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ue Story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4月17日

本片改編自紐約時報記者Michael Fin-
kel(Jonah Hill飾演)的回憶錄，是真人真

事。片中的Michael追蹤殺人犯Christian 
Longo( James Franco飾演) ，但對方已化

名為Michael Finkel，用了他的身份，使他

的採訪工作出現困難。(圖片：Courtesy 
of Fox Searchlight Pictures)

當年演電視劇Gossip Girl大紅的美

少女Blake Lively，在這部浪漫片演美女

Adaline Bowman。Adaline在29歲開始，

已停止衰老80年，她遇到具魅力的男士

Ellis Jones(Michiel Huisman飾演)，找

到了真愛。但她過去的秘密，可能會

毀掉她現在的幸福。(圖片攝影：Divah 
Pera)◇

   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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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Sedeka演唱會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將於5月1日來到

溫哥華，和Vancouver Symphony Orchestra(溫哥華

交響樂團)一起在溫哥華Orpheum Theatre演出。

馬友友祖籍浙江省寧波縣，在法國巴黎出

生。他四歲開始學鋼琴與大提琴，七歲與家人

遷往美國紐約定居，14歲中學畢業，並且以獨

奏者的身分，與Harvard Radcliffe Orchestra共同

演出。後來馬友友進入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
在大提琴家Leonard Rose門下學習。讀了七年

之後，雖然成績名列前茅，但他卻在尚未畢業

之前便退學，並前往哈佛大學就讀。他在這個

時候逐漸成名，與許多重要的交響樂隊一起演

奏。1976年馬友友於美國哈佛大學畢業，並取

得人類學學士學位。

由出道至今，馬友友已多次獲格林美獎

(Grammy Award)，成就非凡，更曾在美國總統

奧巴馬的就職儀式上演出。此外，他也為多部電

影配樂，包括畢彼特主演的電影《西藏七年》、

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等。(圖片提供：VSO)◇

馬友友音樂會 

文 娛

   潘煒強

The Age of Adaline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4月24日

  

最近得悉香港一羣影視人，將《嬉

春酒店》再次搬上舞台，實屬美事。記

憶中此劇乃中英劇團於香港首演，時為

1987年。後來由於大受歡迎，35年來中

英劇團三度重演，今日已成為他們劇團

戲寶之一。之後藝進同學會也選此劇作

週年演出，當年演員包括周潤發、廖啟

智、劉嘉玲等。2000年，當人人在談論

千年蟲之際，我就跟GiGi姐黃淑儀於溫

哥華策畫演出此劇，目的很簡單，就是

為這憂心忡忡的轉折年代，帶來歡樂、

大笑，忘卻不可知的未來。

《 嬉 春 酒 店 》 出 自 法 國 劇 作 家 

Georges Feydeau之手，原名Hotel Para-
disco，是法式典型喜鬧劇。我採用的

是陳鈞潤的翻譯本。在此實在不能不激

讚陳君之妙手翻譯。他的翻譯方法不是

直譯法，直譯法的意思就是準確無誤地

直譯原劇本的時間、地點、人物、俚

語，一字不改。但他採用adaptations改

編法，地點從法國變為澳門，法國人變

成香港人，文字精巧地用地道廣州話代

替法文。陳君不但精確地保持原作的味

道，而且更加添廣東地道色彩重口味，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原劇本有一組法國街

頭藝人，他就把他們變成穿州過省的中

國戲班，精彩卓絕，而改編後亦ㄧ點不

失法國喜鬧劇的本質。喜鬧劇有三個特

色：一，劇情以男女錯摸關係為主，因

鬧劇源於十八世紀，當時主要是描繪荒

淫貴族。二，情節要誇大、荒誕，甚至

不合情理。三，節奏ㄧ定要明快，要減

低觀眾思考，只要直接反應劇情。

那年參與的演員很多，還需要東西

兩岸緊接演出，先在溫哥華，後到多

倫多，演員超過四十多人，包括黃淑

儀、黃植森、白彪、莊靜而、蘇柔美、

張冀、林嘉華等等。嘉華在這次的香港

版也有份演出，但飾演不同角色。嘉華

以往跟我合作過三次舞台劇演出，演過

《花心大丈夫》及《嬉春酒店》等。由

於他以往沒有演舞台劇的經驗，所以他

特別努力、特別用心。其實嘉華是著名

又富經驗的專業演員，理應無所畏懼，

演來揮灑自如；但他卻努力不懈，每事

問，敬業樂業，謙虛學習。由於鬧劇講

求節奏，台詞要準，動作要到，表情要

大，所以進行密集頻繁的排練，每一句

台詞、每一個動作都要練習數十次，才

能達到要求。難得的是，這班職業演

員，從沒遲到綵排，準確且有紀律地做

好準備工夫才進入排練室。每次都帶給

我驚喜，和他們合作是一大享受。

從前我的戲劇老師說，對專業演員

來說，排練不僅是練習，也是演出，

導演的責任就是挑選最好的一場給觀

眾欣賞。我相信

嘉華這次演出也

不例外，預祝他

於《嬉春酒店》

演出成功！ ◇

嬉春酒店 

日期：5月1日星期五晚上8時
地點：Orpheum Theatre
601 Smithe Street, Vancouver
訂票電話：604-876-3434
網頁：vancouversymphony.ca

 美國唱作人Neil Sedeka5月10日將於 

溫哥華River Rock Show Theatre 演出。

倫永亮唱的《沙沙的雨》，原

唱者就是Neil Sedeka；此外，譚詠倫還

是溫拿樂隊歌手時，也曾唱Neil Sedeka
的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及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Neil Sedeka在美國紐約市出生，他

唸小學二年級時，參加合唱團。老師

發現他有音樂天份，於是提議他學鋼

琴。他面試參加著名的Julliard School 
of Music一個兒童音樂課程，獲得獎學

金，從此踏上音樂的道路。13歲時，

他的鄰居介紹他認識自己的16歲兒

子 ，就是詩人和填詞人Howard Green-
field，兩人成為音樂拍檔。

1959年，Neil Sedeka的一首Oh!   
Carol，成功打入流行榜，奠定他在樂

壇的地位。1962年，他的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又再進入流行榜。1975
年，他的一首Laughter in the Rain亦登入

流行榜。(圖片提供：River Rock Show  
Theatre) ◇

日期：5月10日(星期日) 晚上8時

地點：River Rock Show Theatre
            8811 River Rd, Richmond
門票在Ticketmaster票務地點發售，或

通過電話1-855-985-5000付款。

DramaOneVan劇團為Care BC籌經費 

4.19 演

原 創 舞 台 劇 《寄 不 

出 的 情 書 》 將 於4 月

19 日 假 本 拿 比 Michael J. 

Fox 劇 院 演 出 兩 場 ， 收 

益 將 捐 助 卑 詩 衛 生 及 

家 居 護 理 會 (Care BC) 之 

義 工 送 餐 服 務 ( Meals 

on Wheels ) 。 圖 為 3 月

27日記者招待會後 之大合照 。 購 票及 查 詢， 請 致 電604-831-1633 ； 或 電 郵

dramaonevan@gmail.com ◇

寄 不 出 的 情 書    愛騎士



   馮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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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畫家沈玉儀，是溫哥華華人

藝壇極富生命力與藝術天分的傑出女

畫家。

沈玉儀，1981年移民加拿大，一直

從事中西畫創作，並參加本地、渥太

華、多倫多、香港和美國等書畫展逾70

次，其部分作品被愛好者收藏，也曾獲

哥倫比亞大學、中華文化中心、中山公

園展覽廳之邀展出書畫作品，並獲文化

藝術總會「寫生優異獎」、「風韻Ex�-

cellent獎」及2008年至2010年三年連獲

全溫華人藝術家評審第二名。2015年《

楓華藝橋》第一屆加中藝術橋大賽奪「

國畫優異獎」，並曾在六份報刊雜誌刊

登文章與畫作。

1943年，沈玉儀在廣東出生。1967

年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在醫院任職

13年。1981年移民加拿大，初期居於沙

省，開設中西餐館。91年移居溫哥華。

沈玉儀從懸壺濟世，改道踏上嶺南

繪畫之路，20多年來曾跟隨知名畫家司

徒乃鍾、張恒和陳蘊化習國畫十多年，

又隨張波、張萬里、蕭德周西畫老師兼

習素描、肖像、油畫等，雙軌並進，融

合與塑造，成為了沈玉儀中西合璧的個

人藝術風格。

沈玉儀稱，因受司徒乃鍾老師的啟

蒙，故深受嶺南畫派的薰陶，吸納了傳統

繪畫技巧與表現手法之餘，逐漸形成了個

人風格。2000年舉行個人畫展並出版《沈

玉儀畫集》。她筆墨嚴謹、技法嫻熟，隨

機應變，貼近生活，還融滙了元、明時期

的氣韻風骨。她重視野外寫生，認為素描

是最重要一環。嶺南丹青不拘古，開拓進

取創新意。觀賞《沈玉儀畫集》，你會感

受到她對傳統文化有深切的體悟，也講究

意象的表達。「漁村寫生」、「畫裡看山

當遠行」、「層巒夕照」等作品，都反映

了她的獨特風格。

她得到多位中、西老師的傳授，在

中國畫傳統的基礎上，再吸收了各種西

法技巧，如水彩、潑彩、玻璃膠、素描

淡彩、裝飾意念等。除了出色的山水、

荷花、菊花、牽牛花、葡萄和玫瑰，還

有禽鳥、蟲魚等，在在充分表現她的技

法──既有中國畫傳統的神韻，又有水

彩畫的西方繪畫技法融為一體。

沈玉儀並活躍於溫哥華書畫界，先

後歷任加拿大文化藝術總會副會長、溫

《層巒夕照》

《卷軸山水》

《牽牛花寫生》

《雞》

《漁村寫生》《牧場雪景》

《玫瑰》

沈玉儀

放下懸壺  轉拾彩筆 

     沈玉儀 我筆畫我心

哥華華人藝術家協會副會長、加拿大

中華文化藝術總會會長。2009年也曾在 

「雅石會」參與編輯《石緣》等刊物。

沈玉儀過去行醫濟世，如今是一位

卓越的藝術家，畫藝得到肯定與讚揚，

並得到周士心教授讚譽「筆精墨妙，推

陳出新」，亦有藝術教育家張俊教授譽

為「游心畫藝、舒發美感」，畫藝與畫

風令他敬佩。期待她的第二本畫集問

世，再饗讀者。◇

（附註：筆者外遊，無暇執筆，本欄下

期起暫停。）



   圖：梁小燕創作室  Jenna Keung （10 歲） 

      文：阿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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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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後院從後門通到車庫

有兩排矮樹，我體力旺盛，超

愛運動，總喜歡繞著樹叢跑圈

圈，或跳躍。在我七歲那年，

有一天看到媽媽回來了，我好

興奮，想show off，一次跳兩

排矮樹去迎接她，因两樹的距

離挺寬的，七年了那矮樹也高

了不少，結果我一不小心，右

後腿受傷了。走路一拐一拐

的，當下其實是很痛的，我不

敢告訴媽媽，仍然忍著痛，陪

她散步，裝作沒事發生似的，

後來真不行了，愈來愈痛，愈

走愈慢，媽媽只好帶我去看醫

生，照了X光，原來我的韌帶

斷了，須馬上動手術，於是換

了人工韌帶，也打上石膏，醫

生說我已是人的中年了，不能

做太激烈的運動。我一直有顆

年輕的心，還真不知自己已上

了年紀。這回花了媽媽不少

錢，因我沒有健保。其實我一

直很健康的，不太需要看醫

生，除了每年的預防針外。

那石膏把我整個右後大小

腿全包起來，非常的沈重。我

行動不便，根本無法上下樓

梯，扛著那厚重的石膏，我也

無法出去後院大小便，媽媽總

是耐心的抱著我的石膏腿，幫

助我上下梯，一直到我康復。

剛卸下石膏時，感覺好輕鬆，

但我的腿明顯變小，腿肌肉像

果凍，軟耙耙，腳掌也縮小

了，明顯地比較無力, 右腳根

本不敢踩地。

媽媽常常替我

按摩，陪我走

路做復健，幾

個月後終於健

壯起來。後來

媽媽再也不允

許我跳樹叢或

快跑，只能規

規矩矩的走，

像個老紳士。

以前我的絕活，是在公園

爬梯子，並能從八個階梯高度

上一躍而下，或是媽媽在樹枝

掛上我的鍊子，我可以一躍而

上取下來。我也會蹓滑梯、撿

球等運動。從小我就是個好動

兒，但現在這些運動全都暫時

被禁止了，減少了我不少的生

活樂趣，我知道不能老是給媽

媽添麻煩呀！

但 是 有 一 項 「 人 們 的 運

動」，我真的不懂，也超不喜

歡，就是媽媽在公園裡，喜歡

坐在用两條繩子綁住的像小椅

子般的木板上，她雙腳一蹬，

就飛上天了。那種椅子太危險

了！我怕媽媽摔傷，只要她靠

近地面，我會使勁地咬住她的

衣褲，讓她立刻下來，不要媽

媽離開我的視線，我要保護

她。即便是她的朋友坐上去，

我也會強拉他們下來，可是媽

媽總是大笑的告訴我：「好！

好！Dizzy，good boy！不要

拉！媽咪下來！我在盪鞦韆

呀！不怕的！」。◇

   張麗娜

滴滴滴

我們的歌聲不停歇

沙沙沙

我們的歌聲陪伴它

嗒嗒嗒

我們的歌聲有節拍

哈哈哈

多大的雨我們都不怕

從 Mi Mi Mi
唱到 Fa Fa Fa
小小樂隊歌唱在傘底下

超愛運動的結果

雨中歌聲



農曆新年之所以永遠使我著迷，乃起

源於童年時代所經歷的一切，那些饒有

趣味的風俗和故事，反映民生的哀樂，

動情而感人，使我印象深刻。雖然舉家

移民已廿多年，遠離故國，但中國農曆

新年的獨特風貌，仍留駐在心中，歷久

而彌新。

小時候，農曆新年是我最期待的節

日，真是望眼欲穿，頸也長了，卻遲遲

不見其踪影。直至學校放聖誕新年假，

就在當中某一天，總聽見家母吩咐厨房

六姐說：「臘月廿四謝灶，先把灶君老

爺神位打掃乾淨。」一聽見「謝灶」兩

字，我就知道農曆新年有眉目了。我曾

問傭人八姐何謂灶君，她答得妙，「灶

君是大厨師，專責保護和監察家人的舉

止，每年到十二月尾，便回天國向天帝

匯報這家人一年來行為的優劣，天帝會

獎罰分明，所以家家户户都希望灶君老

爺在天帝面前講好說話，方法是用飴糖

供奉灶君，多謝他一年的守護，讓他老

人家吃過麥芽甜糖，好話多說。」

謝灶後，家人明顯地忙碌起來，正

式開始為迎接新春而做足準備，家母忙

著每日四出辦年貨，回家時總手抱大包

小包，滿載而歸，又要為子女購買全新

衣服鞋襪，只見她越忙越起勁，笑口常

開。同時，依照習俗，家居要進行大

掃除，清洗各種器具，更換牀褥被鋪枕

袋，拂拭塵垢，灑掃門庭，大搞衛生一

番。當完成大掃除後，最記得家母慎而

重之，為大廳的雲石枱鋪上一張大紅織

錦枱布，滾邊有垂吊式小絨毛球，非常

美麗可愛，時至今日古稀之年，睡眠中

也時不時看見那新年紅枱布在夢鄉裡飄

揚。

春節習俗豐富多姿，除了祭灶、大掃

除，還有貼春聯、換門神、掛年畫、行

年宵、購年花、吃年夜飯、接財神、守

歲迎年、拜天地、祭祖先、放爆竹。其

中守歲夜最使我開心又安心的，就是父

母把壓祟錢放在我的枕頭下。八姐曾告

訴我，相傳有個叫祟的怪物，專在除夕

夜四出傷害小朋友，偏偏祟又最害怕大

人，如果祟趁大人不在時，跑來傷害小

朋友怎辦呢？這時候，小朋友只要拿出

枕頭下的東西送給他，怪物便會在壓祟

錢的壓制下，乖乖地走開了。祟和歲諧

音，後來的人就索性改叫壓歲錢了。

真正使我著迷的是門神，一個叫鬱

壘，讀作「鬱律」，另一個叫神荼，讀

作「伸舒」。這兩員神將，在八姐的描

述下，顯得英明神武，法力無邊，使我

心生愛慕，他們是天帝派來護衛民間

的，在大門兩旁站崗，監察一切，若發

現有鬼怪為非作歹，想謀害屋中居民，

便用繩捆起它們，送去餵老虎。

這些民間故事，可愛得緊，尤其是

小朋友聽得眉飛色舞，怪不得雖經千百

年，仍流傳不絕，為人們所喜聞樂道。

而我，更得到說故事極其靈活的八姐所

誘導，對中華民族具有特色的風俗節

慶，心，除了著迷，也是著迷。◇

首先，恭喜第二期獲獎

的讀者甄銓沾。現在，公布

第二期答案，它就是《江

雪》“3、0平仄速辨法”正

確註音：

 江雪      柳宗元 

33536    千山鳥飛絕， 

24036   萬徑人蹤滅；  

33313   孤舟蓑笠翁，  

64038   獨釣寒江雪。  

《江雪》是一首五言山

水詩，它描述了一幅冰天雪

地寒江的圖景，沒有行人、

飛鳥，只有一位老翁獨處孤

舟，默然垂釣。詩中有畫，

讀後，讀者很自然地在腦中

出現一幅江鄉雪景圖。群山

滿雪，遍地皆白。飛鳥絕

跡，人蹤不見。遐景蒼茫，

邇景孤冷。意境幽僻，情

調淒寂。漁翁形象，精雕細

琢，清晰明朗，完整突出。

這是首仄韻詩，押入聲韻九

屑，韻促味永，剛勁有力。

歷代詩人無不交口稱絕。千

古丹青妙手，也爭相以此為

題，繪出不少動人的江天雪

景圖。

柳宗元的山水詩，大多

描寫比較幽僻清冷的境界，

借以抒發自己遭受迫害被貶

的抑鬱悲憤之情。這首詩表

達了詩人永貞革新失敗後，

雖處境孤獨，但仍傲岸不屈

的性格。

        

下面是本期“3、0平仄

速辨法”的註音：

30189

44005

20353

36339

請讀者根據註音，寫出

正確的唐詩。

凡能用“3、0平仄速辨

法”正確寫出對應的詩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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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州 舊 名 羊 城 ， 羊 城 八 景 歷 史 悠

久，始見宋代，已收有越秀山，明清均

有更改，一九六三年包括本文之五個景

點。二零零二年後改動尤多，並加入現

代建築。廣州為辛亥革命發祥地，余兒

時居此，八零年代回訪數次，今擇其五

景，寫春、夏、秋、冬、夜，聊以寄

懷。

越秀新暉

越秀山位於廣州市中心，海拔七十

米，山上鎮海樓為廣州標誌之一。鎮海

樓又名五層樓，始建於明洪武間，歷代

多次重修，登樓可眺望廣州及珠江全

景。

鎮海層樓百代情，紅棉盛放訪羊

城；朱明遺跡證今古，越秀新暉瑞氣

清。﹙春）

雲山疊翠

白雲山又名越秀山，在廣州市北，

有「羊城第一秀」之稱，高382米，附近

白雲機場於二零零四年擴建。

白雲山徑行人稀，遙望機場巨鳥

飛；昔日農田今不見，茂林修竹接朝

暉。﹙夏 ）

黄黃花皓月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興率革

命志士在廣州起義，為清兵所敗。事後

陣亡者葬於黄花崗。正門牌坊刻有孫中

山題「浩氣長存」四字，崗上安放七十

二烈士之墓。後面矗立紀功碑，以青石

砌成，一九二一年建成墓園，黄花即菊

花。

黃花皓月兩相憐，崗前崗後景萬

千；「浩氣長存」染碧血，紀功碑上

是青天。﹙秋）

珠水流光

珠江穿插於廣州市區，海珠橋連結

南北兩岸；一九四九年後又建解放大橋

及其他各橋。

珠江冬日光融融，河北河南兩岸

通；車水馬龍新景象，雙橋並峙朔風

中。 ﹙冬）

鵝潭夜月  

白 鵝 潭 是 珠 江 流 經 廣 州 最 深 廣 一

段，相傳舊日居民養鵝成群，因而得

名；岸上沙面前為英法租界，今為節日

觀場賞煙花之地。

白鵝已杳往何方，潭畔長堤映薄

霜；沙面燈明外客去；煙花賀節喜洋

洋。﹙夜）

純老貓長久的著迷 江
天
雪
景 

孤
冷
幽
僻

3
、
0
平
仄
速
辨
法
第
二
期
答
案
和
第
三
期
註
音
尋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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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四十五歲的魏琴是房產經紀人，客

源穩定，收入豐厚。丈夫趙奇在高科技

公司工作多年，業務嫺熟，頗受器重。

一兒18，學習良好，升學有望。出國20

年來，白手打「江山」，「江山」已經

多嬌。養兒育女的責任即將大功告成，

大房子好車進進出出，一家三口可謂和

和美美，其樂融融。

傍晚魏琴兩口子手拉手繞著社區公園

散步，街坊鄰居迎面碰上，插科打諢寒

暄一番，扭頭望望兩人纏著手指頭走遠

的背影，都禁不住羨慕地咂嘴。

魏琴說：「咱們終於熬出來了，你

我該好好安排一下生活，趁著還不算

老，也二人世界一下，規律運動，定期

旅遊，把這後半生過得滋滋潤潤的。」

趙奇呵呵笑著，說：「老婆的旨意至高

無上，遵旨遵旨。」

生活到了這種幸福的頂峰狀態會發生

如此重大轉折，魏琴始料未及。

兒子湯瑪斯面對魏琴兩口子憤怒的目

光，脖子梗得筆直，一副敢做敢當的英

雄氣概：「不打，堅決不打！她家是基

督徒，不能打胎。再說了，we love each 

other，這是愛情的結晶，怎麼就不能

生？」

「你生你生！你們自己還都是孩

子，連自己都養活不了，怎麼養孩子？

通知書都來了，你還上不上大學了？你

這不是要把你爸你媽氣死嗎？中國移民

裡有你這樣的孩子嗎？你讓你爸媽的臉

往哪兒擱？」魏琴氣得渾身發抖，恨不

得把他揉巴揉巴揣回肚子裡  cancel了生

過他這個事實。

「我18歲了，我的事兒我自己做主，

不要你們管！」湯瑪斯的決裂當機立

斷。

中學畢業典禮剛結束，孩子就生了，

是個兒子，長著媽媽的白皮膚、高鼻

子，爸爸的黑眼珠、黑頭髮。

小兩口在河那邊魁北克租了便宜套

房，趙奇去看孫子，回來一臉的喜氣洋

洋：「我說，你就別跟孩子嘔氣了，再

無理也是咱的孩子，孫子總歸是咱的孫

子。哎，跟你說，混血兒就是不一般，

那孩子剛生下來就好看得要命，黑、白

那叫分明，跟假的似的。我給他起了個

小名兒叫『娃娃』！」

「我就是拗不過這口氣，他眼裡有爹

媽嗎？辛辛苦苦把他養大，高中還沒畢

業，就生孩子，國外的亂七八糟學得多

到位，悄悄咪咪的實幹家！大好前途就

這麼毀於兒女情長，還死硬，說搬出去

就搬出去，就不能給爹媽一個軟話？這

個兒子真是白養了！」

趙奇搖頭說：「你就不能想開點兒，

他是你兒子，還是仇人？我倒要看看你

們娘兒倆能決裂到甚麼時候！」

魏琴一把搶過趙奇手裡的照相機，一

張又一張端詳著孫子的照片，說：「你

說咱倆後半生的好日子是不是從此就要

毀在這個小祖宗手裡了？」抱怨的面孔

雖然緊繃著，眼神裡卻流露著一絲溫柔

的流盼，嘴角露著一絲隱藏的笑意。

魏琴和兒子的冷戰從春天持續到秋

天，又從秋天跨過冬天來到夏天。湯瑪

斯在外打工養家，女友專職看小孩。魏

琴對趙奇偷著給兒子送錢的事兒假裝不

知道，專心把業餘時間用在baby 相冊

裡，趙奇每次拍回來孫子的照片都被

魏琴大摞大摞地洗出來歸檔成卷，動不

動就捧著複習，嘴裡還念叨著：「其實

帶帶孩子也很鍛練身體，應該比旅遊更

有趣呢。」趙奇聽了就在一旁嘿嘿嘿怪

笑。

誰也沒想到會在 shopping mall 裡碰

上小倆口和孫子，兒子和媽面對面傻站

著，誰也不開口。趙奇從小車裡抱出孫

子遞給魏琴，說：「來來來，好好讓奶

奶抱抱。娃娃，咱們表演一個， what is 
grandma in Chinese?」

娃娃毛茸茸的黑眼睛滴溜溜盯著

魏琴陌生的臉，小手肉乎乎地伸過來

抓魏琴的眼鏡兒，嘴裡脫口而出：「

奶—奶—！」

魏琴抱著孩子的手就抖了，眼裡瞬間

汪滿了淚，石頭心腸也禁不住這嗲嗲的

一聲啊。她側頭躲過孩子的手，騰出一

隻手摘下眼鏡兒遞給孩子，一張臉笑成

一朵盛開的大菊花，她說：「好寶貝，

奶奶教教寶貝兒，this is 眼—鏡—！」

然後扭頭對湯瑪斯兩口兒說：「你們這

就去退了房子回家來住，準備準備九月

份去 OU 修課，大學總歸要上的，娃娃從

今天起我和你爸就負責了，聽到了？越

大越不懂事！和你媽鬧，算甚麼本事？

」說完，就把孩子放回小車裡，說：「

你倆去逛吧，累了一年多了，去享受一

下二人世界。娃娃寶貝兒，跟奶奶逛街

去囉……」

再散步的時候，老兩口中間多了一輛

小車。熟人見了，藏起心中的嘀咕和驚

訝，誇道：「多漂亮的孩子啊，你們可

真有福，四十幾歲就當上爺爺奶奶了，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你們的孩子呢！」魏

琴呵呵樂著：「是啊，趁著還不老，我

們得好好把餘熱貢獻給下一代的下一

代！」

落日的餘暉灑在魏琴幾乎還沒甚麼皺

紋的笑臉上，小車裡的娃娃歡天喜地地

叫著：「奶奶！」◇    

 

 杜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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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雖然可以治病和

減輕徵狀，但亦可能有不

良的副作用。濫用或不適

當的使用藥物，不但浪費

金錢，延誤治療，更可引

致健康嚴重受損，甚至會

因服用過量而引致中毒。

因此，要正確及小心使用

藥物，才能達致理想的療

效。如有任何疑問，請向

醫生查詢。

用藥應依照醫生指示

要定時定量，不可隨便加減藥量及次

數。服用過量藥物可能會引致中毒，甚

至死亡；但藥量不足卻不能醫治疾病。

要完成整個療程，否則不能根治疾

病。特別是服用抗生素醫治由細菌感染

所引致的疾病時，切勿在病徵消失時自

行停止服藥，以免病菌產生抗藥性。

有恆心地服藥。有些藥物需要連續地

服用一段長時期才會見效。

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

要嚴格遵從醫生指示，定時服藥，按時

覆診。若果察覺到病情轉壞或藥物效力

不足，應先與醫生商量，由醫生按病情

的需要而加減藥量或改變療程。切勿擅

自改變份量或停止服用，以免造成嚴重

後果。

如忘記服藥，應立即補服所忘記服食

的劑量，然後依照下一次的指定時間服

藥。但如果當時已經差不多到下一次服

藥時間，便毋須再補服，而應依時服下

一個劑量。切勿服用雙倍藥量。

不要妄自購買藥物

有些人對某類藥物會有過敏反應（例

如：抗生素），因此不要隨便在藥房購

買成藥。

未經醫生指示，不要在同一時間服

食多種不同藥物，包括中藥和口服避孕

藥，以免引致藥物互相干擾。此外，就

診時應讓醫生知道自己正在服用之藥

物。

不要使用別人的藥物，病徵相似並不

代表是同一種疾病，而且每個人的體質

亦不一樣，故胡亂使用別人的藥物或上

次剩下的藥物是十分危險的。

妥善貯藏

藥物應貯存在陰涼、乾燥及小孩接觸

不到的地方。除個別藥物之標籤有特別

指示外，一般毋須存放在雪櫃內。

一些藥物如抗生素口服液及須冷藏的

製劑等，應存放在雪櫃中，但切勿存於

冰格內。

不宜把藥物放在貯存食物的容器內，

以免誤服。

過期、已變質或剩下的藥物要棄掉。

切物將藥物轉入其他藥物瓶內或將兩

種藥物放入同一個藥瓶內。

服用藥物時需注意的事項

要清楚知道正確的使用途徑，例如：

口服、舌下含服、嚼碎後吞服、噴劑、

外塗、肛塞等，以免錯誤使用。

詳細閱讀藥物標籤，留意藥物之劑

量、服用時間、功效、禁忌與副作用，

例如：亞士匹靈及一些非類固醇類消炎

止痛藥，要在飯後服用，可減少出現胃

潰瘍的機會。

要用清水吞服藥物，因有些飲料，如

咖啡、茶、果汁及酒精類等，會影響某

些藥物的效力或增加藥物的副作用。

避免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服用藥物，

以免出錯。

除非經醫生指示，否則不要同時服用

多種藥物，以免藥物互相干擾。

常見藥物之副作用包括腸胃不適、便

秘、頭痛、頭暈等；但並非每種藥物有

同樣的副作用，通常在服食藥物一段時

間後，不少副作用亦會消失。如果服藥

後出現紅疹、痕癢或副作用的嚴重性不

斷增加，便應停止服藥及要去看醫生。

哄孩子吃藥時，不要稱藥物為糖果，

以免孩子誤將藥物當作糖果進食，而發

生意外。

兒童、孕婦及長者藥物

幼兒的體積及體質與成人不同，所以

對藥物的反應也有所差別。尤其是兒童

的肝和腎臟尚未發育完全，對藥物的解

毒功能不及成人，所以很多藥物並不適

合嬰兒服用的，此外用藥的劑量和時間

亦要加倍留意。

某些藥物可能通過胎盤或人奶，對

胎兒或嬰兒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懷

孕和哺乳期的婦女切勿在未經醫生指示

下，胡亂服藥。

長者對藥物的吸收、化解和排出能力

都較弱，藥物中毒的機會因而增加，因

此要特別小心。◇

如何安全使用藥物
資料摘自香港衛生處衛生防護中心



中國人有一門獨特

的學問叫風水。由於博

大精深，不可以隨意譯

為“wind water”，只好

音譯作 feng shui。最早

大概是考究房屋的環境安全，要防風也防水。

風起可無先兆，隨時來隨時停。因此，古

人把一些突然而來的病以風名之，如中風。

西方人士稱為stroke，意思是被

擊，醫學名詞是腦血管意外(cere-
brovascular accident)，均是描繪這

突然性的發生。

中風源自腦內血管失靈，令部

分腦組織缺氧甚至壞死，無法繼續

其指揮任務，身體便會突然出現失

控，如一些部位無法移動，一些功

能障礙，感覺異常等。 

最常見受影響的腦動脈，是

負責提供氧氣給控制上下肢活動

的大腦部位。因此最為人熟悉的中風症狀，

是半身不遂，即一邊身的上下肢同時不妥：

不能動、無力或麻痹。視乎血管在哪個位置

出問題、腦部受牽連的面積有多大，這半身

可包括同一邊臉，引致嘴歪。

為提醒市民有關中風的常識，英國中

風學會在2009年開始推介FAST口訣，即臉

face (F)、手臂arm (A)、說話 speech (S)，有問

題時，就要掌握時間time (T)，趕快到醫院。

香港中風基金會翻譯為談（說話困難）笑（

臉部表情不對稱）用（手腳無力）兵（快找

救兵），十分傳神，亦容易記。

不過，中風的症狀未必典型，有時受影

響的是腦部其他位置，那麼，病徵就會不

同。例如小腦受影響，病人的手腳能動，平

衡協調卻不佳。又如大腦言語區受影響，病

人發音無問題，表達卻有困難。若是負責視

力、聽覺的部位受牽連，或會有重影、視線

模糊、忽然聽不見等，均可以是中風的病徵。

因此，「談笑用兵」四字，只是個提

點。若忽然出現「談、笑、用」的困難，當

然要馬上去醫院。但如果身體有其他異樣，

如半邊麻痹、突然失憶、視覺聽覺障礙等，

也不可掉以輕心，以為只要手腳能動、臉無

事，能說話就一定不是中風。換句話說，切

勿把「談笑用」當作考驗，能合格

就一定沒問題。在醫學的術語，這

是個充滿「假陰性」的「測試」（

測試沒問題並不表示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忽然跌倒，

也可以是因為中風而導致步履不

穩。一般人常解讀為「跌倒導致

中風」，乃是誤解。無論如何，

長者忽然跌倒，應該到醫院檢查

清楚。即或不是中風，也要了解

有否骨折。

中風可因為血管破裂（俗稱爆血管）或

血管栓塞引起。近年醫學科技發展了血栓溶

解劑，血管栓塞者若能在3至4小時內接受溶

血劑治療，可望將栓塞部位打通，減少中風

導致的傷殘。

因此，懷疑是中風，就要爭分奪秒，第

一時間到醫院，先搞清楚是否腦內血管出

事，更要分辨是那一種中風，是爆還是塞，

以便妥善治療，務求達致最佳效果。◇

 

不少人身體的某部分可能有些傷疤，

例如分娩、手術或受傷後，皮膚留下了

一些疤痕。視乎這些疤痕的位置和形狀

大小，有時會難看得令人感到苦惱。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叫 Bio Oil 除傷

疤美膚油。它的主要成份很多，但全是

從草本植物提煉出來。薰衣草（lavender 
oil）油、迷迭香油（rosemary oil）、甘

菊油（chamomile oil），加上維他命 A 和
E 等，製成了這種特殊的去疤美膚油。

Bio Oil  可外用於美化受傷或手術

後的傷疤痕，但不適宜用在破損的皮膚

上，需要等待傷疤完全癒合後才可以使

用。用法十分簡單，將 Bio Oil 放在手掌

上，然後順時針方向環圓動作，慢慢將

油按摩在傷疤上。每天早晚用一次，最

少用上三個月才會開始見效。雖然用後

疤痕不會完全消失，卻可以讓它變得較

淡色，會比之前少了些凹凸的感覺。效

果因人和傷疤的情況而定。

身 體 各 部 分 皮 膚 產 生 黑 色 素

（melanin）不一致，有時導致某處皮膚

顏色深淺不一。過量曬太陽亦會有可能

形成這種現象。使用 Bio Oil 可以使皮膚

顏色變得一致。它亦可以幫助老化的皮

膚變得較柔軟、平滑，從而減少皮膚皺

紋的形成。Bio Oil 同時亦是潤膚油，可

使乾燥皮膚回復光采。◇

中醫學認為人類具有比其他動物

高的靈性，有著複雜的精神、情緒及

心理活動，所以無論在養生延壽及預

防疾病方面，都要顧及精神的調節，

令神與形協調一致，這是人

要生活得健康、快樂及延長

有活力的人生的根本做法。

現代人比較注重物質的

享受，精神活動也較古代人

複雜，如利慾之心比較重，

思慮比較多等等，都會令人

體內的氣血循環及臟腑的正

常生理活動受影響。尤其是

免疫系統的失調，導致癌症

的增多。中醫認為癌症與精

神抑鬱、悲傷過度、失意等

負面情緒有關，就是這個道

理。

中醫養神的方法主要有

三方面：第一是清靜。減少

過度的思想及慾望。這就是

《黃帝內經》所說的「恬淡

虛無」。在現代社會，這似

乎是個不合時宜的說法，但

須注意的是：有節制，而不

是狂妄、無止境、躁動性的

思想活動及慾念，對身體是

有益的。要注意的是足夠的

靜養、休息。尤其是順著人

體生理活動時鐘的睡眠，是

維持生命正常活動、形神合

一的根本保證：盡量不要捱

夜，每晚「子時」（即十一

時）前上 ，盡量睡夠八個小時可卻

病延年。筆者接觸許多健康長壽的長

者，多有這個習慣。

第二個養性方法是：修德為善。

這是中醫養生

傳統的觀念，

中國儒家亦有

「仁者多壽」

之 說 。

因 為 善

性 令 人

有 滿 足

感 ， 性

格豁達、開朗，情緒自然樂

觀，無過度的憂思、慾念、

利人利己，亦可達致血氣暢

順、臟腑安和、元氣充沛

的目的，這是前人從醫學的

角度，而非單純說教之詞。

有較為高尚愛好的人，如畫

家、音樂愛好者、旅行家、

慈善家、有信仰者多享高

壽，是有道理的。

第三是注意自我控制情

緒，常自我反省，避免任由

失意、悲觀、憤恨、激動等

情緒發展下去，多靜坐、靜

思。靜坐對過度的情緒有安

撫作用，找好朋友談談亦

是辦法之一。此外，順應四

時，即《內經》所載「四氣

調神」，亦十分重要。

中藥亦有安撫情緒的藥

方，宜按辨證論治方法調

理，例如肝鬱、憂思過度，

簡便方可用：合歡花、素馨

花、佛手花各二錢、熟棗仁

三錢、白芍三錢、炙甘草二錢、紅棗

七個（去核）煎水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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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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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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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傷疤天然美膚油

Bio-Oil
除傷疤天然美膚油

 200 ml

Special 特價$28.99

(賣至2015年4月30日)

談 笑 用 兵

延伸閱讀

急救中風 - 談笑用兵

http://www.strokefund.org/prevention_
part1.php

Act FAST
http://www.stroke.org.uk/FAST



   陳兆淦醫生

皮膚護理和

���幾種常見皮膚病

醫學漫談

隨著年齡的增長，皮膚亦產生變化，九成的變化是

由日光的照射引起，暴露於太陽下的皮膚會變得格外

粗糙而多皺紋。

除了紫外光照射的因素之外，年長時皮膚自然會變

得鬆弛、乾癟、粗糙而多皺紋，部分是由於出汗和皮

脂線都因年老退化而減少所引起。由於膠原蛋白的流

失，皮下組織的減少，眼睛周圍便會產生魚尾紋。

耆英的皮膚防止感染的免疫功能減弱，割傷後較難

癒合，因為細胞受到損毀後更新的速度減慢所致。

皮膚的護理
年輕時就應該保護好皮膚，免受陽光的紫外線直

射，以防造成損傷，甚至形成皮膚癌。使用有保護性

的衣服和太陽眼鏡，並且注意每日由早上十時至下午

四時，是紫外光最猛烈的時候。

正確的清洗對於保護皮膚十分重要，對於不同類型

的皮膚：乾性、油性、中性和混合性，都有相應的清

洗方法和清洗產品。

洗面時使用溫暖的水，切忌用太熱的水，並且用

毛巾或藥棉清去臉上的已死皮膚細胞。香梘應該用溫

和、含多脂的，例如：Basis或Dove，它們都適宜乾性

皮膚。而較油性皮膚則要每日清洗兩至三次。

一般來說，不要用非常燙的水或鹼性很強的香梘

擦洗身體，而浸浴會使到皮膚變得較為乾燥。若果是

乾性皮膚，則只應在面部、前臂、下陰、手及腳處用

香梘洗淨。洗澡後用毛巾輕拍身體，切忌用力擦乾軀

幹，並立即抹上潤膚油或潤膚軟膏。請選擇油性較多

的一種潤膚膏，而非以水份為主的與極易揮發的潤膚

油。切忌用含有酒精的護膚品，家裡空氣要保持濕潤

和清涼。

女性選用的化妝品要與每個人的皮膚類型相符：油

性的粉底只適用於乾性的皮膚，而水性的粉底則較適

合油性的皮膚。在洗面前應該先除去眼部的化妝品。

請用棉棒來清洗，以防造成損傷。

男性剃鬚前應該用溫熱水或毛巾在臉上敷數秒，以

軟化鬍子。若用刀片剃鬚，要用剃鬚膏。電動剃鬚機

對於皮膚也有刺激，剃鬚後請搽上潤膚膏。

皮膚乾燥
冬季來臨，隨著天氣逐漸寒冷，長者的皮膚容易乾

燥，因為濕度較低、室內空氣過熱，加上常洗澡會刺

激皮膚更加乾燥，不妨使用室內濕潤器。沐浴時用溫

水，不要用熱水，每隔兩天洗澡一次，最好選用軟性

肥皂或者不含皂鹼的清潔劑。選用適合自己皮膚的沐

浴油，但留意會否令浴缸過滑而容易滑倒。洗澡後必

須用濕潤乳液塗抹身體，以確保皮膚濕潤。

有些長者的皮膚很乾燥，可選用含有α-hydroxy 酸
的乳液來補充水分。維他命 B 複合劑和維他命 E 都對改

善皮膚乾燥很有效。

皮膚發癢
耆英因為皮膚乾燥而會引起皮膚發癢，皮膚發癢

甚至會干擾睡眠，十分煩人。幸好定期塗抹乳液對治

療發癢有效。有時皮膚發癢與糖尿病、腎臟疾病有關

連，請盡快請教醫生，以求確診。

減少浸浴或淋浴的次數，縮短洗澡的時間，對皮膚

發癢有幫助。應使用溫水，盡量少用香梘，也可在浴

缸中加些 Aveeno 燕麥粉或沐浴油。

皮膚發炎
皮膚發炎（eczema）主要症狀有片狀皮損、發癢、

乾燥及發紅，重症時甚至在皮損區增厚、產生水疱及

潰瘍。擦疹是因皮膚之間相互摩擦而引起的炎症，會

造成臂下皮膚、頸部皺褶處、腹股溝、腳趾間和女性

的乳房下多汗而且痕癢；室內溫度太高、尿失禁和癡

肥都會使此種炎症更加嚴重。

真菌感染
真菌感染（fungal infection）由寄生於身體的微生

物引起，毛癬菌可以引起足癬、股癬及頭癬。這些真

菌是以頭髮、指甲及表層皮膚的死亡組織為食料。欠

缺衛生、皮膚潮濕及指甲損傷，都易感染真菌。

足癬，俗稱香港腳，通常發病於腳趾之間，可以引

起痕癢、燒灼感及脫屑。耆英易患足癬。更衣室及公

共游泳池內或鞋襪清潔不足會較易感染足癬。

足癬的療法：保持腳趾之間的部位清潔和乾燥；穿

透氣的鞋；常更換鞋與襪；公共泳池、浴室及更衣室

內要穿上防水涼鞋。

股癬會引起臀部、大腿內側及肛門周圍痕癢與燒灼

感，還會看到有紅色皮疹出現。通過身體接觸或共用

毛巾可傳染此病。

股癬的療法：保持臀部清潔及乾燥；運動後必須淋

浴及更換衣服；不要穿上會磨傷皮膚的服裝，要洗淨

運動後的護腕及護腰。

頭癬（ringworm）的症狀包括在軀體、面部、臀部

及大腿摺皺處出現痕癢、發紅、脫屑、微腫，且呈圓

環形擴散。頭癬是通過共用毛巾、梳子及理髮工具傳

染。寵物有時也會將真菌傳染給人類。

頭癬的療理：要徹底清洗被污染的頭刷、梳子及帽

子；多洗手；自家衣物要與其他人的衣物分開洗淨。

治療真菌的感染要講究個人衛生和使用抗真菌藥膏

或乾粉。

如果真菌傳染持續一個月以上，發熱、紅腫加劇或

伴隨出現液體流出時，應立刻就診。

蕁麻疹和血管性水腫
蕁麻疹或稱風疹（hives），是指皮膚上出現紅色

隆起、大小不等及痕癢的現狀，常見於身體與衣服摩

擦的部位。蕁麻疹大多成片出現，持續數分鐘至數天。不

過血管性水腫與蕁麻疹相像，也會使皮下層的組織腫脹，

尤其在眼睛周圍、眼瞼、嘴唇附近、咽喉內壁和手足部

位。

蕁麻疹和血管性水腫是身體釋放「組織胺」的化學物

質到皮膚下層時所做出的反應。

食物過敏、藥物過敏、花粉、昆蟲咬傷、某些疾患例

如流行性感冒和情感壓力，都會誘發這種反應。

大多數的情況之下，蕁麻疹與血管性水腫都不太嚴

重，不會留下疤痕。

血管性水腫如果嚴重的話，會使到患者咽喉或舌頭腫

脹，阻塞氣管，使到不能呼吸而喪失神志。當感到呼吸困

難或頭暈，或產生蕁麻疹和血管性水腫超過兩週時，請即

就診。

患者應避免攝入引起蕁麻疹的食物和用具；要洗冷水

浴和冷（包著的冰塊）外敷；穿著輕薄的衣服；服用非處

方抗組胺藥。

銀屑症和牛皮癬病
銀屑症和牛皮癬病（psoriasis）出現皮膚乾燥和紅色

的斑塊，並且覆蓋著半毫米厚的白色鱗片，患者身上許多

鱗狀的小點，或者大塊的皮膚損傷，當發癢而白色鱗狀皮

層下墜時，因為比較輕而在空氣中飛舞。通常發病於膝

部、軀幹、頭部、面部，會產生白色的頭皮屑和脫髮。

較嚴重的病例中，會出現膿疱，皮膚開裂、關節出血

或十分痕癢。指甲或趾甲會失去光澤及凹凸不平。

上述的症狀多由於皮膚的細胞的成倍增長而造成的，

它具有遺傳性。皮膚乾燥、損傷、感染、藥物、癡肥、壓

力、缺乏陽光都可能使病症加重。該病沒有傳染性，也不

會傳染別人。發病有些週期性，通常發病幾星期，會停頓

一段時間。

患者必須保持正常體重，保持身體康健，飲食要均

衡，足夠休息，有恆的運動。

牛皮癬通常出現在皮膚的摺皺處，不要抓或刺破患

處。每天洗澡以泡去皮層。切勿使用過熱的水或刺激性

香梘。最重要保持皮膚濕潤，並使用含煤焦油或水楊酸

的梘、洗髮水。在不太強的陽光下曬日光。在症狀嚴重

時可連續數週使用非處方的0.5%或1%的 cortisone 軟膏，或

betamethasone 0.1% cream，並進行紫外光照射。含維他命

D的軟膏也可減輕症狀。

帶狀 疹
帶狀疱疹（shingles）是由引起水痘的同一病毒在脊

髓神經細胞中潛伏下來後，再次復活時所誘發的疾病。患

者身體某部位內疼痛，通常是身體或臉的一側，因為病毒

從脊髓處沿其中的一條神經線擴散到臉部或身體的胸或腰

部，並出現小水疱及皮疹，然後幾天後會繼續擴散，常出

現在臉部及體幹的一側，水疱幾天內會變成乾痂，並在兩

週後脫落。皮疹及水瘍中的病毒具有傳染性，應該避免接

觸他人。尤其是孕婦，水痘會對嬰兒有生命危險。

帶狀疱疹俗稱生蛇，可用非處方止痛劑來緩解疼痛與

不適，只可輕洗水疱，不要包紮。

當皮疹靠近眼睛時，感染會對眼睛造成永久的創傷，

請立即就醫。醫護人員會用 Zovirax 來縮短病程，並且減

輕症狀。

帶狀疱疹發作後，疼痛會持續數月或數年，稱為帶狀

疱疹神經痛。有一半耆英患者會出現此種情況。除了非處

方的止痛劑外，也可用電刺激、三環抗抑鬱藥、抗痙攣

藥、或針炙及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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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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四月是水仙花盛開的季節，也

是加拿大防癌協會的水仙花月(Daffodil 
Month)。自1950年代的第一場募捐活動

開始，水仙花就被選為力量和勇氣的象

徵。因此，加拿大防癌協會以黃水仙花

作為標誌，並於每年在水仙花盛開的四

月定為水仙花月。來自各地的加拿大人

藉著佩戴水仙花襟針，來支持癌症患者

戰勝癌症。

水仙花月已經成為加拿大人反思的

時刻，思考癌症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

以及數千名罹患癌症或因癌症而失去生

命的患者。不幸的是，癌症仍然是加拿

大的頭號致死原因，共佔總死亡人數的

30%；但好消息是大概一半以上的癌症，

是可以透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公

共政策來預防。在水仙花月所籌得之善

款，將會幫助加拿大防癌協會來推廣防

癌教育，資助癌症研究以及支持癌症患

者勇闖明天。藉著這些慷慨的捐款，加

拿大防癌協會能夠幫助患者及其家人得

到所需的癌症資訊及支援。 

如果你或是你關心的人曾經或目前

已確診罹患癌症，你可能對癌症有許多

疑問和顧慮。加拿大防癌協會提供各類

由加拿大人慷慨捐款所資助的支援服

務。僅去年，這些支援服務和其他相關

項目，已幫助逾85,000名加拿大人。

癌症諮詢服務（Cancer Information 
Service） 

提供諮詢服務，並能幫助患者和護

理人員了解癌症和得到社區服務的資

訊。服務處的特訓人員能耐心地回答你

所有的問題。這項服務提供免費專線，

並備有多種語言。

癌症關懷服務（Cancer Connec-
tion） 

將患者或是護理人員，與經過訓練

並有類似抗癌經歷的義工配合。義工將

藉著自身的抗癌經驗，聆聽患者的經

歷，給予希望，鼓勵和分享想法。

旅舍住宿服務  

提供廉宜的旅舍，讓住家距離治療

中心遙遠的癌症患者入住。  

交通計畫  

在某些省份有義務司機提供免費接

送服務，讓有需要的癌症患者可以安全

地往返治療中心。

假髮和義乳借用計畫  

為無法負擔個人假髮或義乳的患

者，提供多款假髮、頭飾和義乳。 

支援服務依各省和不同社區而有所

不同，請與你就近的加拿大防癌協會

查詢相關的支援服務，也可以瀏覽can-
cer-asian.com或致電1-888-939-3333，以

了解更多服務和癌症的相關資訊。

今年四月當你在社區活動時，如果

遇到加拿大防癌協會的義工義賣新鮮水

仙花或水仙花襟針，請停下來捐款，幫

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祝福你有個愉快的

水仙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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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龍醫生

人生樂事有多少？旅遊是人生樂事之

一，對身心有極大裨益。旅遊能增廣視

野，擴闊胸襟。古今中外的詩人、作家、

畫家、音樂家，假如他們有出外旅遊的體

驗，作品會更深刻、更生動、更扣人心

弦。

旅遊通常包括參觀古跡名勝，登臨名

山大川，這些活動可以增強我們的體力，

令心跳加速，促進血液循環，暢通呼吸，

令肺部感到舒服。當我們與其他人一起旅

遊時，遊伴不同的起居習慣、性情氣質，

也能培養我們的耐心和愛心。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雖

然現今電子媒介相當發達，打開電腦就能瀏

覽各地風光，但是親身遊歷，卻可體味不

同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衣食住行、宗

教信仰、建築和設計、氣候和地理環境、

政治制度，這些與我們平日接觸的事物可

能截然不同。這些新訊息可以刺激我們的

大腦，激發我們的思考。我們的大腦要經

常練習，多方面學習，培養多方興趣，這

樣將來更容易接收新的訊息。倘若長期缺

乏外界刺激，大腦思考能力會逐漸下降，

到後來可能變得思想呆滯，嚴重的可能變

成癡呆。我們旅遊時要用頭腦想一想，為

甚麼歷史會變成這樣，為甚麼其他民族有

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有這樣的風俗習慣和

文化，有這樣的吃法和煮法，有這樣的宗

教信仰等。

在旅遊的時候，我們放下了日常瑣事

和業務的繁擾，用輕鬆的心情去享受，去

思考事情，可以促進大腦的活動能力。此

外，我們出外旅遊之前要先作身體檢查及

接受防疫注射。身體檢查會查出我們到底

有沒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腎病

等，這樣對自己的身體會了解更多。至於

防疫注射方面，到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要

求。為了避免腸胃不適或受到感染，我們

要接種甲型肝炎、乙型肝炎、腸熱、霍亂

等疫苗。我們要預防在旅途上出現瘧疾、

暈眩、中暑等情況。最好先閱讀旅遊地點

的有關資料，這對旅途的安全和愉快都有

極大幫助。

祝君旅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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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與健康 

旅遊是人生樂事之一，並有助促進

我們的健康。

水仙花月和

    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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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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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至22日(逢星期三）

	 上午10時15分至中午12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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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天

氣 暖 得 早 ，

執 筆 時 街 外

櫻 花 已 開 得

一 片 燦 爛 ，

賞心悅目。只是，伴隨著花季來臨的是

報稅季節，那就不那麼可人了。

填報稅表是不少人覺得至為討厭的

事情。幸好，隨著電腦報稅軟件的改善

與普及，報稅已經變得不太麻煩。一般

情況下，若事先的齊集、紀錄等準備工

夫做妥當，真正坐在電腦前報稅只需數

小時吧了。當然，對比較複雜的個人情

況，未必是電腦軟件能處理的，就要專

業人士的參與了。

本欄並沒有教人報稅的意思，不過有

一點「貼士」可稍提，就是對首次慈善

捐獻者的優待：他們所報捐款總額若不

超過1,000元，可獲得超級稅額優惠，但

只可以在2013至2017年間享用一次。為

善最樂，讀者可利用這個稅務優惠多多

行善了(不過注意超級稅額優惠只限首次

將捐款申報在報稅表內者) 。

報了稅，當然接著要清繳稅款。由於

一般受薪者每期收取的薪酬，早已由僱

主扣起部分薪金上繳稅局，所以大多數

人很可能於報稅後發覺不單無需繳款，

甚至還可能獲得退稅；但很多合約工和

自僱者則可能沒有安排年度內分期繳付

部分稅款，那麼，報稅後將會面對一筆

不菲的應繳稅額，因為這是全年累積的

稅項，一筆過繳付銀碼自然相對地大。

所以這類人士平日要記得陸續儲起年終

應付的稅金，避免到時左支右絀。

也有一部分報稅者發現，不單止不用

張羅交稅，竟然還可從稅局處得回一筆

退稅，覺得是意外之財而沾沾自喜。但

其實是納稅人蝕底了：這只是稅局於年

內多收了錢而現在退回而已，是這些納

稅人送給了政府的一筆免息貸款。若然

你有安排每月定期購買RRSP，更應該遞

交表格T1213，提示僱主減低預扣薪金的

上繳額，每月實收的薪金就可以多一點，

不至於要待到年終才在退稅中取回。

收回來的退稅既是你自己的辛苦錢，

那就不該當作天降橫財而大肆揮霍，應

優先考慮償還一些債務，特別是如信用

卡這些利率較高的欠款。再有餘資應以

儲蓄為首要，因為先前多繳的稅金令日

常可支配收入縮減，而先要應付衣食住

行的主要開支則往住把儲蓄額擠掉了。

退稅宜利用政府各種稅務優惠計畫

以盡量擴大收益。視乎個人情況，存入

RRSP或TFSA都可以，若有小孩子的話，

存進RESP更好，可以得到教育儲蓄津

貼。總之是力能所及，物盡其用。◇

     

稅季絮語

加 拿 大 共 有 十 個 省 和

三個地區，每個地區都有

自己的歷史和特點，就連

小小的車牌，每個省也都

不一樣。大家都竭盡所能

將自己的特色展示在車牌

上，而從車牌上，能感覺

到加拿大人對自己家鄉濃濃的愛意和自

豪感。不過加拿大的車牌變化也是比較

頻繁的，遇到特別的慶典還會推出「限

量」的車牌。

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 

圖案:BC省旗

 標語: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美麗的卑詩」 

只有飽覽過卑詩省的風光之後，才

能明白這個簡單的句子不僅僅是說說而

已！卑詩省既壯麗無比又迤邐寧靜的自

然風光，非常有力的證實了這個簡約卻

不簡單的標語！ 

阿爾伯達省 (Alberta) 

圖案：野玫瑰 

標語：Wild Rose Country 

「野玫瑰之鄉」

野玫瑰是整個阿爾伯達省的象徵。

阿省政府曾試圖要更改這個老式車牌，

而新牌設計雖然絢麗，但上面則少了

「Wild Rose Country」的字樣，不過這項

提議最終並沒有通過實行。所以，現在

還是這個醒目的紅字車牌。

 
沙斯卡旺省(Saskatchewan)

圖案:麥穗

 標語:Land of Living Skies

  「動感之地」

沙斯卡旺省既盛產小麥，又可以在

其北部的地方看到北極光，所以這裡的

車牌是由代表著極光的綠色和麥穗組

成。而Land of Living Skies是不是也很貼

切的說明了這兩個特點？

馬尼托巴省(Manitoba)

圖案:麥穗、湖景和野牛

 標語: Friendly Manitoba

「友好的馬尼托巴」

 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的馬尼托巴

省，車牌上自然有著金黃色麥穗。而且

該省河湖眾多，所以也少不了湖水。此

外，全球觀賞北極熊的最佳地點之一——

邱吉爾鎮，也是在這個省。

  安大略省(Ontario)

 圖案:皇冠

 標語: Yours To Discover

「由你探索」

著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加拿大首府

渥太華、第一大城市多倫多等等，都在安

大略省。這個人口眾多、非常多元文化的

省份，有很多地方等待著你去探索呢！

 魁北克省(Québec) 

圖案:鳶尾花

 標語: Je me souviens 

「我記得」 

作為唯一的法語省份，魁北克的車牌

也是用法語來標記。這個短小的句子來

自一名法裔詩人的一首詩：Je me souviens 
"que né sous le lys, je croîs sous la rose."
「我記得我生於百合花之下，但在玫瑰

花下長大。」

雖然對這句話的喻意有不同版本的

解讀，但是車牌上簡單的「我記得」卻

真實的濃縮了魁北克人民的所有情感。

（待續）◇

加拿大車牌，你知多少？（上）



母親對子女成長的
影響 

   中僑家庭及青少年輔導部

免 費 社 區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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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點解咁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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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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提到，母親對子女在性別角色的影響

不及父親，那是甚麼原因？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父母角色的分配，用政府作個比喻，父親多

立法，母親多執法。父親多管刑事法，母親多管

社會服務法及城市管理法。子女做錯事，若事態

不嚴重，通常由媽媽處理；有些時候，媽媽還會

替子女瞞著爸爸。但若果弄出個「大頭佛」（

麻煩）來，還是要找爸爸出面，主持正義。可以

說，爸爸管大事及突發事，媽媽管恆常事與平常

事。爸爸管甚麼應該作、可以作，媽媽管如何

作。男女孩子應該做甚麼事，可幹甚麼工作，多

由爸爸作主。定下了框架，在框架內如何作，則

由媽媽話事。媽媽經常出聲，但聲音不夠大，爸

爸出聲不多，但出的時候可大可小。

母親擔任的是直接照顧的角色，她們的工

作，是提供日常所需，恆常而一貫的提供服務。

我們常用「無微不至」來讚揚照顧者，因為照顧

別人，經常需要著眼微處。就好像護士的工作，

繁重卻很瑣碎。被照顧者，不論男女，所受待遇

的分別都不大。

爸爸常說，男

兒志在四方；志在

四方，當以事業為

重，傳遞社會對男

子漢的期望。媽媽

卻少談四方，比較

喜歡把子女留在身

邊 ， 繼 續 受 媽 媽

照顧。

從性情的角度來

說，女性比較感性，

上次提及有關賭博勝算率

及隨機性的特質。其實隨著時

代的進步，賭博遊戲本身亦起

了變化，令本來已經很吸引的

賭博遊戲更加吸引。

電子化的影響

電腦科技一日千里，屏幕

畫面的影像栩栩如生，令玩家

置身於虛幻世界當中。加上光

線及聲音的襯托，令玩家樂

而忘返。研究發現，如果玩

家在有選擇的情況下，電子

化的賭博遊戲對玩家更加吸

引。以bingo為例，電子化的

starship  bingo相比傳統的

bingo容易讓玩家沉迷。

間斷強化效應

很多人希望找出可以令人

重複行為的時間表，研究發

現，間斷性強化能有效增加人

的重複行為。間斷性強化是指

選取理想行為中的一部分加以

強化，比如以老虎機為例，間

斷性強化是指玩家不知道何時

獎金會出現，亦不知道獎金有

多少，但玩家知道，

如果繼續玩下去，一

定有可能拿到獎金。

這種強化的方式會增

強玩家的興趣。

賭博遊戲的速度

遊戲的速度是指

玩家下注至公開結果的時間。

一般來說，彩票大約一星期公

開結果兩次，遊戲的速度大約

是兩或三日。而Keno的抽獎時

間很快，可能是每日或每十五

分鐘抽獎一次，雖然金額相差

大，但對玩家而言，玩Keno的

時候興奮得多。

不自覺地沉迷

賭博在現今社會非常普

遍，在卑詩省大約有73%的人

士曾經有賭博的經驗。而大部

分人開始賭博時都是抱著玩樂

的心態，視之為娛樂。但有時

候，賭博會慢慢地成為部分人

士的唯一娛樂，甚至連當事人

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受問題

賭博困擾的人，比較遲找專業

人員求助。故此，對於提供社

會免費專業資源，家人及朋友

扮演重要的角色。◇

重視感情的交流及表達，會留心別人的情緒，尤其

是子女的感受。作母親的，會較容納子女哭，願意

花多點時間聽他們傾訴，也比較體會他們的心情。

子女在母親面前，無須那麼介懷自己的性別角色。

偏偏男性就不喜歡流露感情，只愛表達意見，陳說

觀點，理性主導。

多年前，見過一名父親罵兒子哭是「流馬尿」

，可見在該父親心目中，哭是一件多麼羞恥的事，

也折射出該父親所成長的環境，對男性在行為表現

方面的要求。該爸爸也繼續擔當起父親的社會責

任，指導兒子身為男子漢應如何表現，以及必須壓

抑情感、控制情緒。所以越是傳統的父親，對子女

在社會、家庭的性別角色越執著。媽媽縱使是同樣

執著，但因其角色及性情因素，對子女的性別角色

的影響程度，還是不及父親。

讀者可致電中僑互助會輔導部查詢或留言。

電話：604-408-7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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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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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 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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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黃慧韻 ( Vivien Wong )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美國波士頓NEC
Conservatory 學士學位。曾追隨多位名師包括江樺女士及澳洲之寶

Margreta Elkins女士學習聲樂，對教授聲樂及合唱具豐富經驗。

◎教授內容： 國、粵語及歐西流行歌曲

◎費用：溫哥華：$87 / 13課 ；列治文：全期 $78 / 11課。每課$7

◎溫哥華：4月 2日至 6月 25日（逢星期四）

上午 10時至 12時
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990 West 59th Avenue, Vancouver

◎列治文：4月 10日至 6月 26日（逢星期五)
上午 10時至 12時
列治文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Canadian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5771 Granville Avenue, Richmond



Hayley 在香港

出生長大，受父母

影 響 ， 中 學 開 始

在基督教女青年會

(YWCA)做義工，

策畫兒童活動，組

織行山露營，一做

就是七年。也因著

這些經歷，Hayley志願成為社工，一年半前

來溫哥華讀社工文憑。藉著課堂上老師的介

紹，Hayley 認識了中僑，並於去年10月加入

中僑做「義工指引」的講者及義工協調組的

成員，目前更參與組織全新的「青年輔導計

畫」(Youth Mentorship Program)。比較以前的

義工，Hayley覺得在中僑做事更井井有條，亦

有更多機會去嘗試。Hayley 說做義工不會厭

倦，反而更有新鮮感和責任感。人在異地求

學，家在大洋彼岸，自己也變得更獨立。

在中僑做義工快半年，Hayley面臨一些挑

戰。有時因為對當地信息和資源不夠熟悉，

在輔導新移民融入社區時會不夠信心。有時

是交流，需要英語粵語國語的即時轉換。「

有一次我教粵語課，雖是母語，但發覺原來

教人是需要更多技巧和語言知識的。還有在

做義工指引時，有些義工更明白國語的解

釋，我有時就要三種語言都說一次，但有些

詞彙我當下也想不到國語的說法。」做義

工，是伸出援手的機會，亦是看社會的眼。

「我有一次作義工，去喜士定東那邊的社

區，看到不少人游來盪去，衣著襤褸，無家

可歸。當時也覺得有點怕，但更多是內心的

不安，是觸動。」那次讓她知道，原來溫哥

華這繁華地方，也有這樣的暗角，從此覺得

應該給這些弱勢群體更多的關注。Hayley說在

中僑當義工，讓她看到多元文化的好處，但

同時也讓她了解到不少社會問題，也因而希

望中僑的義工和服務能更多接觸華人以外的

不同社區。

義工故事，總是歷久彌新。回想義工的

經歷，Hayley有些心得。「我覺得義工很多時

不是去 help（幫助）別人，而是去support（支

持）。幫助有時是高姿態，

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想

到時就幫你一把。而支持是

平等的，是一種熱誠，是一

條與你同行的路。」◇

 與你同行    蕭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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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松鶴之友將於6月

21日父親節舉辦「陳國燊才

情Talk Sing 騷」。演出時

間是當日下午2時半，地點

在溫哥華猶太中心演藝廳 

(溫哥華西41街950號，近

Oak街)，門票 25元，收益全

數撥捐《中僑新天地》。

演 唱 會 除 了 由 陳 國 燊

(Sunny Chan)擔綱演出，暢談人

生經驗及獻唱多首港台流行曲、

經典粵曲及草原民歌之外，演唱會並誠邀得多位知名人士拔刀相

助，包括由「匯聲廣播華僑之聲」AM1320 著名節目主持人及司儀

區穎欣擔任司儀；中僑創會主席、《中僑新天地》名譽編輯顧問

葉吳美琪與陳國燊合唱流行曲；大溫哥華粵劇名旦江純德合唱名

曲《錦江詩侶》；著名作家阿濃也破天荒清唱兩首民歌助興。此

實為集文娛、慈善與交誼於一體

的盛會，毋庸錯過。 

陳國燊擔任《松鶴天地》總

編輯逾七年，2014年初退休後，

即義務出任《松鶴天地》(現改

名為《中僑新天地》)執行編

輯，每月繼續為該報採訪、撰稿

及排版。

陳國燊從事新聞工作30多

年，移民加拿大後，先後服務

超過20家華語新聞媒體，目前仍在「匯聲廣播華僑之聲」AM1320擔
任「平心而論」節目主持人及時事評論員。他認為《中僑新天地》或

前稱之《松鶴天地》是他最欣賞的其中一家媒體，因為該報不受政治、

商業因素影響，在財政資源長期短缺的情況下，秉持服務華裔僑胞的宗

旨，默默耕耘，30年來從不間斷堅持出版，且內容健康、豐富，為移居

海外的華人提供了珍貴的精神食糧。他在《松鶴》的多年工作中，體會

到義工無私奉獻精神，認為是一生受用。

陳國燊熱愛文學藝術，年輕時代適逢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

命，他曾是澳門多支文藝宣傳隊的主力。他能歌擅舞，常在大型

表演會中擔任獨唱、領誦及司儀。他曾經擔演現代粵劇《沙家濱》

主角指導員郭建光，也在音樂史詩《黃河頌》中擔任詩歌領誦。移

民加拿大後，由於忙於工作，陳國燊較少參加公開演出，但仍然喜

愛歌曲藝術，近年更酷愛粵曲，喜唱粵劇紅伶陳笑風、羅家寶的名

曲。2009年他曾追隨澳門票友到廣州參加首屆「粵韻展芳華」藝術

交流會，在廣州市文化公園中心劇場演唱羅家寶名曲《沈園題壁兩

斷腸》，演出獲得好評。

這次為了慶祝《松鶴天地》30週年及變身為《中僑新天地》，陳國

燊應邀演唱及清談，冀能以個人的才情，為月刊盡點棉力。

「陳國燊才情 Talk Sing 騷」門票現已公開發售。歡迎「松鶴之

友」會員、《中僑新天地》讀者、熱愛粵曲民歌人士及陳國燊電台節

目「平心而論」的忠實聽眾，踴躍購票或在演唱會場刊刊登祝賀廣

告。購票及刊登賀稿可聯絡中僑出版部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105室，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電郵：publications@success.bc.ca。◇

6.21 父親節

陳國燊

  為慶祝中僑「松鶴之友」成立 23 週年及促進新舊會員情誼，「松鶴之

友」將於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1時30分至2時假珠城海鮮酒家（1132 

Hastings St., Vancouver）舉行會慶聚餐。屆時除豐富午餐外，並有精彩

表演及大抽獎。餐費每位 20元，會員或非會員俱無任歡迎。購票請親臨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28 W. Pender St., Vancouver）105室，或致電604-408-

7274 內線1054查詢。◇

4月24日同歡日
松鶴之友週年會慶聚餐

羅徵遠牙醫
得獎作品慨贈中僑

恭喜羅徵遠(Dr. George Lo)牙科醫生勇奪

2015 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攝影比

賽公開組加國冠軍！得獎作品名為《鷹鬥》

（Fighting Bald Eagles，見左圖）。羅醫生並

慷慨捐出此最

新得獎攝影作

品予中僑基金

會及《中僑新

天地》作籌款之用。

據羅醫生說，此次比賽分職業組及公開組，在云云75,000幅公

開組參賽作品中，它這幀參賽作品初時被列入前50名，最後更成為

加國組冠軍。

2014年11月11日（國殤紀念日），羅醫生專門跑去菲沙河谷拍攝

白頭鷹，卻不料拍下此幀難得照片。憑藉天時、地利及個人技藝，羅

醫生利用 1/2,000  秒的快門攝下此一瞬，為他贏得此項殊榮！ ◇ 羅醫生與得獎作品

《鷹鬥》難得地捕捉到兩鷹相鬥的一瞬。天時地

利人和，缺一不可。

陳國燊能歌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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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會員 免費報稅服務  4月底結束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將於四月底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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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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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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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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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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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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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執委幹事團拜賀新春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於2月26日假座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110室，舉行羊年執委幹事新春團拜。主席葉承基席上祝福大

家身體健康，萬事

勝意。席上充滿歡

樂。聯會更特備生

果茶點招待。大家

在互祝元宵節快樂

氣氛中散會。◇

華埠乙未羊年春節大遊行

溫哥華華埠春節大遊行，共有80多

個遊行隊伍參加，創歷史新高。 中僑華

埠耆英服務聯會、三聯市耆英友社、中

僑會員及義工，超過50多名代表參與遊

行，行畢全程，精神可嘉。◇

婦女園地新春團拜聚餐
中僑婦女園地於2月27日假座列治文龍景軒餐廳

舉辦新春團拜聯歡午餐聚會。中僑家庭及社區服務

部經理馮國衛、婦女園地各執委及新舊會員均前來

慶賀，場面熱鬧。當天節目包括豐富午餐、集體遊

戲及幸運大抽獎等。

婦女園地每週五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會有

聚會及有關日常生活的粵語講座，歡迎婦女參加。

查詢請電604-408-7260中僑家庭及社區服務部。◇

總理與

加國領導人

挺
 《新天地》

 羊年新春團拜    乙未羊年大年初六，列治文中僑

耆英會舉行新春團拜。長者們穿著漂亮的中國節日服飾，互

相祝賀羊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喜氣洋洋。當天節目非常

精彩，有唱歌、猜謎語遊戲，更有豐富獎品。財神爺向每位

長者派發利是。大家還享用了一頓美味的豐富午餐，度過了

一個既愉快又開心的春節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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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陣子在溫哥華某公開場合上，

哈珀總理與黃陳小萍部長一起開心

拿著第一期《中僑新天地》，並祝

賀這份中僑月刊繼續服務社區，不

斷取得卓越成就。（圖片由總理辦

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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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

MAL Modern Records
現代音像

1033-8300 Capstan Way 
(Richmond  列治文) Tel: 604-276-2831 九折 (特價品除外)

NCIX.com
13720 Mayfield Place 
(Richmond  列治文) Tel: 604-288-8080

消費滿$20以上，指定的技
術服務可獲八折優惠  
(不包括GST/PST和 

環境保護費)

快運
The UPS store 

# 38
151-10090 152nd 
St. (Surrey 素里) Tel: 604-589-8150

九折 - 服務如下: 只適用於
素里及温哥華店

UPS運輸包裝（包括搬家）
郵箱的租賃（包括續約

The UPS store 
# 205

5525 West 
Boulevard 

(Vancouver 溫哥華)
Tel: 604-263-6245 同上

中僑互助會創會主席、

中僑贊助人及前溫市議員葉

吳美琪，榮獲卑詩省西門菲

沙大學（SFU）頒授名譽法學

博士學位，頒授學位典禮將

於6月12日舉行。

其實葉吳美琪不獨是中

僑創會主席，她也曾在西門

菲沙大學攻讀教育。

不久前她已獲總理頒

贈國旗，如今又將獲頒授博士學位，中僑與有榮

焉！◇

葉吳美琪
  獲頒西大榮譽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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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店：列治文                         7964 Alderbridge Way Richmond    Tel: 604-233-1896
列市公眾市場 一樓正中央8260 Westminster Hwy Tel: 604-244-0889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Burnaby    Tel: 604-433-0398

Since 1999 Youneed Enterprises Ltd

高 登 健 康 生 活 館
天天營業： 11:00am-6:30pm 手機： 778-895-8116 www.youneedmassager.com

各 種 老 年 人 毛 病， 請 來 高 登！

• 零重力倒立姿勢

保用五年

• 背部加溫熱敷

L軌，可按到
臀部和大腿

腳底穴位滾輪

有史以來
最便宜 ! !
CM-185

要
只$1,999

+稅，包送
(限五台，不二價)

秒殺價
肩部
熱敷墊

充電式揉背機

氣血循環機

揉捏枕

場效應按摩儀

溫灸按摩床

腳底穴位
按摩儀

$79起

$399

2011年3月，中僑護理服務協會通過加拿大評審會(Accreditation Canada)的嚴格

評核，獲得99.3總分。今年更獲得100總分！可謂屢創佳績，成績驕人！

評核由3月2日開始至4日上午結束，並於4日上午十一時於護理院內舉行簡報

會。護理服務協會轄下四個機構（李國賢護理安老院、錢梁秀容日間護理中心、

樂群苑及張安德樂福苑）在13個項目

中全部表現優異。13個項目其中包括

行政管理、藥物管理、長期護理服

務、安全及效率等等。

兩位審核員( Eric Hong與 Vija 
Mallia）經過整整逾兩天的審核，最

後一致同意，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為長

者提供安全及高質素的服務，成績超

卓。◇

對今次所獲得的成績，蔡梁潔明院長

說：「好滿意！」覺得這是「很大的光

榮及鼓舞，因這是全國性的評審」。在

495個規條(criteria)中，其中482個都達標

（其餘13項不適用）——即是說，每一

個規條都達致標準，比上次的評核結果

又上一層樓。但她也強調其實要達致這

樣理想的成績，需要付出許多。要讓住

客住得安全以及持續性提供優質服務改

進，絕非一朝一夕可至。

歡喜快樂以外，蔡院長亦有她的憂

慮。正如審核員指出，護理服務協會未

來要面對的挑戰也不少，例如「職位

繼承計畫」(Succession planning) 。護

理協會內的職員亦將面對日漸老齡化的

問題，如何達到成功的職位承接絕非易

事。此外，老年人口的轉型也非常值

得關注。因「九七」以後，來自港台的

移民漸少，反之，大陸移民卻一波續一

波，長者人口由以前說廣東話為主轉至

以普通話為主。這些來自中國的老人，

因成長、生活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要求

的護理服務自然也不一樣。另外，於嬰

兒潮出生的那一脫本地華人，他們同樣

已達退休之年，他們對長者服務需求同

樣殷切。但進入護理行業的人員卻明顯

不足，這跟本國對護理人員在英語方面

的高要求有關，讓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

移民卻步。蔡院長擔心，將來越來越少

中國移民加入護理行列，導致僧多粥

少，影響華人長者護理服務。◇

 加拿大評審會評核嚴謹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2015
 榮獲滿分

實至名歸
    蔡院長 先喜後憂

評審員Eric Hong 與Vija Mallia（前右二、前左二）於簡報會後與中僑行政總裁

周潘坤玲（前左一）、蔡梁潔明院長（前右一）、中僑主席白禮德（後左六）及

其他護理服務協會管理層人員合攝。

簡報會後切蛋糕慶祝 

評審員Eric Hong在簡報會上發言

喜獲滿分，中僑長者都豎拇指稱讚。

   趙坤發

蔡梁潔明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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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各區辦事處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林陳坤儀博士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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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菲沙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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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固蘭湖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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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移民安頓及商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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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本拿比新移民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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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本拿比-高貴林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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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三聯市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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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素里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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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列治文服務中心

220─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B.C. V6Y 3Z5
電話：604-279-7180

胡琳歌聲繞樑三日	 星輝夜3.28圓滿結束	    陳凱琳

中僑基金會2015年度首

個主要籌款活動「中僑星輝

夜」已於3月28日晚在Westin 
Bayshore酒店圓滿舉行。收益能

確保中僑互助會維持、提高和

設置迎合各大溫地區需要的社

會服務，包括耆英外展服務、

長者健康護理服務、青少年培

訓計畫、多元文化家

庭資源中心及支援式

生活房屋等。

中僑基金會主席

楊興琳表示：「基金

會每年主辦三項主要

籌款活動，包括中僑

星輝夜、百萬行及慈善高爾夫球賽，所籌集的款項，

都投放在各項中僑互助會重要的社會服務上，造福市

民。」

另外，「2015中僑星輝夜」籌委會共同主席趙德基、

黎志文、林廣場及王方綺倫致詞時指出：「中僑星輝夜

籌款得到滿意的成果，全賴各贊助商和善長們的長期支

持，特別是機票及慈善之星贊助加拿大航空和晚宴贊助

方君學先生十多年來均出錢出力，實在感激。」

每年「中僑星輝夜」都得到贊助商、善長及三級

政府代表的支持，今年約800名賓客中，包括聯邦長

者事務國務部長黃陳小萍、卑詩省省長簡蕙芝等。

在籌款晚宴進行時，基金會也安排現場和無聲

拍賣。拍賣品包括藝術作品、珠寶手飾、紅酒禮

盒、各式禮券等近二百項，均展列在會場大廳内。

無聲拍賣展覽贊助Lugaro Jewellers更慷慨地捐出價

值$14,000名貴勞力士Datejust腕錶，作特別籌款獎

券的大獎。賓客們細挑心頭好，滿載而歸。

與此同時，基金會亦表彰慈善獎券銷售最高

的三間財務機構和社區團體。獲得「慈善獎券銷

售最高財務機構」分別是：第一名為連續六年得到冠軍

殊榮的加拿大豐業銀行，第二名為加拿大滙豐銀行，第

三名為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慈善獎券銷售最高」團

體組別方面，第一名是怡富地產，第二名是中僑華埠耆

英服務聯會。怡

富地產已是第八

年獲得第一名。

「慈善獎券銷售

最高」個人冠軍

是已是第五次奪

得第一名的M K 
Lam先生。

中僑慈善獎

券得獎號碼已於

當晚揭曉，並於

3月30日張貼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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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過後，專程從香港來為「中僑星輝夜」助陣

的「爵士、騷靈和R&B小天后」胡琳(Bianca)亦發揮渾

身解數，為星輝夜演出籌款，並獻唱多首中、英文名

曲。Bianca優美的歌聲内，在現場樂隊Bill Sample Band 
的襯托下，令貴賓聽得如痴如醉。

此外，聯邦政府為慶祝加拿大國旗50週年紀念，

於全國選出了50位曾為加拿大作出重大貢獻的加國公

民，他們將獲頒發一面曾在渥京國會山飄揚的加拿大

國旗。當晚有兩位獲得榮譽的人士出席，其中一位是

中僑互助會創會主席暨中僑贊助人葉吳美琪女士。晚

宴上，聯邦上議院議員Yonah Martin及溫哥華南區國會

議員楊蕭惠儀，代表加拿大總理哈珀頒贈這極具代表

性的紀念品給葉吳美琪，表揚她四十多年來為移民適

應服務的努力和成果。另一位獲得表揚的人士是加拿

大華裔軍事博物館創辦人及陸軍上校Howe Lee。◇

四月�MARCH�2015

機票及慈善之星獎項贊助                加拿大航空

晚宴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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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Road Auto Group

無聲拍賣展覽館贊助        Lugaro Jewellers

主要贊助           倫敦理財、KAP Manageme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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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waterhouseC-

o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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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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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berg Lawyers 

LL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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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商報、世界日報、溫哥華週

報、環球華報、環球華網、潮文傳媒集團、

加西網、中僑新天地

中僑基金會特別感謝以下「中僑星輝夜」贊助單位：

胡琳（中）接受三級政府感謝狀，

並與籌委會共同主席趙德基（左

起）、林廣場、王方綺倫及黎志文

合照留念。

胡琳的歌聲與樣子同樣甜美

星輝夜演唱嘉賓胡琳（中）與中僑各級負責人及嘉賓在

記者招待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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