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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魯冰

桃花依舊笑春風

溫哥華大樓

  邱國鋈

圖︰VPL

1912年落成的「溫哥華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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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咖啡會

位於溫哥華 市

中 心 固 蘭 胡

街 (Granville St.)736
號，有逾百年歷史的

「溫哥華大樓」(Van-
couver Block)，除了是溫哥華在一次大戰
後經濟起飛的象徵外，也是溫市中心的商

業重心，從喜士定街 (Hastings St.)及片打

街 (Pender St.) 轉移到喬治亞
街 (Georgia St.) 夾固蘭胡街的
轉捩點。

自從橫加鐵路建成後，加

拿大太平洋鐵路 (CPR) 在溫
哥華於1886年4月6日正式開

埠成立市府之前，已乘著鐵

路之便擁有鐵路總站附近大

量土地，當時經濟重心主要

在現時煤氣鎮及喜士定街、

片打街一帶，以配合全國各

地貨物交易經鐵路的往來。

隨著一次大戰結束，歐美國家進入經

濟高速發展年代，溫哥華也享受著經濟繁

榮與城市高速發展成果，人口大量增加，

商業中心開始從煤氣鎮一帶向外擴展。

CPR此時已察覺這種趨勢，於是決
定將它在固蘭胡街擁有的大量土地打造

成新的商業中心區，藉以提升土地的價

值；CPR提供種種優惠，鼓勵商家們在此
興建商業大樓甚至公司總部。而「溫哥華

大樓」1910年在固蘭胡街的破土興建，標

誌著溫市中心出現新的商業重心，也成為

了溫哥華看似繁榮無止境的象徵。

溫哥華大樓是由地產商本恩斯 (Dom-
inic Burns，其兄長是聯邦上議員 Patrick 
Burns，擁有的肉食公司 P. Burns & Co. 
Meat Packing，是全國數一數二)投資興
建，它特別聘請當時著名建築公司 Parr & 
Fee 負責設計及興建，大樓充滿愛德華時
代風格，歷時2年於1912年落成，整幢大

樓建費400萬元，成為溫市中心的地標。

它從地下至旗杆頂，高265呎，樓高

17層，最高三層是鐘樓，頂端四面裝上大

鐘，鐘面直徑21呎，遠至12街都可以見

到。1927年更在鐘樓部分增添霓紅燈，亮

遍溫市中心。

本恩斯對這座大樓的興建不惜功本，

除使用頂級材料建造外，外牆白色瓷片，

是專門從美國加州訂造；室內裝飾走廊牆

壁鑲嵌意大利進口雲石；設有4部當時屬

於非常先進的載客電梯。

租用大樓的俱屬著名公司，最頂兩層

是溫哥華商會用作俱樂部，加拿大北方鐵

路 (Canadian Northern Railways) 也租了
一整層用作辦公室；租戶均以能進駐大樓

內作為地位象徵。

這座大樓反映了當時商界對溫哥華的

信心，在它之後，固蘭胡街及喬治亞街陸

續有不少商廈建成，配合其他酒店、省級

法院(溫哥華美術館前身)等建築物，新的

商業中心漸告轉移形成。

「溫哥華大樓」經歷百年，已給溫市

政府列為歷史建築，1933年本恩斯逝世

後，業權多次易手，週圍的商業大廈更一

幢比一幢較它高出多倍，然而無損它的傳

統歷史地位，今天仍然是溫市地標之一，

當人們走過市中心固蘭胡街時，仍然被它

的風采所吸引。◇

Vancouver Block

五年多前某天，我與妻在小鎮

市區購物閒逛，突然一個中年婦女

趨前，遞上一張宣傳單張，原來她

所屬的教會組織了一個新移民的聚

會，誠邀我倆參加，飲咖啡閒聊。

我們從來沒有宗教信仰，有點擔心

這是一種宣傳鼓動入教的手段，而

半信半疑。但想到如能結識新朋

友，有助融入社會，並無大礙，反

正參加後如發覺不妥，可隨時抽身

而退，於是便按時出席。誰料從此

以後，我倆竟成了咖啡會的中堅分

子，幾年來甚少缺席。

會如其名，參加聚會的除了

兩個本土搞手(其中一個就是該名

中年婦女)外，其他的均是不同國

籍，包括波蘭、意大利、德國、瑞

典、玻利維亞、摩洛哥，還有葡萄

牙和中國……。幾乎是清一色的女

士，是名副其實的聯合國。有人還

推着嬰兒車，帶同年幼子女到來，

彼此交談溝通全用蹩腳的英語，卻

無芥蒂，氣氛融洽而親切。

國際咖啡會每個月舉行兩次，

每次個半小時，例必有免費咖啡或

香茶款待，不少參加者更帶備各自

的家鄉小食，糕餅等讓大家品嘗。

主持人首先安排人手照顧孩童嬉

樂，然後每次選定一些成員，教

授一些小工藝，如絲帶花，禮品

包裝，節日裝飾等，甚或製作曲奇

餅，各國特色餅食……餘下的時間

讓大家閒話家常，談天說地，嘻嘻

哈哈的，半天便很快過去了。

聚會是在教會轄下的公眾地方

舉行，令人意外的是從無談及宗教

信仰，也絕無宣揚耶穌基督或聖

經。當然，每逢聖誕、復活節及感

恩節，會循例公佈彌撒，祈禱等宗

教活動的日程，但是否參加，悉隨

尊便，並無任何鼓動或強迫。

咖啡會確是純粹的友誼聚會，

經多年交往，我們結識了很多朋

友，時常得到他們的幫助，了解到

不同的風土人情，令視野擴闊，生

活更充實，性格變得更加樂觀和開

朗，英語也獲得長足的進步。難怪

我倆對聚會樂此不疲，因為它對移

民確有莫大的裨益。在此不禁想

到，加拿大是否有這類組織？◇

扇 面

傳統的中國習俗中，過農曆新年時家中

總喜歡擺設年花，如桃花、牡丹、劍蘭、柑

桔及水仙等。

其中桃花原產中國，為薔薇科的落葉灌

木，分為食用桃和觀賞桃兩類，在公園栽種

的多數是後者。早春季節開花時，爛漫芳

菲，嬈媚動人，人們紛紛出外觀賞桃花。在

香港過年時，很多大型商號、銀行，均在大

堂擺設一株巨型桃花。人們行年宵花市時，

買得桃花回家瓶插，希望「花開富貴，好運

齊來」。

有關桃花的故事及詩句，最傳誦一時的

是《本事詩》記載的「題都城南莊」。詩人

崔護在陽春三月桃花盛開時，外出遊玩來到

一個小村莊，看到一棵盛開的桃花樹旁站著

一個美麗的姑娘。崔護口渴，向姑娘討水

喝，喝水後很感激這位姑娘，但限於當時的

禮教，不好意思多講話便走了，但念念不忘

這位姑娘。第二年陽春三月，崔護又來到小

村莊的桃花樹下，只見大門深鎖，沒有見到

這位姑娘，於是在門上題詩：「去年今日此

門中，人面桃花相眏紅；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其後姑娘回家時看到這首詩，悲傷不

已，痛哭流涕至昏迷不醒。此時崔護又重

來，見到沒有呼吸的姑娘，不斷推拍姑娘而

大哭：「崔護來了！崔護來了！」誰知道這

些動作使姑娘蘇醒過來，後來更結成夫婦。

照當時的講法，上天因為憐恤崔護的至誠而

使姑娘復活，但照現代的知識，姑娘因傷心

流涕，痰和眼淚阻塞氣管，不能呼吸而呈暫

時性休克。經崔護不斷推拍搖動，無意中施

行了「心肺復甦術」，使阻塞物吐出，恢復

呼吸而蘇醒。

無論如何，這個故事做就了一句成語「

崔護重來」。◇

  陳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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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實進取

銳意創新

陶永強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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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成城

萬眾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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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未來

返璞歸真

6311 Prince Albert St., Vancouver V5W 3E7
604-321-8077 vccfda@gmail.com

吳族軒傳道 Ptr. Shane Wu 
604-781-1710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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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

創意無限

高岐臻中醫師敬賀

溫哥華迦南堂基督教會

Vancouver Cana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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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parkpacific37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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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迪民智
列治文保康藥房 敬賀

總店：1433–8388 Capstan Way, Richmond
電話：604-276-9869     傳真：604-276-9886

         （列治文新城市廣場超市2000側）       

自然動力 養生妙品

專  營
美國野山花旗參、頂級印尼

燕窩、北海道剌參、特級花

膠、海味、韓國高麗紅參及

養生健康食品。

‧特聘國內名醫全日駐診
 ‧大溫四家分店竭誠服務社群

《中僑新天地》 三十三週年報慶     

MJ Health Clinic 康得中醫 養生診所

                               李健雄 Michael Lee  

                    卑詩省註冊中醫師，針灸師  R.TCM.P, R.Ac.

                 2589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R 5H3

            Tel: 778-588-1937    604-813-8167

服務社群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報慶

分  店
557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Tel：604-322-6588
Fax：604-322-6501

 Victor Law 羅家亮 Pharmacist 藥劑師

總  店
535 Main Street, Vancouver 
Tel：604-689-5555
Fax：604-689-5268

血糖／血壓測量

精通國、粵、英語

詳盡解答藥物疑問

提供個人藥物記錄

提供方便藥物格服務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嘉 言 遠 播

溫哥華
3355 Kingsway
電話：604-434-3177

本拿比
#1690-4500 Kingsway
(麗晶廣埸)
電話：604-717-1138

列治文
#1010-3700 No.3 Road
(八佰伴)
電話：604-273-1668

P & A Pharmacy

SIGVARIS

Tel: 604 - 876 - 4424
4336 Fraser St., Vancouver 菲沙街4336號（夾東28街）

關愛健康  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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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敏醫生

   高岐臻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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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老
人
餐
後
泄
瀉

肥出禍來！

  潘錦興藥劑師

健 而 康

特效手部潤膚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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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
Moa1614362#t=article

從前，肥胖只是少數人

的專利。肥代表不需勞動、

吃得豐足，因此肥是福，長

胖稱為發福。

但20世紀的科技進步，

卻把肥胖大眾化了。根據

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在2016年，全世界的成年人

(18歲以上)有39%過重，其中34%屬於癡肥(即全世界

人口的13%)。所謂過重，是指體重指標超過25；癡

肥，就是超過30了。

體重指標(BMI，body mass index)的量度方法很
簡單：將體重(以公斤kg計算)除以高度(以米m計
算)的二次方。例如身高1.64m，若體重50kg，B-
MI是18.6，合乎標準。若BMI高達30，即體重為
80kg，接近180磅，極不理想。
近四成人體重過高，對全世界構成十分嚴重的

健康問題。「肥胖疫症」在過去數十年不斷蔓延，

看來仍會繼續惡化。

世衛組織指出，從1975年至今，癡肥率已升了

三倍。兒童與青少年之癡肥率，尤其上升得快。在

1975年，5至19歲這個年齡組別，只有1%癡肥，到了

2016年，男童與女童的癡肥率已升至8%及6%了。

加拿大的情況如何？可說甚差。在2012年，成

年人的癡肥率高達25.8%，即佔國民四分之一。至

於兒童與青少年(5至17歲)，男童是14.7%，女童是

10.3%。

如同吸煙惡習往往在青少年期養成，並難以改

變一樣，癡肥的青少年大部分成為癡肥的成年人。

他們患上各種疾病的風險，和中年發福的人士一樣

高，但疾病來得早，或更難控制，而人生經驗有

限，面對時遇到的困難更大。例如糖尿病所要求的

戒口，對於在發育年齡的青少年，當然更苦。如何

避免下一代癡肥，實在是重要課題，不容忽視。

且數數肥胖會帶來甚麼代價。

重量本身已是個負累。肥人較易疲倦、更快氣

促、常有腰骨痛，提早出現退化性膝關節炎。由於

脂肪積聚及阻擋，鼻鼾嚴重，甚至有睡眠窒息症。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對身體器官，尤其是血

管的破壞。肥人患上脂肪肝、膽石、高血壓、糖尿

病、冠心病、中風等的風險均大增。這還未算，肥

胖已證實與多種癌症有關。包括食道癌、大腸癌、

肝癌、膽管癌、胰臟癌、乳癌、子宮癌、卵巢癌、

甲狀腺癌……。

一群流行病學家分析數千份醫學期刊文章的數

據，計算出從1980至2015年間，在195個國家及地區

的死亡人數中，因過重而導致死亡佔7%，主要原因

是心臟病、中風與糖尿病。過重亦導致傷殘，最常

見是由於糖尿病和肌肉骨骼問題。值得留意的是，

這些因過重而死亡者，其中少於四成屬於癡肥。

毋須計算，誰都明白體重為何失衡：一如銀行

戶口的總結存，必定是因為收入與支出不相稱。

科學進步本來希望讓人類生活得更美好，現代

科技創造出來的新世界卻原來並不適合人類。太方

便、太舒服，原來都是陷阱，會令我們墮入癡肥的

深淵！◇

一般人都知道，老人在飲食的調養

方面是以清淡、容易咀嚼、溫暖為原

則。但是有些人往往過猶不及，引致營

養不足或失衡，身體逐漸虛弱無力。尤

其是有些片面的理解，令老人逐漸失去

對飲食的興趣，甚至變得厭食。

例子之一是由於現代人害怕鹽的過

量吸納，會影響心血管的健康，因而索

性不許老人食物中加鹽，餸菜無鹽無

油，一切肉類，尤其是所謂「紅肉」，如牛

肉之類，也不許入口。

曾經有一段時間，又不許老人食雞蛋，

唯恐膽固醇影響健康，這種因愛變害做法，

大大影響了老人的食慾及營養的均衡。其實

除非有某種疾病及醫師的指示，這類庸人自

擾的做法，對老人健康及生活質素都不利。

老人飲食確實是適宜清淡，但與各個年

齡階層的人一樣，都要有均衡及足夠營養，

只要不超越應有的份量，無論對養生、卻病

及口福都是有益無害的。

有些食物對老人脾胃有妨礙的，例如冰

凍、寒涼一類以及脂肪過多的食物，多數會

妨礙腸胃的運化和吸收，或導致出現敏感症

狀，如餐後泄瀉、腹部微痛等，這都是脾胃

氣虛的症狀。主要是平時飲食較為清淡，一

旦偶爾進食較多脂肪的食物，就有不適的感

覺。尤其是老人家，這種情況相當普遍。

中醫辨證方面，這類患者多屬於肝鬱脾虛之證，可用疏

肝、理氣、健脾的方法治理。如下方︰白朮三錢、白芍三錢、

陳皮、防風各二錢，腹痛甚者加木香二錢(後下)。此方適用於

容易腸鳴、腹部、大便溏爛、舌苔薄白、脈弦、稍食生冷及肥

膩食物即泄瀉，甚至半夜要起床大便的習慣。這類患者多具有

脾腎皆虛的證候，通常用「四神丸」治理︰破故紙、五味子、

肉豆蔻、吳茱萸、生薑、紅棗為丸服(請教中醫師服)。

脾腎皆虛的患者，尤其是長者，要避免食「飯後果」，特

別是冰凍、性寒及有輕滑腸作用的水果，如西瓜及其他瓜類、

香蕉等，都容易誘發腸敏感而產生上述腹瀉、疼痛的症狀。◇

很多人都喜

愛戶外活動，無

論是在冬天下雪

時在門前堆雪人

或清理積雪，或

在春夏時份在花

園種植花草，這

樣都會令我們的手變得乾燥。再加上平

時經常洗手，處理紙張文件，做家務，

清潔家居，洗碗碟等，都會令我們的手

部皮膚變乾，甚至有爆裂的現象。

爆裂處會加速皮層水份的流失，愈

O’Keeffe’s  Working  Hands  cream
變乾涸，情況嚴重時會十分痛楚，因此

我們應該學會如何保護雙手；一旦皮膚

破損，細菌入侵，可能會受到感染。

首先，洗手時盡量使用較溫和的肥

皂，當天氣變冷，空氣中的濕度隨之降

低，所以無論是戶外種花或家中打掃，

亦應戴上保護手套。然而保護手部的最

直接方法，就是搽護膚膏。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高濃度特效潤

手膏，名為 O’Keeffe’s Working Hands 潤
手膏。它含有的特殊成份有聚氧乙烯

烷(Laureth 4)，專門令皮膚柔軟；尿素
醛 (Diazolidinyl Urea)，可潤滑防細菌
防腐；聚二甲基硅氧烷 (Dimethicone)
，可減少皮膚乾燥痕癢，保存皮膚濕

潤。O’Keeffe’s可以舒緩和修補特別乾燥
和爆裂的手部皮膚，用後立刻增加皮膚

濕潤，減少水份流失，在皮膚表面形成

保護層，回復柔軟潤滑的雙手。

用法十分簡單，早上起床後便可以

開始使用，每次用少量搽在手上，一天

內可不停使用，次數不限。尤其是每次

洗手或沐浴後、睡覺前都應該搽上。

早上起床時，雙手會變得特別柔軟潤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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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ealthleader.ca)

醫學新知

酒精與心臟

   鄧國威醫生

20天 甩掉脂肪肝

一直以來，

酒精類飲品都為

大眾所喜愛。我

們都知道飲酒過

量對身體有嚴重

不良影響。另一

方面，與禁酒相

比，適度飲酒可

能對健康有益。

    酒精份量如何計算？

一杯(一個酒精單位)可以是12盎司罐

裝的啤酒、5盎司的紅酒或1.2盎司的烈

酒。對於女性來說，每週飲酒不應超過7

到9杯，男性每週不應超過11到14杯。

    酒精與心血管的關係：

1.就心血管病死亡率而言，每天飲一

杯酒的婦女、和每天飲用一至兩杯酒的男

士，與不飲酒者相比，總死亡率下降18％

。女性每天飲酒超過兩杯、男性每天飲三

杯會提高死亡率。大量飲酒(每天飲六杯

以上)或嚴重醉酒會增加猝死風險。

2.輕度到中度飲酒可將冠心病風險降

低40％到70％。

3.每天飲酒兩杯以上，高血壓的風險

增加1.5到2.0倍。

4.長期豪飲可能導致酒精引起的心肌

病。相比之下，輕度至中度飲酒可以延緩

心衰竭惡化。

5.適量飲酒(每天至多兩杯)可降低缺

血性中風風險，而豪飲(每天4杯或以上)

令所有中風風險增加60％至100％。

6.適度飲酒可能通過其對高密度膽固

醇、胰島素敏感性、血栓形成(凝血)活性

和炎症的作用，降低心肌梗塞(心臟病發

作)的風險。每天飲酒兩到三杯，高密度

膽固醇可能會上升10％，紅葡萄酒含有抗

血栓和抗氧化特性的酚類(phenolic)和類
黃酮(flavonoid)物質，會抑制動脈粥樣化

(心臟專科)

隨著因肥

胖而引起的脂

肪肝的增加，

「減重」成為

愈來愈多人奮

鬥的目標。如何達成目標？非持之以恒不

能成功。看了下面這位80後媽媽高紅梅在

20天內減重13斤的經歷，你會大甚麽感想

呢？

36歲高紅梅與丈夫和兒子住在鄭州。

有一天，她發現兒子的肚子脹鼓鼓的，便

帶著他去檢查，結果幾乎令一家人陷入絕

望：10歲的兒子因為威爾森氏綜合癥(一

種遺傳性的肝臟疾病)而導致了肝硬化，

肝臟已嚴重受損，肝臟移植是唯一的生存

希望。

     免費驗血測乙肝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提供免費乙肝

檢測，地點與時間：

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

2月10日及11日

本拿比麗晶廣場中信中心：

3月3日及31日

溫哥華 Killarney Community 
              Centre：
3月17日及18日

時間均為早上10時至晚上5時

查詢：778-862-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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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捐

贈 器 官 短

缺，高紅梅

與丈夫決定

做活體器官

捐贈，捐贈

肝 臟 給 兒

子。經過檢

查，丈夫與

兒 子 不 匹

配；幸運的

是高紅梅可

以匹配。

但體檢結果顯示，高紅梅患有脂肪

肝。雖然脂肪肝也可以移植給病人，但會

影響到病人手術後的康復，為了給兒子一

塊健康的肝

臟，高紅梅

決定通過減

輕體重，減

去脂肪肝。

為了短

時間內減緩

脂肪肝，高

紅梅開始高

強 度 的 運

動。除照顧

兒子，跑步

成了她每日

的發生。

7.中度飲酒對心血管的益處必須與酒

精對其他疾病(如肝硬化和癌症)的影響相

平衡。例如，酒精攝入會增加女性患乳癌

的風險。對于冠心病風險較低的年輕女性

而言，因喝酒而增加乳癌相關的風險可能

超過任何潛在的心血管益處。

8.酒精的影響可能會因種族而異：來

自亞洲的研究沒有顯示飲酒帶來的好處。

在日本，出血性中風比較常見，就是適量

飲酒也可能會稍微增加中風死亡的風險。

            結論：

在缺乏隨機臨床試驗證據的支持

下，不能肯定飲酒的絕對好處。我們不

清楚是否應該鼓勵無論有無冠心病、不

飲酒或偶爾品酒的中年男女，去開始經

常飲酒。歸根究柢，因應個人的不同情

況，淺嘗輒止，仍然是飲酒的關鍵。◇

她是這樣做到的

高紅梅(左)與手術後的兒子

的主要內容。由於要為手術保持良好的身

體狀態，高紅梅不能過度節食，不能依靠

減肥藥物，只能依靠大運動量鍛煉。以前

極少運動的高紅梅，每天堅持跑十公里以

上。

20天後，高紅梅成功減重13斤，脂肪

肝也完全消除，手術時機終於成熟了。經

過十數小時的手術，醫生從高紅梅體內割

取了她三分之一的肝臟，移植到兒子體

內。

母愛的力量足以與疾病抗衡，不由令

人感嘆。感嘆之餘，你可能也從中得到鼓

勵：每天十公里，堅持20天，就可以甩掉

脂肪肝。你想不想試一試，堅持一個月看

看？◇



醫 學 漫 談

8185 Main St., Vancouver (at 65th Ave)

www.vintageviolins.ca

雅歌提琴
Vintage Violins

SCHOOL OF MUSIC
604-326-0086

另外本店出售

新舊專業提琴

租賃及借用。

弦樂配件

120款以上

◆逢星期六 11至3時

◆導師免費教授大中
    小提琴，歡迎初學
    者查詢

鍾廣平中醫館
鍾廣平高級中醫針灸師主診

統理內外婦兒全科及

針灸推拿跌打傷科

中國中西醫全科畢業

原中國廣州市東升醫院主治中醫師
加拿大卑詩省註冊高級中醫針灸師
中醫奇難雜症、皮膚雜病專家

三十多年臨床經驗，擅長診治中風、腰腿痛、肝病、
    腎病、婦女月經不調、不孕症，濕疹、暗瘡等皮膚雜病。

      為客人提供舒適的診室，專業的服務。店內常備高質量
      中藥材， 特備免煎中藥沖劑及保健養生藥膳湯料。

* 接受卑詩省醫療，勞工及車禍保險 <MSP, WCB, & ICBC>                                                                      

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鋪

      #106-858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預約電話：604-233-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本醫館位於列治文偉信中心第三期，Cambie Rd. & Sexsmith Rd.交界路

口辦公樓下層地鋪，交通方便，天車及巴士410、430、407皆可到達。

◆

診症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30至下午6：30      

逢星期日、一休息，敬請預約 约

過 敏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傳統少林功夫
原始太極拳

温溫 哥 華 : 5699 Ormidale St., Vancouver 
列 治 文 : 107-2691 Viscount Way, Richmond (請電話預約)                                             
www.kungfuyes.ca                                   604-729-3186     

温癌症、帕金森病、抑鬱症、哮喘、經期綜合症、心悸、絞痛 
、頭痛、腰腿痛、肝病、 腎病、關節炎、失眠、中風及各種
不當治療後遺症、脊椎疾病、肩周炎、坐骨神經痛等。                        

温加西中國功夫學院 
WESTERN CANADA CHINESE KUNG FU INSTITUTE            

各種疑難病痛功夫氣功治療快速見效

過敏是身體

免疫系統對外物

質產生的反應。

反 應 有 許 多 形

式 ， 例 如 ： 風

疹 、 充 血 、 氣

喘 、 休 克 、 甚

至死亡。這些外來物質例如：食物、藥

物、花粉、昆蟲或野獸的毒液等。

        氣管過敏

在每年同一時令，患者會出現類似

症候：喉嚨或氣管發癢、流鼻水、流眼

淚、打噴嚏、出風疹。身體免疫系統的

一種過度敏感性的反應：例如花粉和寵

物的皮屑。這些物質稱為過敏源，它們

  陳兆淦醫生

能激發身體產生「抗體免疫球蛋白E」
(IgE)。IgE 會引起眼睛和氣管內層免疫細

胞釋放炎症性的物質，包括組織胺。

這些化學物質會引起過敏的常見症

狀：癢、眼睛紅腫、鼻塞、流鼻水、打

噴嚏和乾咳、風疹與皮膚腫塊，甚至加

重引發哮喘。

氣管過敏源包括：蟎蟲、花粉、寵物

的皮屑、真菌等。

治療：

花粉含量以旱上5時至10時最多，在

戶外要戴口罩。

每週一次房屋打掃，以減少暴露於

粉塵和真菌的機會。

避免飼養寵物或不要讓牠入臥室。

可透過使用抗組織胺 (antihistamines)

、解充血劑 (decon-
gestants)、鼻腔噴劑

(nasal spray) 和過敏

注射液 (allergy shots)
，但必須請教家庭醫

生。

 食物過敏

九成以上的食物

過敏主要是從花生、

牛奶、蛋白、小麥或

大豆中的蛋白質引起；其次遇有甲殼類

食物，例如：蝦、蟹，粟米、豆類、漿

果等。

症狀：出風疹、肚瀉、噁心或嘔

吐、皮膚腫脹或濕疹、嘴唇、眼睛、面

孔、舌頭、咽喉腫脹、鼻充血或哮喘。

嚴重的過敏反應，例如休克或哮

喘，可能威脅到生命，不可以掉以輕

心，必要時要到急症部治理！

兒童對食物過敏率是成年人的十

倍，隨著消化系統不斷地成熟，會逐漸

減少對食物的反應。但是，過敏反應如

是因為堅果與甲殼類食物而產生的話，

則會伴隨一生。

          藥物過敏

人類對大多數藥物有過敏反應並不

常見，例如皮疹。而大多數只是藥物的

副作用，例如口乾或疲乏。有些是藥物

的有毒的副作用，例如對肝臟的損害。

症狀：喘息、皮疹、風疹、瘙癢、

休克。

治療：佩帶藥物過敏的頸鏈。常見

的藥物過敏症狀，例如：皮疹、瘙癢，

風疹，都可以用抗組織胺藥消除，偶爾

也需用「可的松藥膏」。

很多藥物都與盤尼西林及相關藥物

有關，如果有過敏性休克，請即到醫院

急症部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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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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阿蘇哥哥   

   張麗娜   

   圖：梁小燕創作室  

幼  吾  幼

Tiffany Wong  6歲

師生畫展

王蘭

師生畫展結束

了，回想學

生們這一年的繪畫

成績，我由衷的感

到欣慰，其實扣除暑假和我回台灣過農

曆年，及學生們的請假，真正上課的時

間，可能都不會超過八個月．學生們有

勤學的，也有懶散的，所以程度上也是

參差不齊，還好大家都是利用課餘與業

餘的時間來學畫。喜歡來就多畫點，忙

了就少畫些，師生們都沒有任何壓力，

純屬興趣與培養藝術愛好罷了。

參展的學生有十幾位，容我介紹幾

位，如王蘭的山水，氣韻生動，配上自

己書寫的小楷，顯得額外清新雅緻，因

為她的大學本科學的是工程，所以她畫

的船隻、人物、仙鶴比例拿

捏得極為準確，遠近山巒設

色淡雅，觀後心情極為舒適

寧靜。

喬千值的墨梅典雅高

貴，看似在寒風中有股不屈

不饒的精神．她的另一副荷

塘清趣，亦是佳作。徐智

暉的全開墨荷，霸氣十足，荷花傲立池

中，出汚泥而不染，挺像她的個性，是

個湖南女俠客，她們都是畫如其人啊！

至於小朋友，他們的作品純真可

愛，雖然都是小品，但對於一個才學畫

一年的小二小朋友而言，實屬不易，如

盧煒勛的壽桃和鳥，果實可口多汁，簡

筆小鳥但求形似。他本人就像隻小猴

子，只有前半

個小時是安靜

的，會乖乖地

坐著畫，接下

來就是在椅子

上一上一下的

移動，他能順

利完成這幅較

大作品，我還

挺佩服的。

另一學生

A n y a她學畫

Renne  Chan  10歲

我們是Flemingo

中文名字叫紅鶴

我們的脖子特別長

因為我們有很多盼望

我們盼望天氣好

我們盼望污染少

我們盼望水平無波浪

我們盼望燦爛好太陽

我們盼望飲食不缺

不用天天你爭我奪

我們盼望

有很多親愛的朋友

把我們長長的脖子

相繞相勾◇

Flemingo

徐智暉《墨荷》

王蘭《山水》

盧煒勛《壽桃和鳥》

喬千值《墨梅》

比較多年，是個小鬼靈精，有時候會走

神，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中，這次展出

兩隻羊兒歇在芭蕉葉下，構圖是她在某

本畫冊中看到，稍加更改而成，羊兒安

逸舒適的躺在草地上，此種情境，希望

她自己能體會那份恬靜的感覺。

這次展出最多的小朋友是曹沛麒，

他媽媽不惜成本，一口氣選了七張作

品，做了七個木框，我也將它全部展

出，他雖然是個五年級的男孩，但很會

撒嬌，他的作品非常的純真可愛，就像

他的人一樣。我們都期待明年能再辦聯

展，彼此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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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Kingsway, Van., B.C. (鄰近聖約瑟醫院)

Complete Dentures, Partial Dentures, Overdentures

All Dental Plans Accepted

Peter S.J. Oh
Denturist

假牙診所專業假牙服務 耆英優惠

歐紹俊 註冊假牙師

● 全新假牙 ● 牙托換底 ● 假牙維修

● 牙托調校 ● 手工精細 ● 免費查詢
國、粵、英語服務

無需牙醫介紹 604-709-6226

文  藝

● 卡拉OK歌藝班（國/粵語）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2月8日至3月29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至

   12時15分)

   每節  $7，(歡迎隨時加入)

   列治文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2月9日至3月23日 

   （逢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

   共7節 $45，每節 $7，

    (歡迎隨時加入)

● 健康排舞班（國/粵語）
   1月8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時)

   共10節  $40，每節 $5。

   (歡迎隨時加入)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28  W.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 「最新稅例及報稅」講座
    講者︰鄺劉金嫦會計師

    2月15日(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高速公路上的動物 日記 書信式的詩
   韓牧

   何思豪
2017年「第七屆中

英詩歌朗誦會」中，

最感動我、能讓我佩

服的，是伊拉克女詩

人 羅 珊 ‧ 亞 莫 克 依

(Lozan Yamolky)的「你會記得我嗎？」

(Will You ?)。下面是曹小莉的漢譯。

我走了以後這一切對你還重要嗎？/

可我曾為這些瑣碎的小事而忙忙碌碌//

你還能親切地記起，我慣常的音調聲

響，/你逗我發出的笑聲不斷？//你還

會花一點時間去觸碰/我睡過的枕套/寫

過的信件嗎，/還有我縫過的那一針一

線？……//你會澆灌我在花園裡種下的

花草，/當花朵繁茂時思念我嗎？當她

們在秋天枯萎死亡，/你可有淡淡的悲

傷？……//你若快樂，我將心安。/繼續

前行，活出自我吧！/前行，展開我給你

的翅膀，/我給你的愛要和他人分享。//

前行吧，即使在離開你很久的歲月後，/

我仍寵愛著你，我的孩子。//永遠愛你

的/媽媽 

這詩寫的都是一些最瑣屑的東西，

就因為如此，卻最有生活味、人情味、

最真情、最感人。不論國族、宗教、政

治傾向，這些是每個有相當歷練的人共

有的想法，因而富普遍意義。最後才揭

示，全詩是女兒擬亡母的話，那是作者

藝術性的章法的安排。

已故馬來西亞詩友何乃健在給我的信

中說過：「這些日記式或書信式的詩，

在淺白如話的詩行中深蘊的真情與實

感，令人讀後回味不已。年少時覺得詩

一定要強調形象思維，年歲增長之後才

發現，真情直接流露也一樣感人至深，

李商隱巴山夜雨憶友的詩，以及艾青的

詩：『為甚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

我對這塊土地愛得深沉。』真正做到蘇

東坡所說的平淡而有味，也最能喚起共

鳴，你的詩藝已能將平凡的碳轉化為令

人驚嘆的金剛鑽！」 ◇

在人多車多的

公路上，不會看到

野生動物，但在加

拿大，只要你走出

市區，上了高速公

路，走遠一點，就

會看到有路牌警告，可能有野生動物在

前，請小心駕駛。

2017年夏天，駕駛技癢，要走卑詩

省一個大圈，全程6300公里，基本上卑

詩省的一級公路都走過了，野生動物在

前的警告牌子見多了，有文字也有圖像

的，可最初在南部，就完全看不到甚麼

動物，但到了北部，就真是大幸了。不

是說時常可見到野生動物，而是警告牌

子上列出的五種大型過路動物，我都全

見過了。

卑詩省北部有東西兩條縱貫公路(南

北向)，在西邊的是37號公路，在東邊的

是97號公路，就在這兩條公路上，我見

齊五種「汝曾被警告」的動物。那是：

黑熊、馴鹿、野牛、大角羊和羚羊。當

然，能下車和能及時下車的都下車拍

照，不然只得坐在司機座上拍。

黑熊是帶仔過路的。老遠見到，把

車慢下來，母熊已經上坡了，她的兩個

仔隱沒在草叢中。馴鹿警覺性強，會走

避，我見過三次，只有一次能拍照。

野牛完全不怕人，竟成群的慢條斯

理吃草於荒郊小旅店附近。大角羊也不

怕人，可惜見母見仔卻見不到雄的，只

有雄羊的角才大。最後是羚羊，我想這

動物跑跳得快，縱然眼見也是一瞥即

逝，怎知我遇上的是一隻被撞死未幾

的，那就隨便我怎樣去拍了。◇野牛

大角羊

●平安夜

信徒們還在廳堂裡默禱，讚美的詩篇

已旋繞進子夜灰壓壓的雲天

領了今年最後一枚聖餅，瞥見十字架

那人垂下頭，心事沉重的張望世間

有雪，飛過十二月的鐘樓

●其實

大雪來得很激烈，然而

除了獸跡深淺、爛泥與枯枝相伴

無人願陪它走那麼一段，它很寂寞

透著夜窗我以一盞燈回應它的寒意

其實，我很寂寞

●小寒

總會在這個那個朋友圈中

與曾經深愛的名字沉著相遇

而江湖雪意太濃，我們只能

默默為共同的朋友貼文點贊

隨後便消失在各自的帳號裡

●大寒

陽光被鎖在密雲之後

綠色，遭白色強勢鎮壓

   徐望雲

冬天的詩 五行抒懷

花開的聲音，藏在寂靜中

春天還睡在封凍的土地裡，不遠處

冰川那罅隙底下躲著一尾蠢動的魚

●2017德國村除夕

我以滿抱的雪意攬你們入懷

知道春天正快馬趕來

在此道別吧，你們會看見我的

思念融成淚河隨皺紋般的谷壑

潸然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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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同先生夫人

張安德先生夫人（香港）

溫哥華華埠商會

全加開平總會館

溫哥華客屬崇正會

加拿大溫哥華潮州同鄉會

卑詩省山東同鄉會

加拿大東莞同鄉會

梁淑微特許會計師

梁詠恩特許會計師

林歐陽一螢特許會計師（退休）

歐陽亦芃資深特許會計師（退休）

歐陽張錦端女士

威信會計師樓

劉國藩先生夫人

章志實先生夫人

陳少鎏先生夫人

黃振鍊先生夫人

廖約翰先生夫人

盧勁純先生

王樹德女士

陸碧瑜先生

鄧愛玲女士

陳橋先生夫人

Hillcrest華人耆英會

南溫華人耆英會

嘉齡藥房

廣慈中醫診所

曙光中醫館

鍾廣平中醫館

胡咪咪中醫針灸師

張嵐中醫針灸推拿

Judith Acu-Herb Clinic

Grace Dental Centre

東一街牙醫診所－許振亞醫生

伍穎漢醫生

本草堂蔘茸國藥行

小太陽教育中心

大光圈—Jacky Ko

花中情花店

百家店(香港仔)燒臘肉食公司

明家燒臘專家

好好豆品專門店

鎮金店珠寶金行

優品假日－郵輪專家

加拿大東西方旅遊公司

嘉信旅遊

合誠車身修理

Otto Auto Service－世界車身修
理

溫哥華燕鳴粵劇團

Vietnam House Restaurant

JFV Service Company Ltd.

永寧彩色印刷

McFairview Printing Ltd.

列治文帝國中心報攤

華蕭祥麟女士

梁淑貞女士

徐耀華先生

袁紹蘭女士

鄭渭潮先生

黃志光先生

Adrain Lee, CA

George Peng

鄧文輝先生

何永強先生

沈彩萍女士

姚慶熙女士

張月芬女士

余晃英先生

Georgia Kwok

Ming Yang

Ching Ling Wong

Rita Cheng

Eva Fung

Maria Lee

區發先生夫人

鍾朝章先生（安省）

May Lowe（温溫尼辟）

John Leung（卡加利）

Chieu K. Connors（美國加州）

張一程先生夫人（美國伊州）

Dr. Audrey Lam（美國費城）

Queenie Teller（美國佛州）

有名氏

邱國鋈先生

梁佩賢女士

簡顯昊先生

董石麗貞女士

王范桂香女士

王慧玲女士

王志堅先生

王志學先生

陳天熾先生夫人

葉翠娥女士

馮瑞深女士

馮偉安先生

林孔先先生

歐陽煥萍女士

冼陸艷顏女士

盧余佩英女士

潘陳妙瓊女士

潘吳瑞瓊女士

梅美賢女士

李倩芬女士

唐瑞英女士

關瓊温珍女士

李蘇英女士

陳國勳、陳李武嬌夫婦

陳流光、周愛琴夫婦

Joyce Chiu

Linda Sun

Linda Sam

Lisu Ma

Eddie So

Josephine Poon

Bibiana Wong

文韜中醫診所＆

文韜痔温温温温廔温治療中心   温温

                              

同敬賀(排名不分先後)

賀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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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推陳出新

李光澤、李黃惠芳夫婦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字字珠璣   句句真理
白惠嫺 、胡民英 、張錦儀 、馬居雄、羅豔貞 、黃寶慶 、陳泰壽 、趙八妹、雷孝平、
譚美芳 、趙豔玲 、張轉雅、曹德秀 、李麗儀、司徒舜 、司徒佩英、蔡依珊

中僑列治文華人耆英會

中流砥柱  僑社之光  

中僑華埠耆英探訪團
（1984年創立）

主席： 馮炳南
副主席：譚劉偉雯、林劉惠蓉
秘書： 譚佐治
執委： 關彩珍、彭黃志暉、任雅玲
幹事： 曹慕貞、林玉晶、林超傑、何苑萍、朱彩蘭
顧問： 譚張文志、吳國強、張新煌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饒有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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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類拔萃

BC Reg. #48251
#210-4400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BC V6X 3R8

Tel: 604-278-3396 / Fax: 604-278-2296
Email: grandviewtravelyvr@hotmail.com
Website: www. grandviewtravelyvr.com

晶彩黃刀逐光4天團： $798起
-保証華語導遊解說
-贈送荒野雪地小木屋惜別晚餐
-每晚以不同方式追逐極光，荒野雪地小木屋
賞極光、狗拉雪撬逐極光、專人開車追極光
-含兩小時市區觀光、狗拉雪撬及冰上捕魚之
獨特極地活動
-細心安排當地極地禦寒衣物（包括抗凍衣褲
手套及雪靴），感受寒冬裡的溫暖

（買回國機票，送中國遊）
北京天津承德9天游 $99
黄山千島湖江南9天游 $99
珠江豪華美食6天游 $99
桂林陽朔6天游 $99
浪漫海南島6天游 $99
張家界鳳凰古城7天游 $99
娥嵋山九寨溝8天游 $99
七彩雲南香格里拉8天游 $99

*特別推薦 錦繡中華精選游

|  航空公司  |  目的地                                   |  特價                 |
|  國航     |  溫哥華－北京／其他各大城市        |  $586（含稅）起 |
|  東航   |  溫哥華－上海／其他各大城市        |  $586（含稅）起 |
|  加航   |  溫哥華－北京／上海／台北／香港／首爾 |  $630（含稅）起 |
|  首 都 航 空   |  溫哥華－青島／杭州            |  $558（含稅）起 |
|  廈 門 航 空   |  溫哥華－廈門／福州           |  $800（含稅）起 |
|  香 港 航 空   |  溫哥華－香港                |  $610（含稅）起 |
|  國 泰 航 空   |  溫哥華－香港                |  $880（含稅）起 |

各大航空公司天天特價 
為您代辦中國、美國、英國及歐洲各國簽証

特價機票

長城燕窩參茸海味行
總代理「天然」牌一系列自然產品

地址：溫哥華域多利街5838號   電話：604-322-8063

︒冬蟲夏草膠囊 
︒純赤靈芝膠囊
︒雲芝精華膠囊 
︒天然鎮痛貼
︒北極海豹丸

 

《中僑新天地》 三十三週年誌慶
與時並進

m o v e  t h e  w o r l d
溫哥華城市學院

604.278.6811
www.cityvanacademy.ca
#2115-8766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 4G4

《中僑新天地》 三十三週年報慶

歐化傢俬
Unit 408-410, 530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X 2X9
(Lansdowne Centre) 

Tel: 778-297-7182

Ulferts Furniture (Canada) Inc.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力爭上游
Ellen Yip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孜孜不倦
鄧群好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自強不息   

   精益求精

許振亞牙醫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緊毅求進
董達成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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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純 致意

三十三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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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僑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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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協辦就業研討

中僑免費報稅服務

中僑嘉許 實至名歸
表彰溫哥華地區義工及夥伴機構

中僑互助會1月18日在溫哥

華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舉

行「中僑互助會溫哥華地區服

務單位義工及機構嘉許典禮」

，感謝過去一年來，為中僑溫

哥華地區各單位提供協作的社

區合作夥伴及服務的義工。

當天近100名社區領袖及義

工出席典禮，氣氛熱烈。三級

政府代表，包括聯邦司法部長

王州迪 (Jody Wilson-Raybould)
、國防部長石俊(Harjit Sajjan)
、卑詩省貿易廳長周烱華、溫

市議員雷健華、貝廉立 (Hec-
tor Bremner）及惠綺文 (An-
drea Reimer)等應邀出席。

中僑互助會主席譚明山及行

政總裁周潘坤玲致詞時，感謝

義工及合作夥伴機構對中僑的

全力支持，表示他們獲得嘉許

是實至名歸。

出席的嘉賓也分別發言，其

中周烱華談到了自己曾經當過

中僑義工的經驗。

今年獲得嘉許的包括「移

中僑互助會「就業服務」項目與

多個機構，將於2月7日共同舉辦「加

拿大就業發展研討會」，向移民提供

機會，深入了解及提高對卑詩省多個

行業的就業認識。

研討會主要提供以下行業的招聘

及就業信息︰健康護理、製造業、高

科技、旅遊/酒店、建築工程及環保

科技等。

出席研討會的人士，可與僱主交

流及對話、深入了解和處理職場文化

差異和策略、了解協助移民成功就業

和發展的資源及策略。

研討會以英文舉行，時間︰2月7

日上午8:30至下午3:00；地點︰For-
tius Sport & Health Centre (3713 Kens-
ington  Ave., Burnaby)。◇

民安頓與融入項目」 (ISIP)的
義工 Jonathan Chan、「年度

良師嘉許」(Mentor of the Year 
Award) 的Joseph Cuenca及「社

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
ment) 項目的Gary Butterfield，
他們分在大會上介紹並與大家

分享了自己參與義工服務的心

路歷程。

中僑華埠耆英會也獲得義

工嘉許。獲「年度僱主嘉許」

(Employer of the Year Award)的是

大統華超市集團、「社區合作

夥伴嘉許」(Community Partner 

of the Year)的是溫華哥公共圖

書館。

中僑溫哥華社會服務中心

提供全面的社區及移民及難民

安頓與融入服務，一直得到大

量義工協助。◇

中僑互助會2月27日至5月5日為中僑

會員提供免費報稅服務，歡迎預約，請

於上午9時半至下午4時半致電︰604-408-
7260，或親臨各中僑服務中心預約。

接受免費報稅服務的中僑會員須符

合以下條件：

須為中僑互助會會員，非會員可即

時登記成為會員，享受服務及優惠。

收入只包括︰受僱工資、銀行利

息、就業保險金 (EI)、老人金 (OAS)、
加拿大退休金 (CPP)、註冊退休儲蓄計

畫 (RRSP)或註冊退休收入基金 (RRIF) 。
收入來源不包括：收租物業、營

商、股票、債券、基金、分紅和資本增

值收益等。

所有透過電話預約的會員，請於服

務當天出示有效中僑會員卡。

請帶同所需稅務文件(如2016年度

的報稅表副本，各項入息證明，如T4
、T4A、T4A(OAS)、T4A(P)、T5、藥

物收據、捐款收據、巴士票等，以便報

稅。◇

譚明山(右三)、

周潘坤玲(右二)

與出席嘉許禮的

三級政府代表。

獲嘉許的義工及機構代表合照

 文與圖︰盧炯燊



(上圖)出席新書發佈會的嘉賓、作者及編輯等合攝。

(下圖) 讀者購書後排隊請陳華英(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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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英專欄結集成書 發佈會場面熱鬧

齊歡聚迎新歲

列治文耆英會 會員生日聯歡

《做個魅力加國人》出版

中僑互助會創會主席暨贊助人葉吳美琪

母親不幸辭世。日前葉吳美琪將部分賻儀

共1000元，捐贈給《中僑新天地》資助出

版經費，並作為對母親的紀念。

葉吳美琪表示，將過世親人所得賻儀捐

贈給社區，將之用得其所，造福大眾是對

逝者最好的紀念。

《中僑新天地》對她的捐贈表示感

謝。◇

中僑新天地執行編輯陳華英在本刊專欄「

做個魅力加國人」，以同名結集成書，由中僑

互助會出版，1月19日在中僑位於列治文Sto-
reys (8111 Granville Ave., Richmond)的服務中心

大禮堂舉行新書發佈會，近70人出席，包括多

位作家、文藝愛好者，場面熱鬧。

出席的包括中僑互助會暨中僑基金會行政

總裁周潘坤玲、中僑創會主席暨贊助人葉吳美

琪、知名作家阿濃，加拿大華裔作協會長梁麗

芳等，他們分別在會上推介本書。

作者陳華英及編輯陳吳乃妍也講述了出版

此書的目的及原意。

《做個魅力加國人》內容以新聞故事形

式，對比加國的生活習慣，再輔以幽默的插

圖，協助新舊移民加深了解加國生活方式。

本書獲盧漢楝夫婦贊助大部分經費得以付

梓，發佈會上亦特別鳴謝。

新書發佈會後，作者陳華英舉行新書簽名

中僑列治文耆英會2017年11日

21日上午假座列治文一酒家舉行下

半年會員生日會。

出席嘉賓除了中僑行政總裁周

潘坤玲、列治文中僑移民安頓服務

中心經理朱玲外，還有陳李武嬌、

張翼、黃義治，周劍琴並送出金雞

一隻作抽獎獎品。

席間有歌唱組表演及卡拉

OK，更有幸運抽獎。凡90歲以

上獲派利市，禮物豐富，人人有

份。◇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1月18日假座華埠一間海鮮酒

家舉辦「齊來歡敘迎新歲」聯歡會，筵開22席。聯歡會

由聯會主席葉承基主持，出席嘉賓分別上台致辭，言多

勉勵，表揚會員歷年的無私奉獻及對長者之關懷，並對

中僑互助會之忠誠服務。

大會安排多項歌唱及舞蹈表演節目，由多個活動小

組擔任，落力演出。加上大會席間售賣「中僑慈善獎

券」籌得善款1000元，僅此鳴謝。

蒙各熱心人士贊助現金及獎品，聯歡大會之壓軸幸

運大抽獎，獎品豐富，皆大歡喜。◇

會，不少讀者購買新書後，排隊請她簽名。

《做個魅力加國人》每本12元，售書收益全部捐贈

《中僑新天地》。查詢604-408-7269。◇

葉吳美琪紀念母親

賻儀捐《新天地》
(左起)周潘坤玲、葉吳美琪、陳華英、葉承基合攝。



蔡梁潔明(站立者左六)與歡送者合照。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1月

5日在溫哥華一酒樓，為榮

休的協會行政總監(健康服

務)蔡梁潔明女士舉行感謝

晚宴，筵開十席。中僑互助

會理事會、中僑基金會理事

會、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屬下

各院舍的員工、院友、家屬

代表、親慈大使團成員、合

作伙伴、護理業界代表等逾

100人出席。

蔡梁潔明是中僑護理服

務協會的開拓者，在她領

導下，如今協會屬下有一間

安老院、兩間長者支援院舍、兩間長者日間

護理中心，服務遍及溫哥華與列治文兩個城

市，受惠長者數以千計。

在感謝宴上，蔡梁潔明回顧了協會在過

去17年走過的艱辛旅程，全賴各方的信任和

支持，包括中僑理事會及歷任行政總裁的領

導，員工的任勞任怨、義工的無私奉獻、善

長的慷慨捐輸、有關政府部門及其他合作伙

伴的支持。

蔡梁潔明表示，她尚有一個心願未完成，

就是把協會的「伊甸理念」，擴展至長者人

口愈來愈多的列治文，期望在協會新任行政

17載全心奉獻

蔡梁潔明(右三)感謝員工及義工的全力支持。

左二為新任護理服務行政總監江倩雅。

蔡梁潔明(左二)主持切蛋糕儀式

(上圖右起)周潘坤

玲、楊明山、康安

禮等合照。(下圖)

江倩雅(右)向康安

禮介紹李國賢護理

安老院的「伊甸園

澡堂」。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 訊

54     2018年2月

總監(健康服務)江倩雅 (Sinder Kaur) 領導下，
可以實現這項使命。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感謝蔡梁潔明17年

來的貢獻，並祝願她享受美滿的退休生活。協

會的員工、義工、家屬代表、合作夥伴爭相發

言，回顧與蔡梁潔明在以往工作中的難忘合作

關係。晚宴播放了錄像與照片，共同重溫大家

共事的美好時光，與會者紛紛向蔡梁潔明致

送紀念品。感謝宴在歡樂及不捨的氣氛中結

束。◇

溫哥華君豪獅子會2月10

日在瑞迪森酒店 (Radisson Ho-
tel Vancouver Airport) 舉行「君
豪群星慈善迎春」歌唱籌款晚

宴，籌款目標5萬元，為中僑

張安德樂福苑建立健身室。

君豪獅子會這次活動，是

為了響應國際獅子會百年誌

慶社區傳承方案 (Centennial 
Community Legacy Project)，
也是配合國際獅子會百年誌慶

活動。籌款晚宴由君豪獅子會

創會會長兼籌委會主席劉愛萍

及會長吉祥帶領。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社區服務總監

盧黃佩蘭（右）感謝君豪獅子會

創會會長兼籌委會主席劉愛萍。

劉愛萍說：「希望這個新的健身室，能夠幫助耆英保持積極及獨立的

生活方式。」中僑張安德樂福苑新開設的中僑林植生成人日間中心，每週

服務125名長者，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長者服務需求。

中僑互助會暨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中僑護理服務協會行政

總監(健康服務)江倩雅均表示：此項重要捐贈，對長者在邁入黃金年代時

保持良好的生活質素至關重要。

籌款晚宴門票每張$90及$138，查詢778-893-9937。◇

君豪獅子會籌款

助張安德樂福苑
康安禮訪中僑護理協會

蔡梁潔明榮休

卑詩長者省務秘書康安禮1月24日到訪中僑護

理服務協會，中僑互助會主席楊明山、中僑行政

總裁周潘坤玲、中僑護理服務協會行政總監江倩

雅等迎接，並介紹了護理服務協會的理念、服務

情況以及未來的計畫。

周潘坤玲感謝康安禮的到訪，了解中僑在服

務長者的創新方式，對未來為長者創造更好的服

務充滿希望。而康安禮也表示對中僑的長者護理

服務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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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星輝夜 迎接40週年

中僑基金會每年一度的中僑慈善獎券開始發售，現

可以在中僑基金會、中僑互助會各社會服務中心及指

定商場的攤位購買。今年更推出網上購買服務，可登

入基金會網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 購買。中獎名

單，將在中僑星輝夜40週年特別晚會抽出。

今年的獎品更加豐富，頭獎是 2018 Nis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轎車一部或現金1萬元；

二獎是加拿大航空兩張來回任何加航飛往城市的經濟

客位機票；三獎是Lugaro Jewellers鑽石耳環。其他獎

品還包括香氛療程禮券、至尊豪華床墊、Metrotown購
物中心禮品卡，獎品總值超過2萬7000元。

中僑慈善獎券每張$2，或五張一本$10(內有美心餅

店$1優惠券一張)，感謝大家繼續購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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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星輝

夜」今年邀請的

表演嘉賓是香港

無線電視旗下藝

員鄭俊弘。

鄭俊弘在溫

哥華出生。從小

就很喜歡音樂，

讀書期間曾多次

參加校內各項音

樂表演活動。畢

業後，他到香港

發展演藝事業。2013年在「星夢傳奇」歌唱比賽中

奪得冠軍。2014年首推次出個人大碟「熊貓的故

事」，並首次舉行個人演唱會。◇

「Lugaro Jewellers慈善獎券」

是今年中僑基金會另一慈善獎

券，由Lugaro Jewellers公司捐出一

隻價值$18,144元的18K金奧米加

名貴女裝腕表，作為唯一獎品。

獎券每張$100，限售188張，

購買從速，多買多中。抽獎將於

3月10日的「中僑星輝夜」舉行。

「Lugaro Jewellers 慈善獎券」

已在中僑基金會辦事處及Lugaro 
Jewellers  (Park Royal Mall) 發售，

查詢請電中僑基金會604-408-

7228或瀏覽中僑基金會網址www.
successfoundation.ca。◇

中僑 Lugaro Jewellers 獎券發售

中僑慈善獎券
歡迎網上購買

表演嘉賓鄭俊弘
中僑基金會主辦的「中僑星輝夜」今年慶祝40週

年，將於3月10日(星期六)在溫市中心Westin Bayshore酒
店舉行，中僑基金會希望籌得50萬元善款，用於支持中

僑未獲政府撥款或撥款不足的重要社區服務。

「2018年中僑星輝夜」共同主席分別由蘇侶安、陳

德彰及夏明德擔任。他們在1月24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歷屆的慈善晚會能夠成功舉行，全賴社會各大贊助商

的傾力支持和善長的慷慨捐助。」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

澤說：「中僑互助會希望透過這次盛會，嘉賓們能更深

入了解我們的服務。」

當晚活動包括貴賓酒會、無聲和現場拍賣及豐富晚

宴。今年更邀請來自溫哥華的香港無線電視知名藝員、

「星夢傳奇」歌唱大賽冠軍鄭俊弘為特別表演嘉賓。

「2018年中僑星輝夜」餐券票價分別為每位238

、338、538及838元，十人一席。「中僑慈善獎券」亦

正發售，支持「中僑星輝夜」的籌款活動。查詢或購買

餐券、慈善獎券，歡迎致電中僑基金會604-408-7228或

登入www.successfoundation.ca。請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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