上到樹下

鬧個不休

這是我們的本性

我們愛吃

所有水果

蘋果香蕉

所有零食

花生核桃

有得吃我們就很快樂

義賣特價 每本$15 
收益撥捐中僑互助會

售書處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查詢     中僑出版部 604-408-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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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圓圓 純老貓

每年元宵佳節(即農曆正月十五)，

老伴和我都不會忘記弄一小煲湯

丸糖水給家人作飯後甜品。這本是中華

民族慶祝春節的傳統習俗，其意義顯而

易見，是希望一家人由歲首到年終都能

團團圓圓。

看著糖水內的芝麻湯丸，我的思緒

竟飛越時空，回到少女未嫁時的年代。

也是一個新十五晚上，一家人圍坐吃湯

丸，座上客還有我當年的男朋友A君。三

姊笑著對他說：「你今日晨早到魚市場

行了一圈，買了一尾大魚回家，看來五

妹眾多男朋友中，你是最有『腥』氣的

了。」(腥氣喻聲氣，意思是有機會)聽

罷引得屋內熱鬧烘烘的，笑聲不絕。這

一小片影像在我漫長的人生歲月裡，簡

直微不足道，但該環節正是我踏入另一

階段的序幕，次年我便嫁作A君婦了。

我喜歡一家團聚，是繼承了父親的

遺傳基因(DNA)，他是非常愛家的人，

每逢假日，總喜歡領著妻房和一群孩子

周圍去。春天，多數往新界一日遊；夏

天，港九各大小海灘均是我們必到的地

方；秋天，離島如長洲、坪洲和大嶼山

都少不了我們的足跡；冬天，香港天氣

常受西伯利亞冷鋒侵襲，既凍又大風，

精明的父親自有更好安排：我們會留在

城中看電影、上餐館。

當時日到了，他便提醒家人準備心

情，迎接聖誕節、西曆新年和農曆新

年。午夜零時的年夜飯，每個家庭成員

都要參加，一個也不能少，哪管小的們

都睡眼惺忪，烏眉瞌睡。

年初一的全齋宴和年初二的開年

飯，例必一家大細，圍在特大飯桌，齊

齊整整，團團圓圓。那時年紀還小，不

知道上有父母兄姊，下有弟妹，能共聚

一堂，享受天倫樂，是一種上好福份，

也是極其難得的。

遠年舊事已過，現在依稀記起，一

陣溫馨暖流仍不禁湧上心頭，久久不能

散去。◇

中國人不懂幽默，不肯笑，不准

笑，不會笑，其實中國人鼓勵笑

的警句俗話也不少：

一、一笑泯恩仇。

二、笑門一開福自來，伸手不打笑

臉人。

三、肚大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慈顏常笑，笑所有可笑之人。

四、樹怕剝皮，人怕無趣。

五、不是因為幸福才笑，而是笑了

才會幸福。

六、快樂不只是一種狀態，更是一

種心態，快不快樂，一念之間。

七、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

鑽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八、笑是一種謙虛和清醒，也是放

鬆的方法，珍惜所有，就是幸福。

九、快樂不怕命來磨，百善「笑」

為先，再笑保健康，三笑好人緣。

十、幸福靠自己努力營造，微小的

快樂就在身邊，但別忘了要靠近，別錯

過。

十一、人生過一天少一天，樂一天

就算賺一天，天天都在賺時間，笑是天

下不用翻譯的語言。

十二、順境時笑，笑對成功；困境

時笑，增加信心勇氣。對他人笑，取得

友誼回應；對自己笑，喚回童心。

十三、尋找快樂就像老太婆找眼

鏡，找了半天，原來在自己身上。

十四、一個快樂的人永遠不窮，不

快樂的人即使有錢也沒有富裕的感覺。

十五、成千上萬科學家研究證明「

笑」對健康有益，每日一笑，讓細胞更

活躍，一曰三笑，百病全跑。

十六、天天發脾氣，一生沒福氣，

學習常笑，會笑，肯笑，是特別的功

課，假笑會練得真笑，就會過得好，愛

得多，笑得常。

十七、晚上笑一笑，睡個美好覺；

早上笑一笑，生活有情調；工作笑口

開，煩惱都跑開。

十八、大家來做笑長，百善「笑」

為先。

十九、大笑可以增強免疫力，減少

病菌感染。

二十、笑容可以鍛煉臉部肌肉，讓

表情美麗豐富。

以上都是摘錄來的，多看多笑，人

類是宇宙唯一會笑的動物，看完就笑一

笑吧，隨時可看，可治病養生。◇

李包德慈

 騎單車    
健兒們

戴起頭盔

騎單車飛馳

背負東西

他們上學去

活力盡量發揮

他們上班去

準時回到工作崗位

路途濕滑

雨打風淒

路上車輛擠逼

他們必須膽大心細

風雨無阻

看他們多麼堅毅

                              
詩兩首                                   
   

     寄銳祥兄

兄寫鴻篇中外傳，

詩壇老手自當然。

銳志展才通四海，

祥和待友廣隨緣。

新知一唱喜當日，

舊雨齊和樂滿天。

加邦有幸能歡敘，

聆聽珠璣學長前。

         贈偉平學兄

偉業創來不憚勞，

平心靜氣守操高。

學問切磋憑魚雁，

兄編郵址利吾曹。

金水

笑門一開福自來

艾迪 •	講師：	余風									
Steven	Yue

•	國、粵語授課，適合
任何年齡人士參加。

•	學費：	每班四課收
費	$65，年逾50歲
者，每年長一歲減收
一元。

參加者須為中僑互助會及

松鶴之友會員，並須自備

iPad平板電腦。

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
服務中心105室，或致
電604-408-7274內線
1054查詢。

教授iPad系統基本及進階設置，用iPad收發
郵件、拍攝照片及錄影、瀏覽相冊、網上即
時通訊、下載及卸載程式、系統運行優化，
以及其他辦公和文娛應用，內容覆蓋iPad應
用的每部分。

  基礎班：4月20日至5月10日(逢星期三）

	 	下午1時至3時

  應用班：4月20日至5月10日(逢星期三）

	 上午10時15分至中午12時15分 

								(適合修讀完iPad基礎班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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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新雲
   拉手風琴的老人

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舖
電話：604-233-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 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蒙特利爾漫長的寒冬終於過去了。

雖然時不時的還會有細小的雪花飄在空

中，但未及落下就會融化；雖然有時會

有一陣雨，但雨滴中也還會夾雜著晶瑩

的冰渣。但你不得不承認，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我聞到了春天的氣

味！」

走進小店的顧客這樣說，一臉的肯

定。我的顧客是這樣的誠懇，我不免會

隨著他的腳步走到小店外面，深深地吸

上幾口氣，去感受一下這「春天來了！

我聞到了春天的氣味！」的真實性，並

且會在心裡檢討一下自己的疏忽。

「春天來了！我聽到了小鳥的叫

聲！」

走進小店的顧客也有這樣說的，還

會肯定的補充一句：「就是今天早晨，

有小鳥們響亮的叫聲了。」來者依舊沉

浸在那動聽的鳥鳴聲裡。小鳥應該也在

飛，是太高太快被忽略了？還是只有春

天的飛鳥才會鳴叫？我不知道，但我也

會隨著他的腳步走到小店的外面，側耳

聆聽一陣子，也去感受一下「春天來

了！我聽到了小鳥的叫聲！」的感動。

這就是老蒙特利爾人盼春的情結

吧，早春的每一個蛛絲馬跡，都會被他

們敏銳地感觸到，並盡情地渲染著。

當然，我也算是老的蒙特利爾人

了，我的敏銳是被馬路對面的琴聲激盪

起來的。就在「我聞到了春天的氣味」

和「我聽到了小鳥的叫聲」的時間裡，

馬路對面的街口，有個拉手風琴的老

頭，他總是會恰如其時地加入這早春的

交響大合奏之中。

是在開店之後的那個溫暖的春天。

可以把小店的門打開了，也可以在外面

走動走動，打打太極，做做體操，鍛煉

鍛煉身體。就是這樣的季節的一個早

晨，嘎吱嘎吱的手風琴聲傳進了小店。

等忙完了開店的雜事之後，我像往常一

樣到店外給自己放放風。

大樓擋住了上午的陽光，店外有些

陰冷，正合了那句春寒

料峭。但馬路對面那剛

剛萌出綠意的草地上正

對著朝陽柔和的金光，

那些誘人的嫩綠一定在

盡情地享受著陽光的愛

撫和洗禮，遠遠地我感

受到了它們那躁動的激

情。

十字路口不遠處，

鄰著草地的那條長椅上

端坐著一位老人，鶴髮

童顏，身著大紅的夾

克，懷抱一個小小的手

風琴，就是最早曾經在蘇聯電影上看到

的那種。紅殼的小手風琴正對著陽光，

就同那個拉手風琴的老人的面頰一樣透

著光彩。同一條長椅上，老人的身旁有

個老婦人目視前方在靜靜地聽著。老人

腳前的地上放有一個白色的杯子，估計

是等待他的聽眾們施捨。不一會有位中

年男人走近了老人，停下了腳步，幾分

鐘後他放了硬幣在杯子裡便離開了。

大約兩個小時左右，我出出進進小

店，看到老人的聽眾始終不斷，最多時

那張長椅上擁擠著四位老人。有駐足而

立聆聽者，有遠遠觀望一探究竟者，有

汽車司機在等待紅燈時喝采者，就連飛

鳥也會在高空盤旋高鳴，煞是熱鬧。老

人幾乎沒有停頓，搖頭晃腦，手臂動作

也很誇張，自我陶醉的樣子大有演奏家

的派頭，只不過是一支曲子一個節奏自

始至終。接近中午了，老人回家，曲終

人散。

午後，嘎吱嘎吱的聲音從小店的門

外傳來，原來老人轉換了演奏陣地，迎

著西去的太陽，坐在了大樓前面的長椅

上。

此後在正常的天氣裡，從早春到秋

末，只要是無風無雨，拉手風琴的老

人，就像一朵碩大的向日葵花，迎著太

陽的光輝，在馬路兩側的長椅上互轉

著，不離不棄。  

說心裡話，我很不欣賞老人家那嘎

吱嘎吱的演奏，同一個頻率的並不悠揚

的琴聲直衝向耳膜，撞擊得心生煩躁。

反感的不止我一個，幾乎住在大樓上的

那些顧客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表示。當然

也有持不同意見者，尤其得到那些不住

在大樓上的老人家和流浪漢的讚賞。有

時我會對到店裡買東西的顧客聊上幾句

對外面飄來的琴聲的反感，或者發幾句

牢騷。對於我的觀點，有人會贊同並隨

聲附和，但也有人會很寬容地說「挺好

的呀！」、「他們都很高興啊！」。看

來拉手風琴的老頭還是有些粉絲的。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論我喜歡

還是不喜歡，拉手風琴的老人，每天上

午在馬路對面與我對視，每天下午又在

我的小店門前不遠處與我斜視。老人笑

瞇瞇地用眼睛表達他的友好，與我交

流，我不好意思與他為敵了。說也奇

怪，接受了老人友好和善的笑意，也漸

漸接受了老人的琴聲。以至於後來，我

在門前鍛煉時會主動迎合老人的音樂節

拍，我這邊做著廣播操或者是打著太

極，他那邊好像也是特意地為我伴奏，

很多時候他還會變速，放慢樂曲速度，

以配合我的慢動作。那時我也會報以會

意的微笑給他。

當然老人有時也會有孩子氣，他會

突然加快音樂節奏，讓我不得已跳起迪

斯科！每到這時，我們都會哈哈大笑起

來。就這樣寒來暑往，經過了幾個年

頭，我與拉手風琴老人甚至都沒有說上

一句話，一個送之以琴聲，一個報之以

舞蹈。我們配合默契，各得其所，更引

得路人駐足，或投以掌聲，或投以笑

意，其樂融融。

但是從去年秋天的某一天起，琴聲

停止了，只是偶爾見到老人坐在長椅上

打瞌睡，老人的粉絲也寥寥無幾。像是

缺了水的向日葵，將腦袋垂下了。據說

是有人投訴他擾民，他不得不向這條投

訴低頭。沒有了琴聲，缺少了粉絲的捧

場，老人家失去了激情的滋潤，萎靡了

一般。或者是賭氣，或者是打擊太大，

老人也不再投我以笑意。我不由得心生

憐憫，我這邊的太極和迪斯科也舞的沒

了情緒。

其實幾步之遙就有一個小小的公園，

那裡是一個幽靜的去處，如果在那裡演

奏或者效果會更好。但是老人不去，他

需要的是一個沸沸揚揚的場地，就像坐

在馬路旁的長椅上，他可能更享受過往

行人的注目，他也試圖將自己的琴聲與

川流不息的汽車喧囂試比高。還有，可

以與我琴舞相對？誰知道呢！不能拉琴

了，他寧願獨坐著，也要固執地堅守這

一片曾經擁有自己激情的小天地。

忍耐了一個漫長的冬季，老人蓄足

了勁頭，在今年的早春又爆發了。隨著

春天味道的氤氳，隨著小鳥們嘰嘰喳喳

聲的響起，馬路兩旁草坪的長椅上，那

碩大的一團火，又隨著太陽的升落轉換

著場地，琴聲又重新悠揚起來了，笑瞇

瞇的眼睛又向我飄來。而我，也在融雪

後的門前空地上隨著老人的琴聲，又舞

起了迪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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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1. 你閱讀《中僑新天地》/《松鶴天地》有多少年？ □ 一年以下　    □ 一至三年　   □ 四至十年　   □ 十年以上

2. 如何取得《中僑新天地》？     □ 訂閱　  □ 親友代取     □ 中僑辦事處     □ 公共圖書館    □ 其他派發地點

3. 網上閱讀：有否上網閱讀《中僑新天地》？  □ 有　 □ 沒有    意見：ˍˍˍ

4. 你覺得現時《中僑新天地》的版面設計如何： □  非常好     □ 很好     □ 一般    □ 需改善     □ 沒意見

5. 你喜歡以下哪類題材（可選多項）？

   □ 加國文化     □ 求職創業       □ 生活常識      □ 文學藝術      □ 個人理財      □ 醫學養生     □ 旅遊飲食   

   □ 兒童天地       □ 移民生活       □ 休閒享受      □ 家庭教育      □ 中僑服務

6. 你喜歡現時《中僑新天地》各版面的內容（順序如下）嗎？   1 喜歡   2 一般   3 不喜歡   

本月專題     1 □      2 □       3 □  

大溫行     1 □      2 □       3 □   

新 趣     1 □      2 □       3 □   

新 風     1 □      2 □       3 □   

月讀溫故     1 □      2 □       3 □    

文 藝     1 □      2 □       3 □    

新松     1 □      2 □       3 □    

新地      1 □      2 □       3 □  

與您共鳴     1 □     2 □       3 □   

心扉      1 □      2 □       3 □   

語文樂園      1 □      2 □       3 □  

生活情趣      1 □      2 □       3 □    

飲食廣場      1 □      2 □       3 □    

旅遊記聞      1 □      2 □       3 □    

歌影劇場     1 □      2 □       3 □   

松鶴之友    1 □      2 □       3 □   

幼吾幼     1 □      2 □       3 □   

新園     1 □      2 □       3 □    

新篇     1 □      2 □       3 □   

活出健康     1 □      2 □       3 □   

健而康     1 □      2 □       3 □   

請填妥調查問卷，於4月30日前寄回或傳真給我們，或進入《中僑新天地》問卷調查網頁填寫。

地址：中僑互助會出版部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1R6  
   電話：604-408-7269   傳真：604-408-7259    電郵：publications@success.bc.ca   問卷調查網頁：www:success.bc.ca/chn/our-services/publications/survey

7. 其他意見：       

ˍˍˍˍˍˍˍ

個人資料

性別：  □ 男  □ 女           年齡： □ 20歲以下 □ 21至40歲 □ 41至-60歲   □ 60歲以上

居住加拿大年數:  □ 0-5年  □ 6-10年  □ 11-20年  □ 21-30年  □ 31年或以上  □ 並非居住於加拿大

原居地︰  □ 中國  □ 香港  □ 台灣  □ 其他           

           問卷調查 Rea��r���� S�����☑

醫學漫談    1 □      2 □       3 □   

醫學新知    1 □      2 □       3 □   

樂土新芽     1 □      2 □       3 □  

今日新資     1 □      2 □       3 □   

中僑通訊     1 □      2 □       3 □   

2015年，《松鶴天地》適值30週年報慶；為與時並進，同年2月改名

為《中僑新天地》。除了名字改變與版面設計帶出新面貌外，月刊亦增添

了不少新內容。值此「變革」已滿一週年之際，《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

會希望聆聽更多意見，以便繼續改進、修訂未來計畫及方針，以切合廣大

讀者需要。

請填妥以下調查問卷，並於4月30日前寄回或傳真給我們。讀者也

可進入相關網頁填寫：www.successbc.ca/chn/our-services/publications/sur-
vey。

《中僑新天地》請您提意見

加拿大阿滋海默氏症協會（Alzheimer 
Society of Canada）是全國性非牟利機構，

致力為患有阿滋海默氏症和其他腦衰退疾病

的人士服務，並資助研究病因及治療方法。

該會在全國150多個社區提供多元化的資料及支援服務。

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Alzheimer Society of  B.C.）

地址：300-828 West 8th Ave., Vancouver, B.C. V5Z 1E2
電話：604-681-6530、604-687-8299（華語）或1-800-667-3742（免費長途）

電郵：info@alzheimerbc.org    網站：www.alzheimerbc.org

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

本 文 所

述「遊蕩」

，是指一些

或會導致某

人迷途或危及其安全的行為。大腦產生

變化，可以令阿滋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或其他腦退化症患者產生到處走

動的意慾，以及思想混亂，又或即使處

於原本熟悉的地方，也不知身在何方。

遊蕩行徑，會令患者與家屬面對壓

力。無論這是否你自己或家人目前關注

的問題，未雨綢繆，及早了解遊蕩是甚

麼一回事，並降低因為遊蕩遇上意外的

風險，實不失為明智之舉。

腦退化症患者可能出現遊蕩行為的一

般原因包括：

◆焦慮不安或過度受刺激。

◆以為自己需要外出上班。

◆不認得自己的住處而想走到一處較

為熟悉的地方。

記住，沒有任何事物足以確保腦退

化症患者的安全。退而求其次，卑詩阿

滋海默氏症協會（Alzheimer Society of 
B.C.）建議考慮多個策略，以促進患者的

安全，並照顧到他們行動上的需要。

可行策略包括：

1.將門鎖改裝或另加新鎖於視線水平

（與眼睛齊平）高度以上的位置。

2.在門上掛貼裝飾物，把門遮蓋。

3.告訴鄰居有關情況，以便他們一旦

察覺腦退化症患者看似迷惘和失去方向

時，能够辨識幫忙。

4.提供一個安全的來回走動範圍（例

如有圍欄的花園）。

5.收起那些可能會令患者興起外出念

頭的物品（例如大衣、帽子、皮包）。

卑詩阿滋海默氏症協會可協助腦退化

症患者和照顧他們的人想方設法，以降

低出現遊蕩行為的風險，以及為遊蕩已

成事實的情況做好準備。

我們備有遊蕩資料包，以協助患者家

人採取積極主動措施，及進一步了解這

些策略的詳情。該資料包提供與遊蕩有

關的資料，以及供警方使用的身分識別

材料和提示。欲索取以上資料包或了解

詳情，請聯絡您本區的阿滋海默氏症資

源中心或瀏覽網址：http://www.alzheimer.
ca/en/bc/Living-with-dementia/Caring-
for-someone/Understanding-symptoms/
Wandering 。◇



   中醫師高岐臻

談中醫的切脈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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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李麗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語服務

電話: 604-284-5528
列治文 太古廣場1200號
     （8888 Odlin Cres.）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Carol Hou
  

   潘錦興藥劑師

豆    

： 最平凡的有營食品

中國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瓜和

豆都是經常種植的重要莊稼。它們是植物的果

實，比其他部位含較多營養素，是大自然為下一

代準備的禮物。

根據食物分類法，瓜屬於「蔬菜瓜果類」，

纖維素豐富，又有抗氧化劑（anti-oxidants）和礦
物質，亦常含大量水分，在醫學界推崇的「健康

飲食金字塔」內，蔬果類應該「吃多些」。

豆卻不同，雖然荷蘭豆、豆角等連莢吃的也

屬蔬菜瓜果類，中國人常吃的紅豆、綠豆、黃豆

(又稱大豆)等卻劃分為「乾豆類」。乾豆的蛋白

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較高，所以營養師把他們

列為「肉類蛋類豆類」(或加上奶類)。故此，這

些豆並不僅是蔬菜，也可充當糧食，眉豆甚至有

個别名叫飯豆。

中國人多地少，資源有限，往時能吃肉的機

會不多，我們聰明的祖先，發明了豆腐，為世界

提供了價廉高質素的蛋白質來源。維他奶的創辦

人羅桂祥先生，亦是有鑒於中國人少喝牛奶，故

推廣豆漿飲品，以補充鈣質和蛋白質。

他卻不曾料到，在不足一世紀之後，全世界

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已不愁缺乏蛋白質。

反而肉類吸收或嫌太多。並因常吃進太多飽和

脂肪，對血管健康不利，導致多種慢性疾病，

如心臟病、糖尿病、中風等。而豆腐和豆漿，

已摇身一變，從廉價的平民糧食，變身為時尚

的健康食品。

豆腐偉大之處，是大豆的蛋白質本來不易消

化。但經過磨成豆漿，再凝結成豆腐之後，就變

得容易吸收，老幼皆宜。用作凝結劑的石膏，還

為這些豆製品增加了鈣質。

這還不止。大豆亦含身體所需的其他有益物

質，如也能在雞蛋黃找到的磷脂。不過，最令醫

學界留意的，是異黄酮（isoflavone），這種化學
物質屬於植物雌激素（phyto-estrogen），在結構
上類似人類的雌激素。一些研究發現，更年期婦

女進食含異黃酮的豆類食物，有助減少更年期病

徵（如潮熱），雖然效能不及含雌激素的更年期

補充劑（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簡稱HRT 
），卻安全得多。因為長期服用HRT，已證實能
增加多種疾病的風險，包括乳癌、中風、心臟病

和靜脈栓塞。

雖是植物雌激素，異黃酮與乳癌的關係卻微

妙。比較流行病學（comparative epidemiology）
的觀察早就發現，傳統多吃豆腐的國家，乳癌發

病率較低，如中國、日本。近年一些研究也發現

乳癌患者，吃較多豆類食物，在治療後的復發率

與死亡率均較低，證明大豆有益。

現時市面上有研製成丸劑的異黃酮，標榜能

保健，但究竟光靠服食丸劑，能否預防癌症，現

時仍未有足夠證據。而貿貿然長期服食大量異黃

酮，會否導致不良後果，亦不清楚。還是按照

祖宗的智慧，以謹慎的態度處事，從飲食中防癌

吧！◇

Positive effects of soy isoflavone food on survival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2524810

增進心臟健康良藥 
             Coenzyme Q10
我們的心臟

每天大約跳動十

萬次，從而帶動

2000多加侖的血液在體內循環。心臟是

需要大量的酶素（Coenzyme Q10）才能
執行這個任務。這些酶素在體內產生熱

動力，用來推動心臟細胞健康和正常的

運作。若然缺乏酶素，身體各部位都會

受到影響。

依照醫學統計顯示，人在50歲以後，

體內產生的酶素會開始減少，需要借外

來的藥物來補充。

年齡並不是造成酶素下降的唯一因

素。例如那些服用各種Statin藥物來控制
高膽固醇的朋友，尤其要注意。Statin藥
物其中一種副作用就是減低體內正常的

酶素。

一旦酶素降至低位，人的心臟可能

會不能百分百正常運

作。為了希望保持應

有的功能，心臟便會

加倍工作，這麼一

來，便會使心臟的負

荷過高。

因此，每天便需

要服用Coenzyme Q10
來補充所需。服食酶

素的好處約有六個：

（1）保持心臟的健康，正常的血壓

和降低壞的膽固醇（LDL）
（2）增強體力和體能

（3）保持腦部功能，減慢退化

（4）它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抗氧化劑

（anti- oxidant）
（5）減低眼睛和耳朵老化

（6）保持口腔和牙齒的健康

購買Coenzyme Q10酶素是不需要醫生
處方的。它的用法十分簡單，每粒100mg

的酶素，每天可以服用二至三次，每次

一粒。通常需要大約服食最少三個月後

才會見效。

下次到訪你的家庭醫生時，不妨向

他詢問意見，看看你是否需要Coenzyme 
Q10作補充。◇

看中醫

的人，都

知道中醫

師在診症

時都聚精

會神切脈的，廣東話就說是「睇

脈」。說哪位中醫好，就說「脈

理好」。但許多人都覺得憑指按

腕關節三個位置就可以治病，有

點不可思議，甚至「不科學」。

其實中醫並不單靠三個指頭來治

病的。所謂「四診」是「望、

聞、問、切」四個部分，在提倡

「中西結合」的地方，中醫師還

會適當參考現代的檢驗結果，這

對病者是有益的，但傳統中醫治

病，決不可以離開上述以四診為

主的診斷方法。

究竟中醫師從切脈中得到病

者身上甚麼訊息呢？所謂「寸、

關、尺」，就是腑臟所屬的部

位︰由手掌數起，左側的寸、

關、尺分別代表人體的心、肝、

腎的生理和病理活動的狀況；而

右手的寸、關、尺則代表肺、

脾、腎(命門)，這似乎更加玄

妙。但如果有經驗的中醫，配合

望、聞、問診，「脈象」確是很

重要的參考資料︰例如脈位的高

低、脈搏的頻率、節律、強弱、

大小、勢態等等，(中醫稱為28

種脈象)，對病的寒熱虛實、表

裡等症候就會了然於心了。例如

表症，多見於一般外感病例，脈

象見浮而有力屬表實、無力屬表

虛。但體質虛弱及老人往往外感

症而脈不浮，這就需要「四診合

參」，不可死板拘執於脈象了。

所謂「脈理好」的中醫師往往有

這份功力。而有些人將切脈神秘

化，以為單憑切脈無所不知，這

是不對的。

又如28種脈象中的弦脈，即

手按脈管如按琴弦者屬陰虛陽

亢。肝陽偏亢型的高血壓患者，

常常有脈弦而有力的脈象。而肝

陰不足則脈弦而細；肝胃不和、

胃連脇痛、肝部疾患及女性月經

不調、經前緊張症的頭暈頭痛、

失眠、煩躁、胸脇痛、乳房脹

痛、神疲等，脈亦多弦細。屬肝

鬱氣滯而無器質性病變，就要用

疏肝理氣、活血通絡的方劑治

理，例如︰柴胡、白芍、丹參、

香附、當歸、鬱金、川芎、炙甘

草、枳殼、澤蘭、生薑、大棗等

(請教中醫師方可服用)，此方用

來治療上述肝鬱氣滯型經前緊張

症有效。

筆者又發覺工作過度緊張

及精神鬱結者多有弦、緊的脈

象。◇



438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華僑金行

溫哥華緬街438號地下
電話: 604-669-3247

Wah Kiu Jewellers (1995) Ltd.

千足黃金   賀禮擺設   珠寶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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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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眼疾應及早治療
劉海泉視光醫生

六至七歲前是兒童視力發育的關鍵期

六 至 七

歲前是兒童

視力發育的關鍵期，此時的眼疾對

視力發育危害極大，有些眼疾如不

及時發現和治療，會造成眼睛的終

生殘疾。

兒童眼疾主要有先天性、發育

性、感染性、腫瘤及外傷等。

小孩不會表達，家長如何發現

小孩有問題呢？主要是要有些這方

面的知識，然後再仔細觀察。

剛出生時通常有產科和兒科醫

生檢查，有嚴重問題就會被發現。

眼紅腫、眼屎多及怕光流淚等也容易發現，但

有些問題則需要仔細觀察才能發現。如果小孩

不能注視，不能追光，則有可能是先天性視神

經和視網膜病變，或白內障等嚴重影響視力的

眼疾。如單純的流淚，可能是先天性淚囊炎；

流淚並且怕光，可能是倒睫；伴有大眼睛，則

有可能是先天性青光眼。如果眼睛睜不開，則

可能是瞼下垂，或是眼有異物或被劃傷。

再大點的小孩，如果爬走時經常碰撞到東

西，說明視力差。歪頭、瞇眼、喜歡靠得很近

去看東西等，都說明視力可能有問題。瞳孔通

常是深色的，有光照時呈淡紅色反光是正常

的，但如是白色反光則有可能是白內障、視網

膜母細胞瘤等眼疾。還有斜視，一隻眼睛看前

方時，另一隻眼往內或往外看。

雙眼的問題容易引起注意，單眼問題倒是

容易被忽略，因為沒問題的眼睛可以讓孩子看

得清，但另一隻有問題的眼睛如得不到及時治

療，就會變成弱視。

兒童眼疾中，有些可致盲，有些可致命，

有些則基本可以治愈。小孩眼疾的治療通常都

要盡快，因為會影響發育。但如需要手術治

療，因牽涉到麻醉問題，故此有些可以選擇時

機，比如雙眼的先天性瞼下垂，如不太嚴重，

可以考慮晚一些才做手術，因小孩可抬高頭來

看到東西，不會造成弱視。但單眼的瞼下垂反

而要及早做手術。

要預防就要及早檢查、發現、治療。家

族有眼疾史的嬰兒，三個月就要檢查。低體

重兒以及早產兒，更要及早。正常情況下也

至少在二至三歲時做全面的眼部

檢查。此外，也要預防外傷，不要

讓小孩接觸尖銳利器及其他危險物

體；注意眼部衛生以防感染性眼疾

也十分重要。◇

親愛的讀者，請看看你周圍的園子，是否

盛放著許多清新雅致的黃色水仙花？你可知道

這不怕寒冬、寓意生機和勇氣的水仙花，正是

加拿大防癌協會的標記？

自1938年來，加拿大防癌協會一直與加國國民攜手對抗癌症。通

過資助癌症研究、推廣防癌工作及倡議健康政策等多種途徑，向根除

癌症這目標努力不懈。70年前，大約只有25%的癌症患者可以在確診後

存活多於五年，但今天已經超過60%！

除了致力研究和癌症預防工作，加拿大防癌協會也肩負著提高癌

症病人生活質素的使命，並為癌症病人及家人提供多項服務︰

*癌症諮詢服務︰提供準確、可靠的資料，包括各種癌症治療和

副作用、情緒支援、社區資源和另類療法等。除了英文和法文以外，

還有翻譯人員以國語、廣東話和其他120多種語言提供資訊。

*癌症關懷：為了提供更好的鼓勵和安慰給癌症患者，我們可以

安排一些經過培訓並且有過類似癌症經歷的義工，與癌症患者分享他

們以往在面對癌症和治療方面的經驗。

*交通和經濟支援：為有需要的癌症患者提供經濟援助，幫助他

們支付一些針對癌症治療所需要的藥物和交通費用。

*友愛之家：為那些需要離開家鄉接受癌症護理的患者提供廉價

的住宿。除了舒適的活動室和設施，「友愛之家」還有護士24小時值

班護理，並且臨近治療中心，方便病人接受癌症治療。

四月是水仙花月，加拿大防癌協會每逢週末都會在大溫地區各大

華人酒樓和商場義賣水仙花，並且在4月9日（星期六）晚上，與新時

代電視攜手合辦「勇闖明天」電視電話籌款活動。希望大家慷慨捐助

和支持，好讓加拿大防癌協會能夠為更多癌症病人提供服務，盡量舒

緩他們在對抗癌症過程中的困惑、情緒和經濟等問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關的資訊或其他防癌信息，歡迎瀏覽本會網

站www.cancer.ca，中文網站www.cancer-asian.com或致電1-888-939-

3333查詢更多服務項目。

 支持水仙花月

      攜手對抗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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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申領OAS有得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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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早兩

期 曾 討 論 何

時申領CPP較
為上算。其後

與一位年過70

歲、在加拿大

已經住了20多

年的朋友閒談及此，他是沒有CPP的，因

為未嘗受薪從而不曾「貢獻」(contribute) 
過，可他卻連老年金OAS也沒有申領！

老年金OAS是所有65歲以上的加拿

大居民，不管曾否在此工作，都有資格

領取的，首要條件是必須在加拿大最少

住滿十年。居住期達到40年才可領得全

額，少於這個年限的就要按比例扣減部

分金額。

2013年7月開始，像CPP一樣，政府

也給予OAS「遲取獎勵」，在65歲到70

歲這段期間，越遲開始申領則鎖定的每

月收款越高，其變化為每一個月的延遲

帶來0.6%的增幅，換言之，以65歲開始

領取的最高額$570.52，若延至70歲時才

開始，則可增至$775.90，高出36%。

由於本欄的讀者不少是移民，往往

於65歲時並沒有在加拿大住足40年(包括

我自己)，所以這個「早點還是遲點」

的遊戲就更複雜了。例如某君65歲時

在此居住只有20年，他能領取的金額是

$285.26，即($570.52×20÷40)，只有最

高額的一半；假若他等到68歲才開始，

多了3年的居留期，23/40即57.5%，再加

上遲取獎勵，他可領取的金額是$398.90

免稅額   聯邦 卑詩省
（可扣稅15%） （可扣稅5.06%）

基本個人 $11,327 $9,938

長者（註一） 7,033 4,457

配偶或相當於配偶 11,327 8,509

十八歲以上殘障依靠人 6,700 4,349

殘障人士 7,899 7,454

加拿大退休金供款（最高額） 2,479.95 2,479.95

就業保險金供款（最高額） 930.60 930.60

退休收入（最高額） 2,000 1,000

受僱收入（最高額） 1,146 沒有

子女領養費（每名最高額） 15,255 15,255

公共交通費 實付數 沒有

子女健身費（每名最高額） 1,000（註四） 500

子女健身器材（每名最高額）

（註五）

沒有 250

子女文化藝術活動(每名最高

額)

500 500

首次置業（最高額） 5,000 沒有

學生貸款利息 實付數 實付數

學費（註二及註三） 實付數 實付數

教育免稅額（註三）

  全科生（每月） 400 200

  散科生（每月） 120 60

課本免稅額（註三）

  全科生（每月） 65 沒有

  散科生（每月） 20 沒有

醫療費

  超出淨收入的3%或 2,208 2,066

慈善捐贈

  首$200捐贈數的 15% 5.06%

  $200以上捐贈數的 29% 14.70%

往年聯邦政府給予18歲以下子女的免稅額，在2015年已取消，而只有屬於18歲

以下殘障的子女才有免稅額，金額為$2,093。 

在個人免稅額方面，2015年的數額亦比2014年略有變動，以下為聯邦及卑詩省

各項主要的個人免稅額：

〔$570.52x(1+0.6%x36)x23÷40〕。所以

一般而言，移民應是較遲申領為上算，

除非有些特殊的考慮，就像前文涉及的

健康因素等，在此不贅。

但與CPP不同的是，OAS是有「收

回」(clawback)的，若該年淨收入高於水

平(2015年是以$72,809為界)，則按高出

部分的15%收回。

假設某君於2015年淨收入是$80,000

，以65歲最高額$570.52計，他只收到

$473.83，若淨收入達到$117,954的話，

他就一分錢OAS也得不到了。畢竟這是

一項福利，是針對有需要者而非大有餘

力者。

提到福利，也順便談談另一項「

最低收入補助」(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GIS)，是幫助低收入老人家

的措施，最高額為每月$773.60，具體數

額視乎收入低至何種程度。GIS金額會

隨著每年報稅收入而重新評定。跟OAS
一樣，要到65歲才可以申領的。年滿65

歲，但選擇了「遲取獎勵」的期間，是

不會得到GIS的，我當然希望讀者都毋須

依賴GIS過活，但若真有需要，則應從詳

計算遲取之得失了。

政府發放OAS的對象並不是「濟

貧」，反而是「敬老」多一些，所以當

我發覺那位朋友因為不太清楚，又有點

疏懶而未有申請OAS時，倒是為他不

值，幸好OAS容許回溯申請日期至11個

月前，加上「遲取獎勵」，總算是有點

錯有錯著。◇

海外資產申報表
自從2013年開始，有海外資產的居民必須在T-1135申報表中詳細列出每一項

資產的明細，對於在加國投資經理人戶口內的外國證券投資，可以使用較簡單的方

法，用戶口內的總數申報，毋須逐一列出。從2014年開始的T-1135 申報表中，增了

一項（第七項），是專為此類海外投資申報而設的。不過，此類戶口當中，若有不

同國家的證券，仍須以國家分類，將每個國家的合計數字列出。

為了進一步減輕海外資產申報的繁複程序，2015年各類海外資產總合成本低於

$250,000的納稅人，可採用簡化的申報辦法，只須在相關的資產類別上劃出標記，顯

示有該類資產存在便可，不須詳細列明資產細項。不過，這項簡化申報辦法，只適用

於海外總資產成本在$250,000以下的納稅人，若超過者，仍須以詳細辦法申報。◇

＊註一：長者淨收入超出限額（聯邦：$35,466；卑詩省：$33,174），免

稅額便會按照超額入息的15%扣減，淨收入到$62,887，卑詩省的長者免稅

額便完全扣盡，而淨收入到$82,353，聯邦的免稅額亦完全扣盡。

＊註二：合格的學費為專上教育或成人職業訓練課程的學費，付給一機構

的金額必須超過$100。

＊註三：學費、教育免稅額及課本免稅額（聯邦）可以轉給配偶、父母或

祖父母申報，但必須要在學生本人不需要使用才可轉報，三者合共的最高

轉報額為$5,000（聯邦與卑詩省一樣）。

＊註四：從2015年開始，聯邦的子女健身費改為可退款的，而不是只可用

以扣減稅款的。換言之，若納稅人無稅須付的話，均可獲得退稅。

＊註五：2015年卑詩省新增了一項子女健身器材的免稅額，是以子女健身

費的5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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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疑難病痛氣功康復術

KUNGFUYES.COM

加西中國功夫學院

5699 Ormidale St., Vancouver 

604-729-3186

W E S T  C A N A D A C H I N E S E
K U N G  F U  I N S T I T U T E

一般立刻見效

新  鴻  音

聽 力 診 所
助聽器專門店

超過25年臨床經驗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耳鳴/聽覺過敏診治

游泳/隔音耳塞訂製

多款助聽器供選擇  如不滿意原銀奉還

304 - 650 W 41 Ave (Oakridge),Vancouver
604.708.9780 www.soundidEARS.com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陳碧菲  ( Phyllis )

張國偉
Nelson Cheung, CPA, CGA

特許
會計師

＊個人、非居民、公司稅務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填寫各類政府表格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列治文帝國中心商場 1430-4540 No.3 Road

604-868-8809
604-612-8283

國語：

粵語：

社區講座：778-869-3379 

電郵：bcgamblingprevention@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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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3年至今擔任加拿大
中醫針灸師總會理事           

養育子女與GPS

上一期本欄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子

女能真正獨立，處理自己的事情，不用

爸媽操勞，讓父母能安心過日子，也是

孝順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方式表面看

來好像很現代、很西方，但中國人有個

詞語，叫做「生性」，其實就是這個意

思。我們說一個人「生性」，意指這個

人不會為父母添麻煩，而且懂得照顧自

己，做好自己的份內事。仔女「生性」

，父母就不用擔心。

這讓筆者聯想起一樣新事物，就是

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現在的新車，都有安裝這個系
統，對許多駕駛人士來說，已經成為不

可或缺的裝置。它的用法是，啟動汽車

前，輸入目的地的地址，系統便會準確

的指示司機如何每一步前進，多少公尺

後，轉左還是轉右—— 司機縱使對路線

一無所知，也能抵達目的地。正因為它

好使好用，司機基本上不用看地圖，不

用辨別方向，

也 能 遊 歷 四

方。這是它的

作用，也可以

說是貢獻。商

人要能一直賺

取利潤，便要

能源源賣出貨品。與所有消費品一樣，

只要能夠讓消費者產生倚賴性，便能繼

續圖利。

凡事有利當然也有弊，新手司機一

開始便完全依賴GPS，當它一旦失效，
便往往不辨方向，很容易迷路。習慣了

使用GPS的人，縱使是熟手司機，一旦
沒有GPS，也會有點不自在，那感覺就
好像現代人手機離了身一樣不安及焦

慮，這就是倚賴性。不過話得說回來，

迷了路的時候有GPS多好。
子女年幼，父母是他們的導航系

統，領著他們的手，一步一步的帶領

他們，指引他們的方向，帶他們往目

的地。子女成長了，能自己定目標，找

方向，毋須父母做導航系統，他們有自

己的導航系統。做父母的應該幫助子女

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導航系統，教子女

辨方向，算距離，如何選擇目的地，認

地標，計時間，閱地圖。先是帶他們走

一趟，然後陪他們練習，讓他們掌握狀

況，建立信心。

教育子女的原則也是一樣，他們總

需要自己親身體驗，才能領悟，做父

母的便要學會一步一步的放手。父母

的GPS能夠給子女備用或救急，已經
很足夠。◇

戒除賭博的路程，不一定是孤獨

的。問題賭徒可能為了面子，不希望別

人知道自己的困難，往往把問題收藏，

結果令自己孤獨無助，產生巨大的心理

壓力。其實，問題賭徒不需要孤身走我

路，社區有很多熱心人士願意與問題賭

徒風雨同路。好像GA，它是一個社區自
願組織，是由一些從前是問題賭徒的人

士發起，以小組分享形式，扶持互助，

來解決賭徒共同面對的問題，藉此幫助

大家成功戒賭。

「賭博人士互助組織」（Gam-
blers Anonymous, GA）是一個國際性組
織，1957年於加州洛杉磯正式成立，其

後遍佈美國、英國和世界各地。現時該

組織在大溫地區每天都會在不同地點

舉行聚會。(想查詢會議時間，可瀏覽

www.vancouverga.com)

「賭博人士互助組織」的理念，是

透過在聚會中重複肯定和履行12項復康

步驟，成員間互相支持、鼓勵和檢討，

希望最終能改變問題賭徒的生活習慣，

從而遠離賭害。

要成為「賭博人士互助組織」的成

員，並無嚴格的條件限制，所有成員都

是隱名的，也不會強制出席的次數。各

成員的關係平等，而每次聚會的主持人

都由成員自發擔當。除了聚會外，該組

織亦提供指導互助(sponsorship)服務，
由有經驗的戒賭人士協助及支持新會員

戒除賭博習慣。

該聚會通常由主持人邀請一位成員

分享經歷作開始，然後各成員可自由分

享其本身經驗或提出意見或建議。聚會

並無固定議程，只是透過「見證」和分

享，讓各成員對自己重新肯定，並在互

相支持鼓勵之下，持之以恆去解決個人

賭博問題，這就是聚會的主要目的。

世界各地的「賭博人士互助組織」

都透過這種輕鬆的聚會模式，進行如下

的「十二步驟」（12 Steps）復康方法：
1.承認自己面對賭博問題束手無

策，也就是無法處理自己的生活；

2.相信有一個「大能」能協助自己

回復正常生活；

3.決定將自己的思想和生命託付給

這個「大能」；

4.無懼面對自己，探索自身的道德

和財政現況；

5.對自己和其他人承認自己犯錯；

6.有足夠準備去除自己的毛病；

7.謙虛地請求協助去除自己的毛

病；

8.列出自己曾經傷害過的人並願意

作出補救；

9.對這些人直接作出補償（除非這

樣做會傷害他們或其他人）；

10.繼續檢視自己，並在發現犯錯時

立即承認；

11.透過祈禱和默想去改善與自己心

靈的溝通，並祈求「大能」賜予智慧俾

能堅持到底；

12.在使用這些方法解決了自己的問

題後，會將有關資訊傳開，協助其他有

賭博問題的人士。◇

不再孤身走我路
賭博人士互助組織與你同行



tion Project，簡

稱AEIP），讓他

們在抵埠前對加

拿大以及卑詩有

一個初步的認識

和了解，包括就

業與房屋。 

這個辦事處

是由聯邦撥款成

立，從另一角度

看，說明了聯邦

對中僑有關新移

民服務方面所取

得成績的認同；

也說明中僑對新

移民的服務不限於卑詩及加西地區，而

是整個加拿大。

周潘坤玲特別提到，這個服務中心

並非商業性質移民中介機構，而是專門

向已獲得移民簽證的人士提供登陸前的

諮詢及介紹，讓他們對加國有所認識，

使得在抵埠後能夠更快適應新生活。

加強協助難民服務
隨著聯邦實行增收難民政策及相關

措施，預計在卑詩，甚至在大溫地區接

收的難民數字也會增加。她在接受訪問

時，肯定中僑會加強對難民的服務及作

出配合，當中不光是敘利亞難民，也包

括來自其他國家及地區者。

中僑在難民服務方面素有經驗，早

於上世紀70年代出現越南難民潮時，有

關工作已經做得很出色，在這方面提供

所需的服務可謂駕輕就熟。當年曾經獲

中僑協助的越南難民，甚至他們的下一

代，現在仍不忘當年得到的援助。

對於最近的敘利亞難民潮，其實中

僑早已對他們給予必要的協助，尤其是

素里的中僑辦事處，已做了很多工作，

讓到來的敘利亞難民能盡快融入社會。

基於中僑的服務及人道精神，不管是政

府資助或是私人擔保的難民，只要有需

要，中僑都會沒選擇性的施以援手。

《中僑新天地》上期所介紹的中僑

MAP（Moving Ahead Program，邁步向前

計畫），就是其中一個包括難民在內的

服務項目。

周潘坤玲認為，不管新移民或是難

民，語言培訓都很必要，然而由於聯邦

資源分配有限而造成影響，光是在素里

中僑辦事處輪候上英語班的新移民，人

數已多達1300人，這也是中僑希望政府

增撥資源的原因之一。

2016年4月

周潘坤玲接受專訪談述

中僑未來計畫與挑戰

中僑
互助會及中僑基金會行政總

裁周潘坤玲今年2月獲《卑

詩商業雜誌》(BC Business)評選為卑詩

省35位最具影響力女性後，又獲「2016

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溫傑出女性提名」

(2016 YWCA Metro Vancouver Women of 
Distinction Nominees)。此外，由《加拿

大移民雜誌》（Canadian Immigrant）主

辦的第七屆「RBC最傑出25位加拿大移

民獎」（RBC Top 25 Canadian Immigrant 
Awards），她也是候選人之一，結果將

於今年6月公佈。

對於獲得種種殊榮，尤其對獲得「最

有影響力女性」的榮譽，周潘坤玲在接

受《中僑新天地》記者專訪時強調，「

這並不是個人的功勞，而是整個中僑團

隊的努力，是中僑所有工作人員，包括

義工們努力貢獻的結果，也是對中僑在

移民及難民、房屋與長者三大服務範疇

工作的肯定。」

這位中僑行政第一把手特別說明，獲

得多項提名及入選，最重要是提高主流社

會對中僑及其所提供的移民服務的認識，

多於對個人的榮耀。

預算首超四千萬元

她指出，中僑作為加西最大的非牟

利移民服務機構之一，一直以來注重新

移民服務，包括安頓、語言培訓、住

房、就業及商業技能培訓等，每年服務

多達14萬人，而整個預算今年也首次超

過4000萬元。

中僑目前對新移民的服務不再限於

已到了加拿大者，現在甚至擴展至海

外。繼台北及首爾後，去年9月在北京開

設「中僑北京服務中心」，為已取得移

民簽證的中國人提供移民離境前的免費

諮詢服務（Active Engagement & Integra-

圖文︰盧烱炯燊

類別 商鋪名稱 商鋪地址及聯繫方式 優惠

保健

Lumiere Skin 
Health & Well-
ness Centre

401-470 Granville St.,Vancouver
溫哥華, 604-306-7531
www.lumierespa.ca

八五折

飲食 八達屋魚蛋

本拿比麗晶廣場分店:

4500 Kingsway, Burnaby 
列治文公眾市場分店:

1680-8260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溫哥華東一街市場分店:

Unit 108, 2800 East 1st Avenue, 
Vancouver
溫哥華華埠廣場分店:

178 Keefer St, Vancouver 
604-200-9982

正價魚蛋一律

每磅減$1，更

多優惠詳情請

親臨各分店查

詢。

服務
GALLERY X 
STUDIO

Unit 130, 6191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778-316-7118
www.galleryxstudio.com

標誌及名片設

計九折

有關中僑會員優惠及服務，詳情可致電或電郵查詢：604-408-7260
或 membership@success.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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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服務需求殷切

對長者提供服務也是中僑的核心工

作，其中Better at Home 計畫，內容包

括為長者提供房屋清潔等家居服務、外

展社工探訪獨居老人等，讓老人家們也

感受到外界的關心與溫暖。

至於「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的長期護理方面，最近加設一張專為

患有阿滋海默氏症(俗稱老人癡呆症)

而設的床位(房間)，這是一個24小時

的特殊服務。

由於長者對貼身服務需求殷切，周

潘坤玲也希望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在這方

面能夠提供資源，認為這對老人家，尤

其是華裔長者而言很有必要。

不僅是長者的護理，她又期望在長

者居住單位方面有所增加，這不但是中

僑的計畫，也是社區方面長期以來的迫

切要求。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還需要

政府及社會各方給予支持。

廉租房屋仰賴支持

說到居住，自然談到大溫房價持續

飆升，尤其最近幾年，房價已非一般民

眾，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所能負擔。周

潘坤玲提到，中僑另一個核心項目是為

中低收入人士及家庭提供可負擔房屋服

務。到目前為止，中僑為 BC Housing

所管理的可負擔房屋單位已達500個，

然而仍未能夠滿足需求。

她了解到，中低收入家庭對於入住

可負擔房屋很有迫切需要，輪候人數有

增無減，因此外界的支持，包括金錢及

精神上，就顯得非常重要。

支持增加團聚配額

對於聯邦政府最新宣佈2016年的移

民配額，其中在難民收容數字上升一倍

及增加家庭團聚名額的做法，周潘坤玲

表示贊同。因為增收難民，正與中僑的

服務社會及人道主義精神不謀而合；在

增加家庭團聚數字，中僑更是全力支

持，原因是完全符合中僑以家庭為本的

價值觀。

但數字增加了，自然聯邦也需要增

撥資源予以配合，協助新移民在本地紮

根，其中新移民所需的安頓撥款，就應

該增加以應對相關需求。

她解釋，聯邦的撥款是根據服務移

民的數字來計算，正如前面所說，加強

對難民的服務的同時，希望在聯邦撥款

方面不會對中僑有所影響。

談到中僑未來所面對的挑戰，這位

行政總裁認為主要在兩方面，首先是資

源分配，由於中僑是一個非牟利的移民

服務機構，但一直以來聯邦及省府撥款

不足，很多方面須靠自行籌集資源才可

以提供服務，很多時還要靠社會各界捐

助及舉辦各項籌款活動。其次是人手資

歷問題，正正因為中僑是個不牟利機

構，難以在薪酬及福利方面與私人商業

機構競爭吸引所需的人力，幸好有一群

義工及有心人士的配合和貢獻，讓中僑

得以繼續提供優質服務。◇

中僑會員新增購物及服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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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嘉賓：黃耀明醫生 BMSc, MD, FRCPC, FACP
                            

現場並設有健康諮詢攤位，由專科醫生主持

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中僑互助會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
電話： 604-408-7254

 日期:  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 – 中午12:00 
 地點: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林陳坤儀博士大樓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禮和堂

查詢：
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華人資源中心
Sharon Tong 唐柳迎 (支援及教育主任) 

聯合舉辦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　中僑互助會

認知障礙與腦退化 粵語健康講座

中文熱線： 604-687-8299
電郵：stong@alzheimerbc.org

卑詩大學醫學院教授及副院長

   圖文︰盧炯燊

陶明磊所在的上海巷將增添其

母名字

上海巷添名字
    紀念陶黃彥斌

   圖文︰盧炯燊

中僑互助會的Moving Ahead Program(MAP，邁步向前計畫)，3月19日特別安排23位在

大溫地區定居的敘利亞難民兒童及他們的家人，到羅渣士體育館參觀及深入溫哥華加人冰

球隊（Canucks）大本營，獲加人隊高層及球員熱情接待，介紹這項加國最受歡迎的運動。

聯邦移民、難民及公民部長麥家廉（John McCallum）當天也偕同妻子前來，除歡迎敘

國難民來到加國，更期望他們能早日融入社會，其間不少難民兒童熱情擁抱他。

在介紹冰球時，加人隊門將麥奇連（Kirk McLean）更親自為15歲的舒爾高（Shergo 
Kurdi）換上守門員球衣並指導球技。非常開心的舒爾高，正是去年底逃難時，在土耳其海

灘溺斃3歲小童艾倫（Alan Kurdi）的堂兄。這群敘利亞兒童之後來到觀眾席，觀看加人隊

球員為當晚賽事的練習，更情不自禁舉起標語高叫「加人隊加油」（Go Canucks Go）。

中僑互助會主席黃麗珠及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也全程參與。周潘坤玲指出，中僑今次與

加人隊共同舉行這項具有意義的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冰球運動，讓敘利亞兒童更了解、

更快融入加國文化及社會。◇

中僑MAP安排  加快融入本地文化

敘國小難民 加人隊腹地探秘

中僑主席黃麗珠(左一)及行政總裁周潘坤

(右三)與敘利亞難民兒童在一起

麥奇連(左)為舒爾高穿球衣

敘利亞難民兒童與家人在加人隊球員更衣室內

敘利亞兒童們一早到加人隊大本營(上)，受到吉祥物 FIN 歡迎(左)。

敘利亞兒童聚精會神觀看球員練習 移民部長麥家廉歡迎敘國兒童

為紀念已故中僑互助

會行政總裁陶黃彥斌(Lil-
ian To)，溫哥華市政府通

過決議把華埠中僑總部旁

的上海巷(Shanghai Alley)，增添命名為

「Lilian To Way」，在兩個出入口設置

路牌，並在中僑總部正門設立一個雙語紀念牌。

溫市議會早於2014年11月25日通過將華埠其

中一條街道或建築物以陶黃彥斌命名，今年3月8日

通過決議，在中僑華埠總部旁邊的上海巷路牌，加

上「Lilian To Way」，紀念她對社區及協助新移民的

貢獻。陶太的長子陶明磊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感

謝市府的決定，同時強調設立路牌與否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母親服務社會的精神，能夠在社區傳

承及延續下去。

中僑互助會及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也

發表聲明，除讚揚陶黃彥斌的貢獻外，也就這項命

名得以實現，向出力奔走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謝。◇

陶黃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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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義工經理李淑群(前右)、義工主任黃寶儀(後右二)與資深

義工麥樹榮(前左)、(後左起)李美霞、屈少芬、吳翊綾及黃梅芬(後右一)。

伊甸抉擇美好家園 義工參與全情投入

視長者為親人
麥樹榮(麥公)是最年長及最受眾人尊敬的義工，他風雨不改每週參與李國賢

護理安老院的探訪組工作。由於他懂說粵語及國語，來自海峽兩岸三地的長者都

成為了他的朋友。他說，把長者視為親人，逐步和他們建立關係，取得他們的信

任很重要。起初長者對探訪組的到訪很抗拒，及後雙方開始熟絡，隔膜隨即打

開，願意向探訪組傾訴心事。其實不少長者都有一顆寂寞的心，經常憑窗等候家

人到來探望，奈何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與家庭，一週只能前來一兩次，探訪組的

噓寒問暖正好抒解他們的心中鬱悶。

當義工可雙贏
吳翊綾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在為列

治文張安德樂福苑當義工之前，她已為

中僑心理熱線義務工作十多年。加入樂

福苑義工行列，除了希望把在「熱線」

工作中掌握的溝通技巧，用於服務長者

之外，她還有一個頗為特別的原因，就

是自己不想患上抑鬱症。吳翊綾認為「

助人為快樂之本」，當義工是可以雙贏

的，當心理熱線義工的傾聽和同理心，

可以用在長者身上，長者和小朋友一樣

都需要鼓舞及讚美。目前她在樂福苑陪

伴長者玩電腦遊戲，為長者輸入生活的

正能量，她表示，服務長者人數多寡不

是問題，能讓長者感到開心及活得有動

力才最重要。

學懂與人相處
李美霞是李國賢護理安老院的「百

搭」義工，哪裡有需要，她就到哪裡幫

忙。她服務過的崗位包括：探訪組、園

藝組、歌詠組、烹飪組、動物小組、運

動組，陪長者出外購物、看醫生等等。

她全情投入，是因為把安老院的長者視

作親人，安老院是一個大家庭，義工也

是這家的成員。李美霞指出，有些長者

是不善於表達的，長者們不一定可以和

其他人溝通傾談，但他們熟悉義工的聲

音，一個拉拉手或拍拍手的動作，其實

是對義工的關心表示感謝。李美霞說，

義務工作使她獲益良多，不僅學懂了與

其他人相處，也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

義工朋友。

獲身心靈滿足
屈少芬自2008年開始參加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及錢梁秀容日間護理中心的義務工作，當時她家

庭發生了巨變，有朋友建議她到中僑當義工，她

於是抱著回饋社會的心情來到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工作中她獲得不少學習機會，例

如學會佈置會場、寫揮春、煮齋菜等，在付出愛心及時間的同時，她也得到身心靈

的滿足。屈少芬認為，義工的身心靈首先要健康、正面，帶著愉快的心情而來，帶

著愉快的心情而去。陪長者吃飯是一項甚具滿足感的工作，義工不能為長者餵食，

只能協助把食物放在長者的匙羹上，然後勸說他們自己吃。當長者把食物吃光時，

義工、長者及其家人同樣感到樂不可支。◇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在屬下四個長者護理院

舍提供的服務可謂與眾不同，皆因協會自成立

之始便堅持「伊甸抉擇」的理念，為長者「提

供一系列連續性的優質及切合文化的耆英服

務」，「廣廈老吾老，晚晴家上家」。

十多年來，協會的服務不斷發展擴大，獲

政府及社會的認同與讚賞，是有賴職工們的盡

忠職守，以及義工們的全情投入。「伊甸抉

擇」同樣是義工們的的使命及理念，透過辛勤

勞動，默默耕耘，義工們做到了「改善住客、

員工和訪客的生活質素；樂意接受工作及獲得

他人信賴，並且做一個有責任感的衛生護理小

組成員；獲得足夠的培訓和機會以增添人生經

驗；喚起社群發揚互相合作及信任的精神，同

時透過參與，使大家的生活更為充實」等四大

任務。

本報記者邀約了五位在不同崗位服務的資

深義工座談，讓他們分享多年來在服務長者中

的喜與樂(見下文)。

另一方面，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義工經理李

淑群指出，協會屬下四個院舍目前存在的普遍

情況是：工作太多，義工不足，特別是探訪組

及進餐大使更為缺人；倘若人手充足，將會有

更多長者受惠，服務也可以做得更細緻。協會

定期會為義工安排培訓，培訓期間有不少學習

及結識新朋友的機會。

她呼籲有興趣服務長者的人士參與此有意

義的義務工作，助人助己，賞心樂事。有興趣

參與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義務工作人士，可致電

604-608-8835與義工主任黃寶儀查詢。◇

誠意打開心屝
黃梅芬盛讚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的服務全面週到，能夠參與其中是很有意義的

事。她說當義工的首要條件是要有愛心，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能幫到自己。安

老院有些長者以前行動不便，整日足不出戶，但在義工協助下參加運動，最後恢

復信心走路，她看到了自己付出愛心後取得的成績。她說不少長者，特別是患有

抑鬱症的長者內心有很多問題，更需要其他人的關心。義工要有耐性，順著長者

的心意，才可以取得其信任及真正了解他們的

想法。誠意可以打開人的心扉，當長者感受到

他人的關心，才可以把負面變為正面。身體語

言很多時是很有效的溝通方法，多一些鼓勵，

長者會多一分信心。

列治文耆英會團拜聯歡

中 僑

列治文華

人耆英會2

月18日在

列市一家

酒家舉行

新春團拜

活動，出

席的長者們悉心打扮，喜氣洋洋，互祝新春大吉，身體健康。

當天節目豐富，包括歌唱組表演賀年歌曲、卡拉OK、財神派

利是等。嘉賓及理事們贊助禮物，人人有份。聯歡活動在「友誼

萬歲」合唱聲中圓滿結束。◇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在「中僑星輝夜」獲「中僑慈善

獎券」銷售最高團體獎第二名。主席葉承基（中）與三

位副主席馮炳南（左一）、李淑英（右二）、張焯（右

一）及國畫班導師曾美貞（左二）代表領獎。

華埠耆英會4.28會員大會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簡稱聯會），

訂於4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時正，假座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禮和堂，召開聯會第21週年會員

大會，凡聯會會員，謹請依時出席，提供卓

見，促進會務是荷。

由於聯會部分幹事任期將滿，遵章遴選

賢能出任該職，謹定於4月1日至15日辦理提

名登記（請到中僑互助會華埠辦事處38號地

下），歡迎熱心服務聯會之會員按時辦理手

續，踴躍參選，推舉才能任事，共策互助互

愛精神，福利社群。◇

銷售中僑獎券 華埠耆英會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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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前身為《松鶴天地》，1985年創辦。每期能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協助，特此致謝。

  陳凱琳

中獎者請攜同中獎獎券及兩份身份證明文件（其一

須附近照），到中僑基金會（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領

獎。獎品最遲於2017年3月12日前領取，否則當棄權論。

2016年中僑慈善獎券中獎號碼
卑詩獎券號碼79907(抽獎日期︰2016年3月12日)

中僑基金會特別感謝以下「中僑星輝夜」贊助單位︰

中 僑 基

金會2016年

度「中僑星

輝 夜 」 已

於 3月 1 2 日

晚在 West in 
B a y s h o r e
酒 店 成 功

舉 行 ， 合

共 籌 得 善 款

$506,303。籌

得的款項將用於大溫社區重要和必須的社會服務上，包

括中僑青年領袖新紀元、中僑多元文化家庭資源中心、

中僑心理熱線、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

院和其他長者及婦女服務等。

「2016中僑星輝夜」籌委會共同

主席林頌恩及蘇侶安指出：「每年我

們相聚於此，確保中僑滿足大溫社區

需求提供的服務。同時感謝社區每一

位，無論他們是基於個人改善社區的

願望，或是使用中僑服務的人士，全

賴他們的貢獻才造就今天的中僑。」

頭

獎

1008895  Patrick 
Lau

來回溫哥華到香港經濟客位

機票兩張及現金獎5,000元，

價值$8,600。

二

獎

1001399 Kwan
Fong 
Chan

來回溫哥華到香港經濟客位

機票兩張，價值$3,600。

三

獎

1055639 Cat 
Leung

0.54ctw鑽石耳環(連證書)，

價值$1,290。

四

獎

1011964 梁翠珍 河石娛樂度假酒店送出雙人

酒店住宿及娛樂節目入場套

券，價值$1,200。

五

獎

1013386 Fiona 
Lo

日信旅運送出雙人班芙四天遊

（連酒店住宿)，價值$1,000。

六

獎

1007718 Yuk   
Lau 

Louie

Techno Office Furniture送出高

級意大利皮巴塞隆拿單座沙

發一張，價值$980。

七

獎

1054158 Eric 世運旅遊送出三晚威士拿豪

華度假套房，價值$900。

八

獎

1046885 Mo-
nique 
Ho

RBC財富管理國際私人銀

行送出定期存款戶口，價值

$500。
九

獎

1003322 Bonnie 
Chiu

加拿大豐業銀行送出退休儲蓄

戶口(華埠分行)，價值$500。

十

獎

1051352 Rocky 
Yang

永明金融Kendo Leung送出免

稅儲蓄戶口，價值$500。

兩 位 共

同主席亦表

揚了40多位

贊助商及無

數善長對「

星輝夜」的

熱誠支援，

特 別 感 謝

榮譽贊助及

基金會贊助

人—— 方君學

先生、「星輝夜」機票及慈善之星贊助—— 加拿大航

空20年來對中僑的不懈支持。自1997年，加拿大航空

共為100多位來自亞洲的「星輝夜」

表演嘉賓，免費提供來回溫哥華的

機票。

當晚，基金會特別邀請了中僑

李國賢護理安老院住客家人委員

會主席Agnes Tao，分享她母親的

故事，反映了長者護理服務的重要

性，以及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面

韋綺珊與蘇侶安合唱《Diana》

韋綺珊與Federico Fuoco合唱

韋綺珊與林頌恩合唱《相逢何必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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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星輝夜」成功籌逾50萬元

機票及慈善之星獎項贊助︰加拿大航空

榮譽贊助︰方君學先生

場刊贊助︰協平世博集團

晚宴餐券及花卉擺設贊助︰加拿大豐業銀行

VIP酒會贊助︰Vancity
汽車贊助︰Mercedes-Benz Canada Inc.
無聲拍賣展覽館贊助︰Lugaro Jewellers
主要贊助︰倫敦理財、Holborn Group、KAP Management Ltd.、

河石娛樂度假酒店

商務贊助︰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至美彩色印刷、美心餅

店、McCarthy Tétrault LLP、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RBC皇家

銀行、RE/MAX Westcoast–Patsy Hui、Rennie & Associates Realty、日

昇豆品公司、道明加拿大信託

節目合作媒體︰新時代傳媒集團

特別宣傳贊助︰龍祥頻道

酒店贊助︰Sutton Place Hotel Vancouver
友情贊助︰德勤會計師、加拿大匯豐銀行、怡富地產--Sing Lim Yeo
主要傳媒贊助︰新時代電視、加拿大中文電台AM1470/FM96.1、

城市電視、匯聲廣播華僑之聲AM1320、OMNI Television 
傳媒贊助︰明報、加拿大明聲報、星島日報、加拿大都市報、環

球華報、先楓傳媒、大華商報、潮文傳媒集團、加西網、中僑新天地

對缺乏專業儀器的困難。

著名實力派歌手韋綺姍(Rita Carpio)
獻唱多首中、英文名曲。她歌聲誘人、

幽默健談，與司儀及台下觀眾打成一

片。韋綺姍更即席邀請了共同主席蘇侶

安和她合唱Paul Anka的名曲《Diana》，

並與另一位共同主席林頌恩合唱了首本

名曲《相逢何必曾相識》，把晚會的氣

氛推至最高潮。

另外年度售賣的「中僑慈善獎券」亦於「星輝夜」

當晚頒發銷售獎項。獲得「銷售最高財務機構」分別

是：第一名加拿大匯豐銀行、第二名加拿大豐業銀行、

第三名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銷售最高團體」組別，

第一名是怡富地產，第二名是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怡富地產已是第九年獲得第一名。「銷售最高個人」組

別冠軍是第六次奪得第一名的MK Lam先生。

中僑慈善獎券得獎號碼已於當晚揭曉，中獎號碼已

張貼於中僑各區辦事處和網頁www.successfoundation.
ca。查詢請致電中僑基金會604-408-7228。◇

4月�Ap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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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success.bc.ca/eve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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