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聞名的年輕鋼琴家郎朗將於

本月18日來到溫哥華，與溫哥華交響

樂團一起舉行音樂會，演奏貝多芬和

莫扎特的名作，喜愛古典音樂的人，

萬勿錯過！

去年於無線電視劇《老表，你好

hea！》飾演齊秋水一角爆紅的香港藝

人朱咪咪，則會在下月份再度來到溫哥

華舉行「朱咪咪秋水伊人演唱會」，演

唱經典金曲，令人期待。

電影方面，2011年上映的勵志片

The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 曾經大

受歡迎，這部講述印度一間酒店內發

生的人和事的電影，本月推出續集The 
Second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還

加入了新角色，由荷里活型男李察基爾

(Richard Gere)飾演。

此外，由家傳戶曉的童話故事

Cinderella(灰姑娘)改編的同名豪華古裝

片，也在本月公映。

郎朗朱咪咪溫城獻藝

李察基爾印度談情

The Second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3月6日

這是The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
的續集，在印度拍攝，是這酒店東

主 Sonny(Dev Patel飾演) 夢想的延續，

演員除了上一集的原班人馬，例如資深

演員Maggie Smith、Judi Dench 及 Bill 
Nighy之外，還加入了荷里活型男 李察

基爾(Richard Gere)。(圖片：Courtesy 
of 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Cinderella
大溫哥華開

畫日期：3

月13日

家 傳 戶

曉的童話故事

Cinderella(灰
姑娘)重拍，但不再是動畫片，而是豪華

古裝片，故事有些改動，由最近演電視劇

Downton Abbey人氣急升的英國青春玉女

Lily James演Cinderella，來自蘇格蘭的

Richard Madden演王子，並由影后Cate 
Blanchett演後母。(圖片攝影：Jonathan 
Oll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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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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長旺的朱咪咪，去年於無線電

視劇《老表，你好hea！》飾演齊秋水一

角，帶動全城熱話。朱咪咪在《秋水伊

人演唱會》將精挑細選多首風格各異的

經典金曲，盡顯她演唱小調、粵曲、中

西流行金曲的拿手好戲，以靚聲及深厚

唱功震懾全城，再加上她強勁的搞笑功

夫 及鬼馬的語言藝術，演唱會肯定絕無

冷場。◇

日期： 4月19日星期日晚上8時

地點：River Rock Show Theatre 
 8811 River Rd, Richmond
門票： $48, $68, $88, VIP $138  

     (另加手續費)

欲訂購門票，請把姓名、聯絡電

話、票價及數量，電郵至mimiconcert@
fairchildtv.com預訂，或致電604-295-

1313查詢詳情。 

朱咪咪秋水伊人演唱會

世界聞名的年輕鋼琴家郎朗將於

本月18日來到溫哥華，聯同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溫哥華交響樂團)

在 Orpheum Theatre (奧芬大劇院)演

出，他將與溫哥華交響樂團一起演奏

貝多芬和莫扎特的名作。

出生於中國瀋陽的郎朗，5歲時在

瀋陽鋼琴比賽中獲得第一名，11歲獲

第四屆德國青少年國際鋼琴比賽第一

名，1999年，17歲的郎朗在納維尼亞

音樂節上代替身體欠佳的安德烈·瓦

茲（André Watts）與芝加哥交響樂團

合作登場，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鋼

琴協奏曲，聽眾全體起立歡呼，他從

此揚名國際。(圖片提供：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

曾獲Tony Award(東尼獎)的六十年

代經典音樂劇 Fiddler on the Roof，本月在

Abbotsford公演，背景是1905年的俄國，

故事圍繞一名猶太裔農夫和他的五個女

兒，他想保留傳統文化，但時代在改變。 

(圖片提供：Gallery 7 Theatre)◇

日期： 3月13日至21日

地點： Abbotsford Arts Centre
 2329 Crescent Way 

 Abbotsford 
訂票電話：604-852-3701 

網頁：www.gallery7theatre.com

郎朗音樂會 (VSO presents : Lang Lang)

音樂劇 Fiddler on the Roof

文 娛

日期： 3月18日(星期三)晚上8時 

地點： Orpheum Theatre 
 601 Smithe Street, Vancouver
訂票電話：604-876-3434

網頁： vancouversymphony.ca



   馮玉明

太極師傅李錦濤，現任加拿大中國

太極拳學會會長。在大溫哥華各地區授

拳十數載，創辦「錦濤太極拳會」。現

於溫哥華弘藝社區中心、基督教培英中

心、西溫 Hollyburn Country Club 及
本拿比 Capital Hill Community Hall 等
擔任太極拳班導師。

李錦濤於2006年5月為新時代電視

攝製一輯共25集的「楊式雙架太極拳

簡式」教材，在「最緊要運動」節目

中播出。

李師傅指出，學習太極拳首先要

明白太極拳是甚麼。太極拳是中國先

哲所發明的一種天人合一的運動，也

是一種舒筋活血、適合男女老幼以及

不同階層的優良運動，與其他運動明

顯不同。

李錦濤在1980年代中期拜加拿大中

國太極拳學會鍾大振師傅門下，經鍾師

悉心教導，大有收穫。此後更協助鍾師

教拳，並隨師傅前往卑詩省北部、多倫

多及紐約等地主持工作坊。又主持編輯

《太極拳體用注解》一書及籌辦「太極

拳與現代人生」研討會。

「錦濤太極拳會」學生由十多歲

至八十歲都有。同學們在他循循善誘

及耐心教導下，彼此關係亦師亦友，

部分資深學員更熱心會務，協助新同

學及籌辦會內活動。

李師傅感到最欣慰的是，在以太

極拳養生的理念下學員團結一致，刻

苦堅持，不離不棄地努力練習，雖未

必會成為武術高手，但彼此自課堂

上、戶外和社區活動中鍛鍊了身體，

舒暢了心靈，更結交到情誼。所以

每年拳會都舉辦聖誕聯歡、週年晚

會、夏日燒烤聚會及不定期的練習與

講座，目的是希望同學們藉此身心愉

快，共同邁向更健康更美好的明天。

李師傅任教太極拳之前，原來是

一位油畫家。1976年他自香港移民加

拿大，1987年後畢業於溫哥華愛美麗

卡藝術學院  (Emily Carr Institute of 
Ar t  and  Des ign)。他曾舉辦個人畫

展，並在中華文化中心教繪畫、傳授

版畫、油畫和創作等。中華文化中心

文物館首屆開幕，他亦有參與，並和

知名書畫家黎沃文、謝琰與文化中心

黃勝暉等共同設計及主持。

此外，1999年8月，李錦濤為溫哥

華中華文化中心「八俊圖畫家聯展」的

統籌。2003年1月在中信中心舉辦「春

之意象」藝術邀請展，又任客席畫展統

籌。他也曾當過編輯及中、英文翻譯，

例如《太極拳體用注解》等。

太極一家親
    李錦濤傾囊相授結桃李

李錦濤師傅

李師傅在本地電視台示範楊式

雙架太極拳

李師傅也熱衷於油畫創作

太極師傅李錦濤教授學員太極拳 學員當中不少還是「西人」朋友呢

無論是教繪畫或教太極，他同樣

是授課嚴謹，理論與實踐並重，對學

員認真講解，因材施教；這數十年，

誨人不倦，桃李滿門。

李師傅為人謙遜博學，平易近

人，多才多藝。他說：「看到學生水

準提高，就感到高興。」李錦濤憑著

一份愛，傾囊相授，所以他能得到學

生的支持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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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小太陽畫室 Valerie Chung（12歲）

文：阿蘇哥哥

我已不再是猛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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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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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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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六個月大時，媽媽帶

我去醫院，做了一個重大的決

策，她改變了我的一生，醫生

把我「去勢」成太監了，他拿

掉了我的蛋蛋；所以，將來

我不可能做父親了！Jack 叔叔

說，我家離公園太近，附近會

有許多狗狗在玩耍，萬一有隻

母狗在發情，我可能會爬牆或

挖洞，搞破壞，跑出去約會，

到時爸媽一定攔不住我。或是

我雄性太強，力大無比，在陪

媽媽散步時，遇到松鼠及其他

小動物，我會使勁地去追逐，

到時媽媽也鐵定拉不住我，那

可是我的本性呀！因為我是「

黃金獵犬」！

我不會怨恨他們做了這個

痛苦的決定，即便我不能傳宗

接代。唉！人生難免有遺憾

嘛！但我想爸媽一定很後悔！

如果我結婚了，他們的狗孫子

將會是世界上最可愛、最帥的

小狗孫！別忘了，我祖父曾獲

得儀態獎，我的氣質可是與生

俱來的哩！

我非常愛我的家人，保護

他們是我的本份與責任，只要

有別的狗狗靠過來，我一定會

先過濾，聞一聞，就怕「來者

不善」。不過、有一次，有個

洋女人帶了兩隻大型狗，不分

青紅皂白就咬向我，我的鼻子

被咬裂了，痛死我了，那女人

有向我媽道歉。但自從被攻擊

後，我便不太信任別的狗了，

總是小心翼翼的，尤其是兩隻

狗同時出現時，我怕牠們又來

攻擊我，那份無名的緊張與不

安，讓我非常不舒服。媽媽很

懂得我的心，她會把我帶開，

遠離這個是非地，她怕我會被

欺負，因為我真的很善良、溫

順，就是缺了一份「防人之

心」。人們常說「防人之心不

可無」，但是狗狗的世界應該

很單純呀！我又不爭名爭利！

所以爸爸常常笑我說，小偷夜

裡進門偷東西，Dizzy肯定會

咬著手電筒幫忙照亮呢！◇

張麗娜

這是醫院
這是學校
這是醫院裡的學校
這是病人
這是學生
這是生病的學生。

光陰寶貴
分秒必爭
醫院裡也有老師
全神貫注
踴躍發問
生病的小孩一樣認真。

兒童醫院的教室

查詢：604-408-7269（中僑出版部）

中僑互助會

松鶴之友週年會員大會
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

上午10時15分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誠意邀請松鶴之友會員出席，積極參與及投

票，選立2015-2017年度執行委員，為會務

發展及會員福祉投入更多新動力，齊齊支持《中

僑新天地》。請帶備會員證。



「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

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

財神話，財神話，好心得好報，

財神話，財神話，搵錢依正路，

財神到，財神到，好走快兩步，

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看到以上這兩首我們耳熟能詳的賀

年歌曲，是否會令你們勾起很多春節的

回憶？就以我自己來說，一幅幅美麗、

溫馨和熱鬧的新春景象，經已呈現眼

前。尤其是兒時在農村度過的新年，

更為深刻，其中有兩件難忘趣事，想

與各位分享。

（一）雞腿的故事－－在農村過春

節，的確非常熱鬧和高興，特別是我與

很多阿姨、姨丈、舅父、舅母、表弟妹

等一齊住，所以每年的團年飯，我們都

是要分兩圍檯坐的，盤滿砵滿的賀年餸

菜，非常豐富，其中一碟白切雞，更是

不可缺少的主菜之一，相信當時，除了

我之外，沒有人是不喜歡吃它的，記得

那一年，我可以分到一隻肥美的大雞

腿，我的表弟妹們，羡慕不已，可惜，

按長輩教的規矩，我是不可轉讓給他們

吃的，可是，一個根本不愛吃雞的我，

如何可以把整隻雞腿吃掉呢？於是靈機

小時候，爺爺有個玻璃鎮紙，小

小圓圓的，形狀似糖包子，裡面有朵

鮮艷的花。我很好奇，想不通那朵花

是怎餸跑到裡面去的。常常拿起來琢

磨，想著怎餸把那朵鮮花偷出來。或

者說，依我那小腦袋裡浪漫的想法，

是把關在裡面的花解救出來。

怕爺爺餸，不敢明著敲碎，就偷偷

蹲在地下，在地板上輕輕地磕。那鎮紙

堅硬，竟毫髮無損。那邊廂爺爺卻發聲

音了，你在幹甚餸？嚇得我趕緊把鎮紙

還給爺爺。

後來那鎮紙終於摔碎了，卻與我無

關。我歡欣鼓舞地去看那朵花，只見一

片紅紅綠綠的玻璃碎片，哪裡有花的影

子。爺爺一迭連聲地喊，別動那碎玻

璃，小心手。失望中的我只是呆想，那

朵花究竟去了哪裡?

長大之後偶爾想起那事，終於明白好

東西大都脆弱，是經不起破壞的。鎮紙碎

了，花也就碎了。這世上玉石俱焚的事常

有，甚至，石頭沒焚了，玉已焚了。

等過了知天命之年，再想起這事，

又悟到了另一層道理。那花實在是鎮紙

的一部分，鎮紙這個牢籠雖小，卻是花

的天地，即便我想救花，花不願跟我

走，也是無法。也許，任由花在鎮紙中

招搖，才是最好的選擇。◇

3、0平仄速辨法

第一期答案和第二期五絕數位注音

                         

首先，恭喜第一期獲獎的讀者梁慎

東和亨利梁兩位先生，看來，"3、0平仄

速辨法"的確簡單實用，掌握了它，對

聯和詩詞的平仄問題就不用擔心了。現

在，公佈第一期答案，它就是《登鸛雀

樓》，詩如下：

唐 王之渙（688 — 742）

白日依山盡，    66332

黃河入海流。    00690

欲窮千里目，    60356

更上一層樓。    45100

鸛雀樓：在山西省永濟縣，原樓有

三層，登上樓可以看到中條山（位於中

國山西省西南部，黃河、涑水河間。向

下可以看到黃河。因為這座樓常常有鸛

雀在上面休息，所以人們叫它鸛雀樓。

王之渙：是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

字季淩，漢族，絳州（今山西新絳縣）

人。豪放不羈，常擊劍悲歌，其詩多被

當時樂工制曲歌唱。名動一時，他常與

高適、王昌齡等相唱和，以善於描寫邊

塞風光著稱。其代表作有《登鸛雀樓》

、《涼州詞》等。早年由並州遷居至絳

州（今山西新絳縣），曾任冀州衡水主

簿。衡水縣令李滌將三女兒許配給他。

因被人誣謗，乃拂衣去官，「遂化游青

山，滅裂黃綬。夾河數千里，籍其高

風；在家十五年，食其舊德。雅談圭

爵，酷嗜閑放。」。後復出擔任文安縣

尉，在任內期間去世。

這是一首登高望遠的詩，它表現出

詩人的不凡胸襟與抱負，反映了盛唐時

期人們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前兩句寫

所見之景，首句展現一輪落日在樓前一

望無際、連綿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詩人

視野中消失。第二句詩人目送流經樓下

的黃河奔騰咆哮、滾滾而來，最終流入

大海。詩人身在鸛雀樓上，不可能望見

黃河入海，那只能是作者目送黃河遠去

天邊而產生的意中景。把眼前景與心中

景溶合起來，這樣寫，更增加了畫面的

廣度和深度。後兩句寫所想之境。「欲

窮千里目」，寫詩人一種對事物和真理

無止境探求的願望，為了看得更遠，最

好的辦法就是 「更上一層樓」。所謂：

站得高，看得遠。

全詩對仗，即首聯兩句和尾聯兩句

都是對仗句。通常，絕句是不要求對

仗，全對仗的絕句不多，對得好的更是

少之又少。沈德在《唐詩別》中選錄這

首詩時曾指出：「四語皆對，讀來不嫌

其排，骨高故也。」

我們在一起時

樂趣多

我問你

眉頭深鎖卻為何

原來是她失约了

良辰美景讓你獨自過

约有解釋

你說不是你的錯

我约：原諒她吧

雖然這是她闖的禍

她是小妹妹

你是大哥哥

你约：约再勸我好嗎

再退我便會跌落河

胸襟廣闊、抱負不凡的
《登鸛雀樓》

小風波   

詩一首   金水

卅天一次見醫生，

照例望聞問切情。

之後必然量血壓，

正常無事獲佳評。

鎮

紙
青

洋

春節的回顧
   陳孟玲

一觸，我先把雞腿吃了兩三口，之後，

趁其他長輩不察覺之際，我便飛快地把

它送給一直在我腳下徘徊的小狗，本來

是沒有人知道的，可惜給表弟發現，告

我一狀！從此，每次團年飯的雞腿，便

輪不到我吃了（當然我是歡迎之至）！

（ 二 ） 打 麻 將 的 故 事 －－農 村

裡，有一種小孩子們為父母「守歲」

的習俗，即是孩子們在年三十晚，是

特准夜睡的，據說這樣做，可以為父

母增福延壽，於是那夜，我們便可以

盡情玩樂，直至超過十二點，至於長

輩們的娛樂節目，當然是打麻將了，

本來，孩子們是不准站在他們後面觀

看的，然而，愈不准做的事，愈有吸

引力，於是，我有一個表弟便靜靜地

行近他媽媽的背後觀看，他雖然是一

竅不通，但他認識一個「萬」字，所

以，他便問他的媽媽：「媽媽，為甚

麼你的牌全部都有『萬』字餸？」經

他這一問，我舅母這鋪清一色萬子牌

便被其他三家封殺，他們寧願犧牲食

糊機會，也不會再打萬子，這鋪牌終

於「摸黃」了！這樣也不算慘，最慘

的是，從那鋪牌開始，原來是贏家的

她，牌運一直下降，連續封糊四圈，

最後，變成輸家。這次無端端慘敗的

記錄，到現在，我舅母和表弟還時常

提起哩！

本文見報之日，春節氣氛仍濃，筆

者就以本文開始兩首歌的意思，向各

位拜年：恭喜！恭喜！恭喜各位三羊

啟泰、如意吉祥！天天行好運，日日

接財神！◇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

是經典名聯，單憑這兩句話，足以讓王

之渙成為唐代的一流詩人。

下面是本期讓讀者注音的詩：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凡能以「3、0平仄速辨法」正確標

示注音的讀者，均有資格參加抽獎，只

有一名獲獎者可得到阿濃老師贊助的獎

品一份。謝謝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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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主辦

明日之星歌唱技巧訓練班
   

   職業表演級導師余風（�S�t�e�v�e�n� �Y�u�e）用活潑生動的方法，
教授正確的歌唱技巧、呼吸、咬字、不同音域等。

� � �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已是經驗豐富的歌手，都定會學到專

業唱歌的知識和技巧。� 

� � � 課程將選用中西流行歌曲、民謠或不同類型的曲目。

國、粵語授課。
日期：3月19日至 4月23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點：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G07 室
學費： 六課 $90，另教材費 $3 付予導師。
         

                歡迎隨時加入

參加資格： 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查詢或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

夏秋之季，每有鄉親自南寧來，常

會捎來當地人喜歡品嘗的夜香花。

夜香花，估計不是每人皆曉，若言

夜來香，則廣為周知矣，不少人還能隨

口哼上幾段同名曲調。夜香花亦有夜來

香之謂，不過同稱夜來香的花卉可有好

幾種：夜香樹、夜香花、紫茉莉、月見

草、晚香玉……這些花卉形性大有不

同，但因為都是夏秋開花，芳香濃郁，

尤以夜間為盛，別名都叫夜來香。我曾

讀過一些描寫夜來香的文章，因其名而

把這些花卉混為一談了，實屬欠考據。    

夜香樹、夜香花，名相近，形相

遠。夜香樹，茄科，俗稱木本夜來香，

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夜來香；夜香花則

為蘿藦科，為藤本夜來香。兩者鑒別起

來不難。夜香樹葉互生、長橢圓形，花

淡綠白色、五星狀花冠裂片銳尖，花朵

細長；夜香花葉對生、心形，花黃綠

色、五星狀花冠裂片鈍圓。     

紫茉莉，為紫茉莉科草本，果黑

色，卵圓形，表面皺縮有棱，俗稱「小

地雷」。     

月見草為柳葉菜科草本，是具有多

種用途的藥用植物。     

晚香玉屬石蒜科，非中土產物，來頭

不可小覷。據清人徐珂《清稗類鈔》記

載:「(晚香玉)種自西洋至，西名『土必

盈斯』。康熙時植于上苑，聖祖愛之，

錫以此名。」能獲康熙寵幸賜名，形色

花香自是不俗。魯迅《集外集拾遺補

編‧蒔花雜誌》有描述：「晚香玉本名

土馝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

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

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

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其花有單瓣

複瓣之分，色潔白或淡紫，質美如玉，

夜晚芳香越濃，康熙所名確得其實。    

許是因為夜來香的皇家背景吧，今

日所見，詠歎夜來香的詩詞多出清代，

在此擷錄幾則：「黃昏時候便生香，特

向紅閨助晚妝。解識風流花性格，但求

庭院早斜陽。花顏葉色綠成堆，香氣渾

疑月送來。」 ——方子雲；  

「幽花薄暮轉含芳，臭味如蘭色染

黃 。 開 向 瑤 階 宵 浥 露 ， 摘 來 玉 手 晚 成

妝 。 悠 悠 冰 簟 消 繁 暑 ， 馥 馥 風 帷 透 淺

涼 。 一 種 清 芬 過 茉 莉 ， 夢 回 猶 是 帶 餘

香。」 ——金醉墨；     

「香風吹到捲簾時，玉蕊亭亭放幾

枝 。 摘 向 妝 台 伴 朝 夕 ， 清 吟 端 為 寫 幽

姿。」 ——李楣；     

「花顏葉色兩難分，一架初疑是綠

雲 。 試 喚 小 鬟 簾 外 摘 ， 今 宵 不 用 水 沉

熏。」 ——吳秀淑。   

這種現象不知是否與康熙帝的喜好

有關，歷代文人不乏攀龍附驥曲意逢迎

者，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是也。     

夜來香品種諸多，各有其用。夜香

樹的花、莖葉有毒，不可食用，通常只

能用來驅蚊；紫茉莉、月見草除可入藥

外，紫茉莉可製化妝用的香粉，這在明

末秦蘭徵撰的《天啟宮詞》以及《紅樓

夢》裡都有提及，月見草則還可提取芳

香油浸膏；晚香玉葉片碧綠，花質皎

潔，花莖挺立，線條柔和，素雅大方，

甚宜作切花，無論花束還是插花，綴上

一兩枝即平添風雅，滿堂生輝；夜香花

則可用於炒茶，或為蔬入饌。     

對於幾乎無所不吃的國人來說，鮮

花入饌不足為奇，兩千多年前屈原已留

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的名句。夜香花之清雅芳潔不遜菊

花，古時亦為氣度不俗的菜蔬，其高深

意致堪與食菊相提並論，惜今日食名已

遠有不及。     

史上品嘗夜來香最出名的記載，來

自清人徐珂的《清稗類鈔‧毛對山食夜

來香》:「花中之夜來香，直北頗貴，至

粵西，則人多取以入饌，風味頗清美，

謂于餐菊之外，添一故事。」毛對山即

咸豐同治年間的名醫毛祥麟，某日與友

人酒聚，席中就有夜來香(即夜香花)

，談詩對賦間，以「春不老」巧解「夜

來香」對偶之難，贏得滿堂喝

彩。     

由徐珂的記述，可知夜香花

當年在北方是頗為名貴的花卉，

嶺南人卻「暴殄天物」用以入

饌。粵西即今日廣西境，可見廣

西人品食夜香花由來已久。     

夜香花為半野生藤本植物，

嶺南人常移植於自家庭院，因

其枝椏攀援蔓延，可作驅蚊防

蟲之綠籬。其葉薄如綢絹，夏

秋之際，葉腋下開出黃綠色小花，形如

吊鐘，簇簇朵朵，構成聚傘花序。每臨

夜晚，芬芳襲人，香味雅致如秉燭添香

的大家閨秀，且時濃時淡，陣陣飄逸之

香仿如在庭院營造一個移動空間，讓人

捉摸不定，找不到空間的邊緣。饌花者

採夜香花之花簇，或炒或湯，皆芳香宜

食，口感嫩爽，馨香悠遠。摘取時可有

講究，宜選花形飽滿、含苞待展的花

苞，倘若花形已開，則香氣必散，口味

遠遜。淘洗、烹飪時也得留意，勿損花

形，否則形象大打折扣，褻瀆了一款雅

致菜品。此花嬌嫩，烹飪時慎勿過火，

熄火前擱入幾簇，蓋鍋燜上幾分鐘，就

能逼出那份淡雅的清甜滋味。     

夜香花通常用以滾瘦肉、豬肝湯，

湯羹清甜，肉味清香。或在冬瓜盅將成

之際撒上幾朵做點睛之筆，增色添香。

最為難得的是，夜香花味道清雅，配菜

時卻不奪主味，入口雖不如聞著香，但

能清滌口氣，有清心除煩、舒鬱開結之

效。高雅不奪目，清香不奪味，堪稱君

子之饌。       

康熙之寵晚香玉據說也能入饌的。

《清稗類鈔》記載「中國實業之父」盛

杏蓀宴客，「有鼎烹，蓋掇晚香玉雜竹

蓀以為羹也，香味美絕。」但今日生活

中鮮有見聞。◇

夜來花香
  阮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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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至5月15日

 (國 語) 

Richmond Caring Place

7000 Minoru Blvd.,列治文

逢星期三

下午1:30至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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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Centre Community 
Centre (社區中心), 

8279 Saba Road, 列治文 

請電：604-276-4300

(週一至週五)。請告

知course#為：93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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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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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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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的良性循環  

糖尿病課程結束後，組員們即刻應用所學，交流

健康煮食方法，相互介紹和品嘗。

過去4年多的時間

裡，維多利亞大學在卑

詩省政府的資助下，已

經為大溫各地逾1,800華

人免費舉辦了140個健康自我管理課程。

美國斯坦福大學編寫的這個系列課程，

每一次需要2.5小時，連續六周完成。

對很多長者來說，這是個不短的時

間。何以仍然有眾多的長者樂於堅持到

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親身體會

到了「自我管理良性循環」的作用。

課程一開始，來參加的每一位就有機

會提及自己目前最大的健康需要：減低

體重或是減輕疼痛；增加體力，改善睡

眠，或是減低壓力，等等。

在六講的課程中，組員們學習到了三

大類運動帶給身體的不同益處，以及如

何運動才會有效且安全；何謂健康飲食

所包括的種類多元化，比例適宜，總量

得當，且要定時定量；還有了解與處理

情緒，各樣簡單的放鬆技巧，溝通方法

等多種管理好健康所需的「工具」。同

時，每一次課程組員們都會圍繞著一些

與健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分

享實用經驗，交流心得，互相啟發。

通過學習和交流，組員們往往可以

找到一些適合的方法來滿足自己的健康

需要。例如，為了減輕體重，有些位選

用「餐盤法」吃每餐飯，可以調整好食

物的比例，並且有效控制食量。另外一

些位為了減輕疼痛，選擇了做柔和的伸

展運動，而且是從每次只做1-5分鐘慢

慢開始。還有的組員為了改善與家人的

溝通，決定在意見有分歧時不再指責對

方，而是練習使用「我的信息」的表達

方式來幫助對方明白自己的感受。

組員們向大家宣布出自己的這些健康

目標和具體的行動計劃後，義工組長們

會一一記錄。這樣的「小組監督機制」

，無形中促動了每人的執行力。在兩次

課程當中，組員們還會通個電話，互相

關心鼓勵一下。

下一周來上課，每位組員首先會按照

記錄，匯報自己計劃的進展。如果哪位

遇到一些困難沒有全部完成，義工組長

和其他組員會一起幫他／她調整計劃，

使之更符合實際情況。比如有人控制了

食物總量後，會感到飢餓而難以入睡。

大家就建議她／他，晚餐吃一些高纖維

的食物使飽腹的感覺更長久；或者睡前

吃些相對健康的全麥餅乾，飲些牛奶。

經過這些修改／添加，晚餐減少澱粉質

的計劃就可以繼續進行了。

在一次次如此「訂立目標，採取行

動，得到及時的關心、鼓勵和幫助，不

斷調整，堅持行動，甚至逐步增加」的

「自我管理良性循環」中，越來越多的

組員到了六講課程結束時，已初步形成

了一個有益健康的新習慣。

羊年剛剛開始，歡迎你也來參加這

個「身心力行」的實用課程，學到正確

原則和有效方法，並且進入「健康的良

性循環」，早日達成身強體健的新年目

標！

義工組長們聚在一起，分享帶

領的經驗，討論更好帶領課程

的方法。

3月25日至4月29日

 (粵語) 

4月2日至5月7日

 (粵語) 

逢星期四

下午1:30至4:00

逢星期五

下午1:30至4:00

George Mackie 公共   
圖書館 

8440 112 Street, Delta

請電：604-572-4060

4月14日至5月19日

 (粵語) 

逢星期二

下午1:30至4:00

Frog Hollow Neighborhood 
House,

2131 Renfrew Street, 溫哥華

    請電：Manda,

604-251-1225,分機245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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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列治文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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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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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相信大家也曾聽過這個洋人學中文的笑

話：在模仿客氣口吻時，他說：「別推辭

了！我只是請你吃小便飯，不是大便飯。」

大便小便，著眼點都是方便。廢物與食

物殘渣總要離開身體。大便一般每一至二天

一次。頻率過疏，加上質地乾結，令過程辛

苦，便可算是便秘。

Canadian Digestive Health Foundation指
出，約16%加拿大人患有長期便秘，與香

港研究的14%差不多，其中以女性、老人較

多。常見原因包括飲食缺失、運動不足，還

有是精神壓力和錯誤的上廁習慣。

多數人都知道預防便秘要多吃蔬菜水

果，香港政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和中

國人的飲食習慣，推崇每天「二加三」，即

兩個水果加三份菜（所謂一份，指半碗煮熟

的蔬菜，即每天至少六 ）。但除了吸收纖

維外，還要有足夠水分：每天不可少於八杯

(兩公升)。

腸臟在早上起來時最活躍，因此是上廁

的黃金時間，傳統智慧教先喝杯鹽水，但現

代人吸收鹽的機會太多了，不如改試杯冰

水，保證能刺激腸胃，開始噴發動作。

亦可以先吃早餐，讓腸胃熱身，效果也

不錯：利用的是「胃腸反射作用」——當胃

工作的時候，大腸便會奉陪！

現代人卻太忙碌了，太遲睡覺的結果

是，早上太趕，把本應予優先的如廁工作拖

延。充實的大腸向大腦發出訊號，排洩口卻

得不到批准打開，工作單位便會洩氣，久久

不能恢復，結果釀成

便秘。「秘」一字，

說盡這不為人道之

苦。有些人靠服食瀉

藥，卻令腸臟更習慣罷工，成為惡性循環。

坊間有無數秘方，如甚麼排毒丸，說能

助人清宿便，卻都只令人產生依賴，不能解

決問題，或要兼受瀉藥的副作用影響。

長期便秘，可導致痔瘡、肛裂，令大便

出血，問題更大。順帶一提，中年以後忽然

出現便秘和出血，切勿認定只是痔瘡，一定

要檢查清楚，因為可以是大腸癌。此外，大

便習慣突然改變，如便秘、肚瀉，或便中有

潺、腹痛持續等，都是可疑的病徵，不可掉

以輕心。

上了年紀以後，腸臟蠕動比較慢，這是

生理原因，但更常見的，是運動不足。世

界衛生組織建議，每星期宜有至少150分鐘

(即每周五天，每天30分鐘)中等強度的耐力

運動，如騎單車、行山、急步行、游泳、太

極、 跳舞等，絕對有利身心五臟六腑。

民間智慧的食療方有西梅、蜜糖，不妨

試試。排便時也可改善坐姿，以助過程順

暢：身體微向前，可拉直腸道角度；用小

凳墊高腳，可方便腹肌及盆底肌肉發力。

不過，姿勢始終不及更實際的「充足時

間」重要。

人生有無數大事小事待辦。香港人喜歡用

「辦大事」來形容大便此項生理需要。你今天

的重要任務完成了沒有？是否如釋重負？◇

動脈（Artery）是負責將血液從心臟

運送到身體各部分，而靜脈（Vein）是

剛剛相反，把血液帶回心臟。試想雙腳

的靜脈要是想將血液反地心吸力上推到

心臟，是怎樣可能的呢？這是由於膝以

下腳的肌肉，當它們收縮和擴張時，有

如一個水泵，將靜脈內的血液向上泵，

直至到達心臟為止。靜脈裡亦有一些小

活瓣（Valves），它們只會朝一個方向開

啟，好讓血液通過，卻不能倒流。

有些人的靜脈活瓣運作不佳，不止

讓血液向上通過，亦有小量的血倒流。

這樣一來，多餘的血液停留在靜脈處，

令靜脈和腳變得腫脹，是之為「靜脈曲

張」（Varicose Vein）。由於靜脈運送的

是缺氧的血液，因此腫脹了的腳筋便會

呈現藍色。

患上這種疾病的原因多數與年齡增長

有關，有些孕婦亦會有這個問題。通常

女性比男性較容易患有靜脈曲張。家族

性、過重和長時間站立或坐著不動亦是

其中原因。

輕微的靜脈曲張，可以使用一些壓力

襪子或舒緩症狀的藥膏來醫治。今期為

大家介紹一種叫 LivRelief 的靜脈曲張藥

膏。它的主要成份是純天然草本（Hama-
melis virginianabark），不肥膩，無味。

塗在患處，它會快速的被吸收及深入皮

層，使用其先進的Delivra 穿透式滲透方

法，將藥物直接帶到靜脈處，去除一些

腫脹的筋脈，使腳部回復正常。

但若然靜脈曲張變得嚴重，可以導致

腳部潰瘍（尤其是腳跟處），更嚴重的

會引致血塊凝結，這是有可能致命的。

因此，有這些症狀發生時，不要延遲，

立刻到醫生處求助。◇

許多人去看中醫，見到中醫大夫

聚精會神地診脈，常會覺得高深莫

測。為甚麼在病人的腕關節按下去就

可以知道病者的病況呢？其實診脈

只是中醫斷證的其中一種方

法。和診脈配合的還有所謂

四診。切脈是按在腕關節掌

面撓動脈搏動之處，其中又

分為寸、關、尺三個部位。

更早期的中醫切脈不單止右

手腕，還按所謂人迎脈（頸

動脈）及足部的趺陽脈（趺

音夫），後來經過簡化，才

採用目前通常用的寸、關、

尺診脈法。

除了診脈之外，傳統中

醫還會對身體其他部位，如

胸、腹、皮膚、四肢進行切

診，不過，如無需要，一般

以脈診為主。中醫師對疾病

的診斷，如上述並不單靠脈

診，還要與其他資料對應，

稱為「四診合參」，以取

得更多客觀的臨證資料。甚

麼是「四診」呢？簡而言之

就是：望、聞、問、切四種

方法。望診是最初步的了解

病人途徑，通過觀察病人神

色、形態，大致可知道病人

的病屬緩急、輕重。例如痛

苦面容、虛弱無力、行動形

態，面色等等。而最重要的

是看舌頭，及觀察眼部以及

皮膚的變化，如顏色、斑點等，甚至

糞便、尿液，也會仔細察看，不會有

所嫌避，對小孩還有指紋的診察。

至於問診，與一般家庭醫生相

似。中醫問診

大致有甚麼內

容呢？有一首

歌 訣 可 以 概

括 ： 「

一 問 寒

熱 二 問

汗 ， 三

問 飲 食

四問便，五問頭身六胸腹，

七聾八渴俱當辨，九問舊病

十問因，婦女應問經、產、

帶」。這雖然是簡單的提綱，

但已經概括了大部分與一般疾

病相關的身體狀況。近代中醫

更常會問及病者有無正在服食

西藥，及接受西醫治療的大致

情形，以免服用中藥與西藥相

衝突，例如患心血管病的患者

服用的西藥常與某些中藥相衝

突，不宜同時服用。

聞診包括聽聲音和聞氣

味，包括病者的講話、呼吸、

咳嗽聲及呃逆聲等；此外更

要聞身體、口腔、皮膚、排

泄物、嘔吐物發出的氣味。各

種不同臟腑的病都有特殊的氣

味，有助診斷。通常脈診有

28種脈象，一般門診中醫都以

浮、沉、遲、數四種脈象作辨

證的基礎，然後再分辨其他各

種特異的脈象。例如初起外

感風寒咳嗽，脈浮數、有力、

微弦緊，宜用杏蘇散解表散寒宣肺袪

痰止咳：蘇葉、法夏、雲苓、前胡、

桔梗、陳皮、甘草、枳殼、薑棗煎服 

（請教中醫師服用）。◇

   中醫師高岐臻

1.  4898 Main Street, Vancouver.
Tel：604-873-3527

2.  88 West Pender Street,Vancouver. 
Tel：604-683-4244

優惠券(COUPON)
適用於� 

下列Rexall藥房

   潘錦興藥劑師

談

中

醫

的

望

聞

問

切

   陳慧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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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靜脈曲張藥膏
LivRelief Varicose Vein Cream

LivRelief  Varicose  
     Vein Cream

治療靜脈曲張藥膏 50g

Special 特價$32.99

(賣至2015年3月31日)

延伸閱讀

Understanding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Constipation in Canada 
http://www.cdhf.ca/bank/document_en/76understanding-the-prevalence-and-impact-of-
constipation-in-canada.pdf

便可不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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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激躁綜合症有時被稱為痙攣性

結腸炎、黏液性結腸炎或緊張性大腸炎

等，但是這些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名稱。

大腸激躁綜合症第一次發病大多在

少年的發育時期，會不經意地緩解，然

後會突然復發，症狀可以包括腹部疼

痛、脹氣、腸道習慣改變，例如便秘、

腹瀉或交替於兩者之間。

生活在城市或者長期生活在壓力

下，飲食無定時的人士皆屬於高危者。

雖然每名患者都有其獨特的病發徵狀，

生活質素都明顯地下降。

發病原因
大腸激躁綜合症的具體病因，只能

肯定是一種腸臟肌肉功能失調的疾病，

但是，不會增加患上嚴重的腸胃道疾病

的機會，例如腸胃炎或結腸、直腸癌，

一些醫學上猜測認為可能誘發或加重此

綜合症的因素如下：

1.	飲食上的問題，例如食物過敏或纖

維素的攝取量不足夠；

2.	精神過度敏感；

3.	壓力；

4.	服用抗生素；

5.	腸胃受到感染；

大腸激躁綜合症
大腸激躁綜合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簡稱 IBS）是

   最普遍的腸胃疾病，在北美，大約有兩成人有大腸激躁綜合症 

的病徵。青少年、幼童和成年女性患上此病的人 

           多於成年男性，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就醫。

6.	膽汁吸收不良；

7.	運動量不足夠；

8.	長期酒精過量；

9.	吸煙；

10.	腸胃的分泌及蠕動異常。

診斷
透過病歷查核，分析病徵，血液和糞

便的化驗，以及腸道內窺鏡等等方法，在

排除其他有可能的疾病下，確定病因。

患者至少三個月內，持續或重複地

出現以下的症狀：

1.	腹部疼痛或不適，大便後會感覺到

舒暢。

2.	雖然腸道的蠕動，如腹瀉或排便，

有助於暫時紓緩疼痛的感覺，但總

會覺得還未完全排清體內的穢物。

3.	至少四分之一的次數出現不規則的

排便形態，包括排便頻率的改變及

糞便形狀的改變。排出的可能是一

些乾硬的糞便，也可能是一些形狀

像絲帶一般，外邊還帶有一層黏

液。

4.	便秘和腹瀉經常交替出現。

5.	脹氣或腹部常有膨脹的感覺，排便

不正常會不時出現。

療理方法
即使沒有甚麼方法可以治療大腸

激躁綜合症，但是在飲食習慣及生

活方式上作出改變，都可以幫助減

輕一些症狀。

1.	多吃高纖維的食物，例如新鮮水

果、蔬菜及全麥食品，將腸胃脹

氣的問題減到最小，可以逐漸在

飯餐中加多纖維的攝取量。

2.	 喝大量的凍滾水，每天最少八水杯。

3.	留意飲食，避免或減少進食易誘

此綜合症症狀的食物。

4.	避免吃具剌激性的食物，例如香

煙、酒精、含咖啡因的食物、飲

料或藥物；辛辣食物、濃縮罐頭

果汁、罐頭生果蔬菜、高脂食物

及不含糖份的加甜劑，例如山梨

醇或甘露醇等也應該避免。

5.	可服用	psyllium 纖維補充劑，如

Metamucil，以緩解便秘及腹瀉。

6.	有規律、有恆心的運動，例如太

極、緩步行、騎單車、跳舞、游

泳等，或者培養一些嗜好，以緩

解精神壓力。

7.	 少攝入堅果、粟米等有種子的食物。

8.	保持心境開朗。

9.	可嘗試服用	Imodium 或Kaopectate
等非處方劑來紓緩腹瀉問題。

10.	非處方藥物Align對紓緩腹脹等

消化不良問題頗奏效。

11.	醫護人員會建議服用緩解肌肉抽

搐及痙攣的處方藥物。若與精神

抑鬱有關，也許先解決這問題。

由於大腸激躁綜合症的症狀與

某些疾病頗相似，例如癌症、膽囊

疾病及潰瘍病，所以若病情沒有好

轉，應由專家確診及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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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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腸
癌
關
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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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是位於頸部前面、聲帶下面

的一個蝴蝶形腺體，它的功能是製造甲

狀腺激素。甲狀腺激素分為T4和T3兩
種。右腦內有一種稱為腦垂體的腺體，

透過促甲狀腺激素TSH來控制甲狀腺。

甲狀腺激素負責新陳代謝，即身體如何

貯存及使用能量。

甲狀腺功能過低是甲狀腺常見的疾

病。起因是甲狀腺沒有製造足夠的甲狀

腺激素。95%的甲狀腺功能過低是甲狀腺

本身有問題。原發性甲狀腺功能過低最

普遍的原因是自身免疫系統的問題。甲

狀腺功能過低亦可以由某些藥物引起。

部分甲狀腺經手術切除後(例如甲狀腺腫

瘤)會引致甲狀腺功能過低。接受放射

性碘治療甲狀腺亢進(甲狀腺過度活躍) 

後，也會導致甲狀腺功能過低。比較罕

見的是由腦下垂體疾病所引致的繼發性

甲狀腺功能過低。

甲狀腺功能過低較常見於年長的婦

女，症狀因人而異。一般症狀包括疲累、

情緒低落、體重增加和畏冷。甲狀腺出現

腫脹，皮膚變得乾和厚，毛髮眼眉稀疏，

指甲脆弱。甲狀腺功能過低亦可令人心跳

減慢，血壓和膽固醇升高。停經前的婦女

如患上甲狀腺功能過低，會因不規律的經

期較難受孕。患病而未經治療的懷孕婦

女，流產的風險會增加。

甲狀腺功能過低

內分泌專科蔡承禧醫生

甲狀腺功能過低可以非常嚴重

鑒於三月是大

腸癌關注月，加

拿大防癌協會和

育空地區分會的

其中一位健康促

進委員，與民眾

一同坐下來，並解答他們有關

大腸癌的問題。

大腸癌是甚麼？

大腸癌是一種位於結腸或

直腸細胞而開始的惡性（癌變

異）腫瘤。

結腸是位於人體的哪一部分？

它的功能是甚麼？

結腸是消化系統的一部

分，連同直腸成為大腸。結腸

的功能在於吸收食物的水份和

營養，之後將消化過的廢棄物

排出體外。

只有男性才會患上大腸癌嗎？

很多人認為大腸癌是「男

性專有的癌症」，但是女性也

有機會患上大腸癌，只是男性患上腸癌的

比例較多。這是一種在加拿大男女國民常

患癌症中排行第三名的癌症。

哪些是誘發大腸癌的風險？

任何能夠誘發癌症的物質或是條件，

均稱為風險因素（risk factors），大部分

的癌症由許多風險因素所造成，但是，有

些大腸癌患者並不具備任何明確的風險因

素。以下為幾項大腸癌常見的風險因素：

家族病史、結腸和直腸息肉、家族性結直

腸息肉綜合症、體能活動不足以及過重或

肥胖。想了解更多關於大腸癌的風險因素

或是各項風險的資訊，請瀏覽cancer.ca或
是cancer-asian.com。

家族病史是甚麼意思？

擁有大腸癌的家族病史代表你的近親

以上症狀的嚴重性會有很大的差

異。有些會有少許或沒有症狀，但在某

些罕有的情況下卻可以致命。例如出現

黏液性水腫昏迷，這時甲狀腺功能非常

低，若受到感染、創傷或低溫，情況會

更加嚴重。

甲狀腺功能過低可以透過驗血，化

驗血中的TSH來查證。這是最好驗證原

發性甲狀腺功能過低的方法，亦可同時

量度T4。所有新生嬰兒和懷孕婦女都會

做TSH的測試，這也是家庭醫生每年體

格檢查時通常會做的驗血項目。

治療甲狀腺功能過低是補充甲狀腺

激素，這是每日服用一次的藥丸。最好

是空腹服用，即進食前一小時或進食後

二小時。專利與非專利配方都同樣有

效。在治療後數星期，症狀一般有改

善。劑量視乎甲狀腺功能過低的嚴重程

度、體重、年齡和併發症的情況而定。

比如年長或有心臟病人士用量會較低，

因為治療會加重心臟負荷。懷孕婦女則

需要較高劑量，因為嬰兒也需要甲狀腺

激素。用藥後要每四至六星期驗血監

察，直至確立穩定的劑量，然後每六至

十二個月驗血。過量甲狀腺激素會增加

骨質疏鬆和心律不整的風險。大部分患

者需要一生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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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緣關係中，有一位或是多位親屬患有或

曾患有大腸癌。

甚麼是息肉？

息肉(polyp)是生長在黏膜上如椰菜

花外型的組織，由直腸或結腸細胞變異而

成，也有可能發生在身體的其他部分。

現在我對大腸癌的危險因素已經有一些初

步了解，那要如何正確防範這類型的癌

症？

如同大部分的癌症，若能早日發現大

腸癌的徵狀和及早治療，成功治癒的機率

越高。篩檢測試有助於在任何病徵發展之

前發現大腸癌。目前早期發現大腸癌最可

靠的方式是檢驗糞便是否有隱血。若想了

解更多關於個人的大腸癌風險以及接受篩

檢測試或是計劃，請與你的醫生洽談。目

前加拿大政府建議50歲或以上的民眾，接

受每兩年一次的大腸癌糞便篩檢測試。

我能採取甚麼行動來降低患上大腸癌的風

險？

你每日所做的決定，不僅能幫助你降

低大腸癌的風險，也包括其他癌症。保持

健康的體重、身體多活動、健康的飲食、

限制飲酒量和不吸煙等都很重要。想了解

更多降低癌症風險的小貼士，請瀏覽 can-
cer.ca 或 cancer-asian.com。

如果我沒辦法接受糞便篩檢的方式，應怎

麼辦？

糞便篩檢測試可能是你想避免的，卻

有拯救你生命的可能。你可以在家裡舒服

的進行糞便篩檢，再將樣本郵寄到測試套

件所提供的地址，或親自將樣本送至你醫

生所提供的醫療實驗室。◇

如果你對大腸癌或其他相關議題有

任何的疑問，可以瀏覽cancer.ca 或 can-
cer-asian.com，或致電免費熱線1-888- 
939-3333獲取更多資訊。



免稅額	 聯邦	(可扣稅15%)	 卑詩省 (可扣稅5.06%)

基本個人	 $11,138	 $9,869(比去年低)

長者（註一）	 6,916			 4,426

配偶或相當於配偶	 11,138	 8,450(比去年低)

十八歲以下子女每名	 2,255	 沒有

十八歲以上殘障依靠人	 6,589	 4,318

殘障人士	 7,766	 7,402

加拿大退休金供款（最高額）	 2,425.50	 2,425.50

就業保險金供款（最高額）	 913.80	 913.80

退休收入（最高額）	 2,000	 1,000

受僱收人（最高額）	 1,127	 沒有

子女領養費（每名最高額）	 15,000	 15,000

公共交通費	 實付數	 沒有

子女健身費（每名最高額）	 1,000	 500

子女文化藝術活動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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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	 2,052

慈善損贈

	 首$200，捐贈數的	 15%	 5.06%

	 $200以上，捐贈數的	 29%	 14.70%

   註冊財務規劃師 鄧愛玲

2015年3月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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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至25日(逢星期三）

	 下午1時至3時	

應用班：4月1日至22日(逢星期三）

	 下午1時至3時

	 適合修讀完iPad基礎班的人士	

進深班：	3月4日至25日(逢星期三）

								上午10時15分至中午12時15分

								適合修讀完iPad應用班的人士

1 月 2 1

日，加拿大

中央銀行突

然宣佈降低

利率0.25%，

將 已 維

持了4年

多的1%下調至0.75%。

央行認為，油價大跌對今年及未

來數年本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國內

生產總值(GDP)增長將放緩，通脹趨

低，能源業投資收縮導致失業率上

升，因此需減息以抗衡相關風險。

我並不認同此次減息的迫切性。

能源業固然受損，但其他很多行業卻

會得益於使用能源成本下跌及加元下

跌帶動出口的雙重好處；一般消費者

省回的汽油錢也會流入消費市場，推

動內銷。此之所失卻是彼之所得。

而且減息對能源業亳無作用。油

砂業公司的大發展項目都只是著眼於

油價走向，加減一點點利率根本完全不

相干，要取消的項目還是得取消，要炒

的員工還是得炒。

筆者在此要提醒大家：雖然減了息，

千萬不要被吸引去借貸!

央行減息的一個立竿見影效果就是

房屋貸款利率也減了(雖則各銀行都是不

情不願)，因貸款買屋者的月供款額也低

了，負擔能力也相對增強，本國屋價本

來已升至近乎不可負擔的程度，現在減

息，又似乎稍可負擔了，不少人可能就

會被吸引去借貸買屋。

即使不論屋價上升的泡沫化陰影，

這個低利率也是不牢靠的，因為它由油

價變化帶動，也必將持續受其影響。例

如沙地阿拉伯上任國王於一月亡故，

現在國內形勢是否已塵埃落定也很難

說，而新上任國王也已79歲。沙地阿

拉伯對世界油價的重大影響還用我說

嗎？根本現在的低油價就是其一手促

成的。該國若有甚麼政策變動，那麼

現時這個利率能巍然不動嗎？

還有就是上面提過的銀行不情不

願。對央行宣佈減息，銀行界先是反

應緩慢、不協調，接著並沒有減足幅

度(只減0.15%)，這都是很罕見的情

況。誰能保證銀行一定追隨央行的指

揮棒行事？

加拿大的個人財務，一般而言最

嚴重的問題不是沒錢沒儲蓄，而是

入不敷支－－重點在這個「支」字。

現在的減息，就更鼓勵了「支」。天知

道，這幾年來央行不是常說本國家庭負

債率偏高而且屢創新高嗎？

再從數據上看，已低至0.75%的利

率，還能再減幾次？相反，若國際油價

略有回升，而本國經濟不如推想中惡劣(

央行行長曾以買保險比喻此次減息)	，則

突然掉頭加息並非不可想象。◇

抗
拒
減
息
誘
惑   

   鄺劉金嫦會計師

2014年度的個人免稅額亦比2013年有所提升，以下為聯邦及卑詩省的各項主要的

個人免稅額：

2014年度的個人稅務（二）

聯邦的免稅額大致上是按2013年度的

數字，以0.9%的通漲指數調升，另有數

項則有較大的升幅，包括子女領養費，

從2013年的$11,669增至$15,000，子女健

身費更增加一倍，從$500增至$1,000。卑

詩省有些免稅額比2013年低了，這與省新

增的稅（16.80%）一起，都屬於省府的增

稅行動。

2014年新增的聯邦家庭稅務寬減 聯

邦政府在去年十月宣佈引入一項家庭的

減稅措施，從2014年開始給予有18歲以

下子女家庭一些稅務寬減，此等家庭，

若兩夫妻或兩伴侶之間的入息差距大而

致入息高的一方的課稅率高於另一方，

可將高入息者的收入轉入較低入息的一

方，以較低的稅率課稅，從而減低家庭

的入息稅，最高可轉報的入息為$50,000

，而最高可減低聯邦稅為$2,000。

海外資產申報表 從2013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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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逐一列出。2014年的T-1135

申報表中，增了一項（第七項）是專為

此類海外投資的申報而設的。不過，在

此類戶口當中，若有不同國家的證券，

仍須以國家分類，將合計數列出。◇

註一：長者淨收人超出限額（聯邦$34,873

；卑詩省$32,943），免稅額便會按照超額

入息的15%扣減，淨收入到$62,450，卑詩

省長者免稅額便完全扣盡，而淨收入到

$80,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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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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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才可轉報，三者合共的最高轉報額為

$5,000（聯邦與卑詩省一樣）。

※2014年12月本專欄「2014年度卑詩省

居民各類入息稅率表」之$134,271（應

課稅收入一欄）實為$136,271。特此更

正。

樂土新芽



父親對女兒成長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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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鑑證實錄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Phy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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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女兒的成長有甚麼影響？現

在先從一個看來相反的角度來探討這個

問題，就是爸爸不在身旁的時候。

有研究比較在兩類單親媽媽家庭長大

的女兒，在結交男性朋友方面的行為。

一是離婚家庭；二是因爸爸離世，媽媽守

寡。前者的女孩子，會比較提早與異性交

往，在意別人的注意及喜歡有較親近的接

觸，在非言語的溝通時，會比較開放及多

反應。而後者的女孩子，則傾向於比較壓

抑、拘謹、疏遠及自持。父親離開的時間

越早，對女兒的影響越大。

筆者嘗試分析，女兒在感情方面需

要父親的關愛，卻因為父母感情不和而

被迫分開，心中是若有所失，所以一直

在尋覓中。若爸爸身故，女兒反而更加

在意沒有爸爸在旁守護，而要加倍保護

自己及家人，對人多了顧忌。

傳統上，男女兩性在家庭及工作方

面的角色及分工很分明。父嚴母慈，男

主外，女主內。嚴父少與子女互動及溝

通，又因重男輕女，對兒子的期望及要

求也較高。隨著現代小家庭的普及，女

性多受教育，父母的角色因而改變，在

身份、地位、分工也越見平等。爸爸與

子女的互動及溝通，在數量、質量方面都

提升，對子女，尤其是女兒的影響更加明

顯。20世紀美國，大概有三份之一的男孩子

會選擇爸爸的職業，這個數字多年不變。反

而是女孩子則從早期的少於十份之一，持續

上升。可能是：一，互動多了，更了解爸爸

的職業；二，社會更加接納女性從事男性傳

統的職業。卑詩大學研究指，若果爸爸也做

家務，女兒的職業選擇，會更多樣化，而且

更有野心。因爸爸也越界做家務，顯示在工

作上，因性別而分工的情況並不是絕對的，

爸爸的身教，彰顯男女平等，勝於言語。

女孩子對其他男性的認識及態度，

非常受她的近親男性、尤其是生養與照

顧她的父親的影響。身為父親的，應多

花心思、精神及時間陪伴家人，好好的

栽培自己的兒女，能夠以身作則，樹立

榜樣，至為重要。有一點很有趣，就是

母親對子女在性別角色的影響，不及父

親。這值得繼續探討。◇

讀者可致電中僑互助會輔導部查

詢或留言，輔導員會盡快回覆。電

話：604-408-7266。

說到賭博，一般華人都不太清楚當中

的定義。很多時會將賭博及問題賭博聯

想在一起，故此賭博這詞在華人社會中

常包含著一定的貶義。

其實賭博的定義十分廣泛。賭博是

一種拿有價值的東西做注碼來賭輸贏的

遊戲，是人類的一種娛樂方式。任何賭

博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有不同的意

義。目前，在西方社會中，它是指「對

某一事件不確定的結果，下注錢或具物

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為贏取金錢

或物質價值」。

在中國，帶有賭博性質的遊戲，相

傳出於夏朝的最後一個帝王，夏桀的大

臣烏曹之手，叫做「六博」，迄今已有

3500餘年了。在經濟文化繁榮的唐代，賭

博滲入了社會各個階層。李白、杜甫、韓

愈等名人據說都有此嗜好，可以說是頗為

資深的賭徒。才女李清照生性愛賭博，並

寫了賭博的專著《打馬圖》傳世。

現今的社會有不同的賭博活動，除

了賭場上各式的賭博遊戲外，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打麻雀、彩票、慈善抽獎

券、撲克等都是賭博。

究竟賭博是好是壞，相信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看法。首先賭博是一個隨機性的

遊戲，因此無法預測賭博的結果。在大

多數賭場遊戲中，先前的結果絕對不會

影響現在或將來的結果。故此，即使賭家

有超乎尋常的技巧，技巧在多種賭博遊戲

中的影響仍是微不足道的。找出何時技巧

起作用以及玩哪些遊戲，純粹靠運氣。

另外，賭博業經營者總有辦法保證他

們在長遠上有錢賺。所有賭場遊戲都擁

有「莊家優勢」，以保證長遠來說總是

賭場而不是賭家贏錢。

莊家優勢常常通過將彩金賠率設定低

於真實賠率的方法達到效果。輪盤就是

個好例子。在加拿大的緬尼托巴省，輪

盤上有37個數字孔（從1到36還有零），

所以一注選中正確數字的真實賠率為36

比1(每一輪都有36個輸)。然而，選中正

確數字的彩金賠率則為35比1，僅略少於

真正的賠率。這種差異的真實賠率和彩

金賠率卻形成了2.7% 的莊家優勢，長遠

而言，玩家會平均輸掉賭注的2.7%。◇

長者社會福利介紹

講座內容：

	 ◇  養老金計劃
 ◇  補助金計劃
 ◇  退休金計劃
 ◇  問答時間

英文主講，粵語翻譯

卑詩省移民安頓服務 ·三月份免費講座

日期：2015年3月4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00 – 4:00
地點：中僑溫哥華總部109室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主講：加拿大服務處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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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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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19日公演的舞

台劇《寄不出的情書》其

中一位演員莫綺雯，是此劇主角之一，大部分朋

友認識她，主要是她的本地電視主持身份。她參

與過的製作數不勝數，在溫哥華社區可謂無人不

知，其實她也是一位極具素質的演員。

八年前我為溫哥華影

視人協會執導《我和春天

有個約會》時，她被選中

成為此劇女主角小蝶。想

不到多年前首次合作，今

年與小蝶在舞台上再次相

遇。當年《我和春天有個

約會》演員陣容一時無

兩，匯聚了溫哥華的演藝

精英：李琳琳演蘭茜（這

是琳琳姐唯一一次舞台劇演出，我有幸成為她的

導演），胡美鈺演鳳屏，蘇柔美演露露，潘志文

演家豪，還有資深演員張翼、何嘉慧等等參演，

當然還有莫綺雯飾演女主角小蝶。

面對一群既有經驗、又富實力的演員，無論

導或演都備受壓力。作為導演，我之前要做極大

量的準備功夫，才能有勇氣進入戲劇排練室。老

實說，這班精英演員，每位都是獨當一面的出色

演員，對角色以至對每一段戲都有他/她的個人

獨到見解。作為導演，我需要深切了解自己的藝

術要求，但同時又要顧及演員的感受，確實有難

度，極具挑戰，但慶幸我們都有著對戲劇藝術的

同一要求，所以所有困難最終都能一一解決。

不過這種壓力對莫綺雯來說可能就更大了，

因為那次是她人生第一次演戲、第一次演舞台

劇、第一次當主角，還要與十多名出色演員同台

演出，壓力可想而知。

但之後跟這小姑娘閒談才知道，她當年是

「未驚過」。

她說她只管去演——跟著導演的要求和方向指

示去演，同時在舞台上用真情交流，並享受台上

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台位、每一句說話，就這樣

輕輕鬆鬆體驗了第一次舞台經歷，得出來的是意

外驚喜，角色突出，討人歡喜，也讓觀眾落淚，

感動人心。原來「未驚過」不怕死對演員很重

要，因著這個原因，演員有膽量嘗試不同演繹方

式供導演參考，也因此帶出難以預計的新鮮感。

作為導演的我替她高興之餘，心裡也有一份

滿足感，因為我選擇了她這新人當主角，而且一

同成功地創造出她的角色，讓該劇觸動觀眾的心

靈。這回與她重遇合作，我堅信我們會更有默

契，演出更精彩。◇

 

與小蝶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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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煒強

2013年夏天，Lorraine 開始在中僑心理

熱線做義工。那時她還是大學生，修讀心理

學與商業雙學士。讀書時較自由，義工時間

自然較多，也常去世界宣明會和其他社區活

動幫忙。已工作的她，忙倦之餘，依然每週

抽出時間來心理熱線，接聽粵語和國語的來

電。Lorraine覺得人與人之間的聆聽和交流需

要珍惜，亦是一件帶來滿足感的樂事。這份

義工，適合思想開通，耐心且細心的人。

對於來電者，心理熱線保護隱私，能用中文交流，是一個能分

享心事的安全空間。電話聊天雖時間有限，但雙方也能漸漸體驗

到一份親切感。「有些人會較常打電話來，久而久之，也熟悉了

對方的聲音，好像老朋友一樣傾偈，分享生活小事」。Lorraine提
到，電話聊天時，要設身處地為對方考慮，需要多用同理心，而不

是同情心。「同情心有時是很自我中心的，是用自己的立場去看別

人，去憐憫。而同理心是嘗試站在別人的立場，更在乎別人複雜多

樣的感受」。生活百千態，來電者分享的心路歷程自然也如萬花

筒。Lorraine坦言這是挑戰，因自身經歷有限，有時需要想像力去明

白對方的處境，聽懂對方的故事。因著這些故事，Lorraine也明白了

世界之大，苦樂參差。而自己生活中所煩惱和執著的不過是小事，

不應一味自困自憐。

在溫哥華生活七年，Lorraine說自己變得獨立、勇敢。從香港來

到加國，讀中學，讀大學，到今日開始工作，留學生的故事平凡又

不平凡。「剛開始時也很掛念香港，覺得這裡是不同的文化，不同

的世界，沒有自己的立足之處。但要融入不同的社會，就要勇敢踏

出一步，去認識當地人，去與人溝通」。Lorraine 自信而樂觀，打算

將來找一份與心理學相關的新工作，也對讀研究生充滿興趣。◇

Lorraine Ng
      聽懂別人
    聽懂自己

   蕭堯

     29



中僑表彰
      移民創業精神

中僑商業移民融入支持項目（BIIS）一直致力於

協助有意在卑詩省經營企業或自行創業的新移民，向

其提供商業及移民安頓服務。過去一年，BIIS幫助了

一批新移民成功在加國創業。為表彰及鼓勵這些創業

者，BIIS於2月6日「創業卓越獎」頒獎典禮，共頒發

五個卓越獎與九個榮譽證書獎(見下圖）。

省長簡蕙芝及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長亞歷山大雖

不能親臨現場，但亦致贈祝賀詞，並由中僑理事會主

席白禮德讀出。省國際貿易、亞太戰略和多元文化廳

長屈潔冰、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基金會主席楊興

琳等，一同出席了頒獎禮，而前聯邦貿易部長艾民信

及中僑前主席樂美森等也前來道賀。

能與有熱情、抱負、奉獻精神，又敢於承擔背井

離鄉風險的移民創業家一起創業，是中僑商業移民融

入支持項目的榮幸。可以想像，在非母語的異國他鄉

創業需要多麼大的勇氣、時間和努力去融入新的環境

和學習加拿大的商務禮儀。其實協助新移民融入加拿

大社會，建造多元文化和諧社區，推動卑詩省發展，

也是中僑的服務使命和對當地社區的承諾。

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BIIS項目成果總結：

1.	逾9萬次點擊BIIS網頁

2.	超過6千名潛在客戶參與了BIIS的商業介紹會

3.	招納了近2,000名客戶

4.	逾1300名客戶參加了BIIS的商業輔導員計劃

5.	舉辦了258期商業講座及短期課程

6.	組織了17次商務考察前往卑詩省 Prince Rupert, Fort 
St. John,	Kamloops,	Campbell River,	Prince George

7.	100名客戶新成立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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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列治文耆英會

             食出好健康
新年伊始，列治文耆英會會員相約一起到列治文

觀音寺吃一頓豐富又健康的齋宴。當天大清早，會員

無懼滂沱大雨，數十人浩浩蕩蕩抵達寺廟。可惜因天

雨關係，未能到處取景拍照，但仍無阻大家祝禱許

願，祈求閤家歡樂。

各人邊吃邊聊天，不多久，便把桌上的美味齋	

菜吃光！愉快的一天就這樣度過。◇	

8.	客戶在卑詩省投資逾$43,000,000

9.	創造超過500個就業職位

獲卓越獎企業：

1. Due North Souvenir & Gift
2. EssenceLife Bioscience Inc.
3. Hell’s Gate Airtram
4. Treasure Land Holding Ltd. 
5. Westorchard Properties Development Corp.
獲榮譽證書獎企業：

1. Breaking Bean Kafe
2. Diana’s Store
3. Ever5u Enterprises Inc.
4. Good Friend Child Care
5. JPM Publishing
6. Starlily Education Inc.
7. Thumbs Up Hot Pot
8. WestCoast Forest Medical Spa
9. Yanyan Beauty Centre 

出席當天活動的BIIS客戶Alan之後說：「活動使

我對該項目如何成功地幫助我們移民有更實質的了

解。我衷心希望並祝願你們的項目能一直延續下去，

使你們的團隊能繼續創造優秀成績。」◇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4月30日開20週年會員大會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簡稱聯會），謹訂於4

月30日上午11時，假座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召

開第20週年會員大會，凡聯會會員，請依時出席，提

供卓見，促進會務。

欣逢聯會成立20週年慶典，會員大會後繼在禮和

堂舉辦午餐慶祝聯歡會，餐券每張五元，座位有限，

請即向中僑38室定購是荷。◇

哈珀總理親自頒贈

葉吳美琪喜獲國旗獎

二月十五日是加拿大國旗日，今年適逢國旗

日50週年，聯邦政府特頒發「楓葉國旗設計50週

年紀念獎」予50名國民。中僑創會主席葉吳美琪

慶幸成為得獎國民其中一員，二月十九日當日更

獲哈珀總理於中僑張安德樂福苑內親自頒贈該獎

項（見下圖）。◇

中僑會員 免費報稅服務		3月10日開始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將於3月10日開始。今年仍獲得KPMG會計師

樓的支持，在多個服務中心提供晚上及星期六服務，幫助上班人士。

想獲得免費報稅服務，必須是有效的中僑會員及符合以下條件：

1.	 收入簡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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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RRSP)或者註冊退休收入基金(RRIF)收入；

2.	 收入來源不包括：收租物業、營商、股票、債券、基金、分

紅、資本增值收益；

3.	 單身人士全年總收入不超過$30,000，夫婦兩人總收入不超過	

$40,000；

4.	 銀行利息不超過	$1,000；

5.	 單親家庭並育有一名子女，全年總收入不超過	$35,000；

6.	 不適用於自僱人士、擁有海外投資者或申請破產人士。

查詢電話：604-408-7260							網址： www.successbc.ca

以下是各服務中心的報稅時間及預約電話：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電話：604-408-7260

時間： 3月10日至4月25日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上午10:00至下午4:00

列治文服務中心		(220-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電話：604-279-7180

時間： 3月16日至4月22日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下午	5:30至晚上8:00

(3月30日、4月1、6及15日除外)

列治文社區培訓中心		(250-8191	Westminster	Hwy,	Rmd)			電話：604-408-7260

時間： 3月21日、4月18日及4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3:00

素里服務中心		(206-10090	152nd	Street,	Surrey)			電話：604-588-6869

時間： 3月14日及4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3:00

三聯市服務中心		(2058-1163	Pinetree	Way,	Coquitlam)			電話：604-468-6000

時間： 3月11日及4月15日 (星期三) 下午5:00至晚上8:00

本拿比服務中心	(200-5172	Kingsway,	Burnaby)			電話：604-430-1899

時間： 4月11、18	及25日 (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4:00

中僑會員新增購物及服務優惠

類別 商鋪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

文具

Century Books 
紀元書店

101N-15277 100 Ave 
(Surrey 素里) Tel: 604-581-3471

九折  
(不包括購買彩票 LOTTO)

Jason's Company 
致生文具禮品

149 E.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溫哥華) Tel: 604-682-8705 九折

有關中僑會員優惠及服務，詳情可致電查詢：604-408-7260	或	membership@success.bc.ca ◇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總理哈珀伉儷駕臨拜年

樂福苑長者羊年獲大禮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左二)

送贈金羊玩偶給總理哈珀伉儷

(中及右一)作紀念

      31
 

總理哈珀(中)及黃陳小萍(左一)與長者合照

為了遷就行動不便的長者，總理哈珀

甚至屈膝拍照。總理夫人(左四)與中僑員工及長者合照

總理哈珀伉儷(中)與中僑理事會、基金會成員及員工大合照

書法家何廷琛為李國

賢護理安老院長者書

寫揮春

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於大

年初一舉行新春聯歡會，有

醒獅採青助興(右圖)，長者

穿著新衣迎新年(下圖)。

乙未羊年大年初一，列治文中僑張安

德樂福苑的住客長者們穿著整齊的節日禮

服，齊集在餐廳大堂，等待「大人物」光

臨。聯邦長者事務國務部長黃陳小萍一早

到來打點，並與長者們同唱節日歌曲。長

者們料想這大人物是比黃部長更高的官，

結果謎底終於在上午11時半後揭曉，加拿

大總理哈珀伉儷在大批隨員護衛下抵達，

會場馬上響起熱烈的掌聲。

在場迎迓的包括中僑理事會、中僑基

金會、行政部門及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的眾

多高層人士。總理及夫人向長者們簡短拜

年及派發利是之後，馬上兵分兩路跟每位

在場長者問安及拍照留念。期間為了遷就

多位坐輪椅的長者，哈珀總理甚至屈膝半

跪拍照，完全沒有架子，讓長者們留下了

和藹可親的良好印象。各人都認為這是羊

年新年收到的最珍貴禮物。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代表中僑向

總理伉儷致送象徵羊年的金羊玩偶，而

總理哈珀亦藉此機會向中僑創會主席及

前基金會主席葉吳美琪頒發「楓葉國旗

設計50週年紀念獎」，表彰她多年來為

加國作出的貢獻。總理大隊逗留約30分

鐘後離去，長者們繼續羊年新年賀年節

目，歡度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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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基金會年度盛事「中僑星輝夜」，即將在本月28

日（星期六）晚假溫哥華The Westin Bayshore酒店隆重

舉行。這個大溫地區知名的慈善社交活動每年都歡迎約

800多名貴賓蒞臨，當中包括政界代表、商界領袖、僑

團俊彥以及慈善家。他們都以行善為目標，為中僑基金

會籌募善款，以支持中僑互助會的社會服務。

今年「中僑星輝夜」的籌款目標是50萬元，收益能

確保中僑互助會維持、提高和設計迎合各大溫地區需要

的社會服務，包括耆英外展服務、「中僑青年領袖新紀

元」培訓計劃、中僑多元文化家庭資源中心、中僑心理

熱線、支援式生活房屋、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等。以

「中僑青年領袖新紀元」培訓計劃為例，自1998年第一

屆畢業生，經過16年已經有超過600位青少年參加，有

畢業生更已經投身社會工作。他們都覺得這項計劃十分

有意義，因為除了可以自我增值外，也能回饋社會。另

外，中僑在三聯市設立的多元文化家庭資源中心去年

為約1,500人次提供多種語言服務，包括普通話、廣東

話、韓語、波斯語及英語。

當晚「中僑星輝夜」包括VIP酒會、現場無聲拍賣

及慈善晚宴；晚宴後的表演節目更是賓客熱切期待的部

分。今年基金會再次歡迎來至香港的「爵士、騷靈和

R&B小天后」胡琳為星輝夜演出籌款。當晚胡琳將獻唱

多首耳熟能詳的中、英文金曲，必定令參加晚宴的貴

賓聽得如痴如醉。如果大家想欣賞她的精彩表演以及

支持中僑，請立即訂購「中僑星輝夜」晚宴餐券。

晚宴餐券票價每位為$238、$338、$538及$800貴

賓席，票價部分可獲發退稅優惠。購票請電604-408-

7228。

購買「勞力士」特別籌款獎券贏名錶
今年「中僑星輝夜」無聲拍賣展覽館贊助商Lugaro 

Jewellers 再次慷慨解囊，捐出一隻名貴勞力士女裝腕錶

作特別籌款獎券的大獎，希望為中僑籌得更多善款。獎

券共印刷了188張，每張$100，中獎機會甚高。抽獎將

於3月28日晚「中僑星輝夜」中舉行。參加抽獎次數不

限，中獎者亦無需在場。如果未能出席「中僑星輝夜」

，希望大家能支持購買獎券。

購獎券可贏機票和現金遊亞洲
與星輝夜緊密聯繫的「中僑慈善獎券」亦繼續發

售。一如以往，慈善獎券的獎品相當豐富。頭獎是兩張

來回溫哥華與香港的經濟客位機票及現金獎五千元，

其他獎品包括鑽石戒指、旅遊禮券、酒店套房、iPad 

Air、銀行戶口等，總值超過22萬元。中獎號碼將於「中

僑星輝夜」中抽出。

「勞力士」特別籌款獎券和中僑慈善獎券現正在中

僑基金會有售。大家可致電604-408-7228購買，或參考

網頁www.successfoundati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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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中僑基金會副主席吳仲

輝先生(Mr. Danny Gaw)生前一

直對基金會及中僑互助會眷顧和

愛護。為紀念吳仲輝先生和秉承

他的意願，其家人透過Vancouver 
Foundation 的 Gaw Family Fund 撥
捐$36,234給中僑基金會。善款

能幫助中僑互助會重要的社會服

務，包括青少年、長者、婦女及

家庭輔導等。◇

「中僑星輝夜」籌款晚宴隆重登場    陳凱琳

中僑基金會負責人與嘉賓主持「中僑星輝夜」啟動儀式

中文流行歌曲在華人社區深受歡迎和喜愛，尤其

具江南韻味的情歌特別讓人回味。

溫哥華「女皇歌唱培訓中心」將在4月5日假列治

文河石大劇院（River Rock Show Theatre）舉行《夢回

江南——情歌飄過三十年》演唱會，為中僑基金會作

慈善籌款演出，以支持中僑互助會的重要社會服務。

這次演唱會將由中國新生代甜歌新秀任妙音，演唱國

內著名作曲家潘信燃先生創作的十多首具有江南韻味

的情歌。雖然潘信燃先生從未正規地學過作曲，但他

的作品在大陸和溫哥華音樂界均獲得高度評價。而擔

當這次演唱會主唱的任妙音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現

為「北京東方飛樂」唱片公司的合約歌手。

這次演唱會已得到了溫哥華華人社區的重視和支

持。除了任妙音主唱外，其他嘉賓包括著名琵琶演奏

家劉桂蓮、著名二胡演奏家李歌、著名華裔小提琴教

育家潘幸孩、華裔抒情男高音鍾少弘等，還有其他本

地知名專業演出團體也會共襄盛舉。在總策劃潘幸孩

和總導演劉逖的領導下，為喜愛江南歌曲的聽眾，帶

來一個獨特、難忘及行善的演唱會。

這次為中僑基金會作慈善籌款演出，所有門票

收入將全數捐增基金會。票價定為$28、$48、$68

及$88。門票可在中僑基金會購買。查詢及購票

請致電中僑基金會604-408-7228、604-760-7891或 

604-720-8777。◇

「夢回江南──情歌飄過三十年」慈善演唱會

吳仲輝遺愛中僑基金會

吳仲輝先生遺孀 Shirley Gaw（左一）、幼子

Derek Gaw（左二）及 Vancouver Foundation 代表 

Kristin Helgason（右二）頒贈支票給中僑基金會 

行政總裁鄭志傑（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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