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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topia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3月4日

Justin Bieber演唱會

� 朱咪咪 又黎玩嘢演唱會

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3月25日

加拿大小天王 J u s t i n  B i e b e r即將

來到溫哥華演唱，現年22歲的 Jus t in 
Bieber，16歲時已成名，他從小自學了鋼琴、鼓、結他

和小號，並非常熱愛唱歌。母親為了讓家人和朋友看賈

斯汀的表演，在YouTube上傳了他翻唱許多R&B歌曲的

視頻。So So Def 唱片的前營銷主管布勞恩，偶然間點

擊到了Bieber 2007年的一個短片，被這短片吸引住了。

不久Bieber與布勞恩建立的合資企業簽約。 

Justin Bieber單曲Baby於2010年1月發佈，在全世

界引發轟動，在YouTube 點擊率達12億6千2百78萬，去

年他有17首歌入了美國

Billboard流行榜，打破

了英國樂隊 B e a t l e s的
紀錄!◇ （圖片提供: 

Ticketmaster.ca)
這部動畫片

的故事講述在一

個名叫Zootopia
的平靜城市裡，

有 很 多 動 物 聚

居，兔子 Judy 
Hopps (Ginnifer 
Woodwin 配音�)來到這裡當警察，為了查

案，只有和狐狸� Nick Wilde (Jason Bateman配
音�)合作。�(圖片：Copyright 2016 Disney. All 
Rights Reserved�.�)

朱咪咪所到之處，

無論是記者會、簽

名會或總決賽，都

會掀起轟動。她以

靚聲和細膩唱功所

演繹的眾多經典歌

曲令人難忘，而她

一說話，即令人捧

腹大笑。溫哥華的粉絲們對她獨步樂壇的演

出總是回味無窮。朱咪咪加入娛樂圈�3�5年，

以扮演惹笑角色廣為觀眾喜愛。咪咪出身自

酒廊，之後多次踏上紅館舞台，高人氣絕不

輸時下當紅歌手。今年二月，她三度在紅館

開個人演唱會，賣個滿堂紅，好評如潮。人

氣長旺的朱咪咪，於無線電視劇《老表，你

好hea！》飾演齊秋水一角，帶動全城熱話。

此次，朱咪咪�2�0�1�6溫哥華演唱會《又黎玩

嘢》中，將精挑細選多首風格各異的經典好

歌，包括小調、粵曲、中西流行金曲等。她

的深厚唱功，加上強勁的搞笑功夫及鬼馬的

語言藝術，相信能讓演唱會絕無冷場，精彩

不斷。◇

� � � 潘煒強

在香港電視劇「真情」中飾演高校長的影

視紅星林小湛，聯同前溫哥華市議員黎拔佳，

以及曾獲獎的演員Brian J. Sutton 一� 起，在溫哥

華Culture Lab演出粵語話劇Ga Ting�(家庭�)。這

話劇的故事圍繞一對華裔夫婦，兩人在兒子

Kevin的喪禮後，邀請兒子的歐裔男朋友共進

晚餐，引起文化衝突。◇

舞台劇 Ga Ting (家庭)
日期: 3月8日至19日

地點：Vancity Culture Lab
            1895 Venables Street, Vancouver
售票處：The Cultch Box Offi ce 
售票網頁: tickets.thecultch.com
購票查詢：604-251-1363
網頁: ht tp : / / thecul tch .com/events /
ga-ting-family/      

這是第一部以

Batman�(蝙蝠俠 �)

和Superman�(超人�)

為雙主角的電影，

由上一部超人電影� 

Man of Steel的美國

導演Zack Snyder 執
導。本片卡土強勁，繼續由英國型男Henry 
Cavill演超人，但蝙蝠俠則首次由美國紅星

Ben Affl eck飾演，曾在The Social Network
演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的Jesse 
Eisenberg在片中嘗試演反派，是超人的敵

人Lex Luthor。� �(圖片：Courtesy of Warner 
Bros. Pictures/TM & Copyright DC Comics�)

日期：3月18日及19日晚上8時

地點：River Rock Show The                   
atre(列治文河石劇院 ) 8811          
River Road, Richmond
購票熱線：778-889-7713
售票：River Rock Casino Re-
sort 河石度假酒店大堂或

Ticketmaster.c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閒來執拾房間，在堆積如山的雜物

中，找到《水月》� 的小冊子。

世界級當代舞蹈團「雲門舞集」應

溫哥華� �2�0�1�0� 奧委會邀請，於冬奧藝術

節中演出《水月》�(�M�o�o�n� �W�a�t�e�r�)。當天

的演出感動了我，也震撼我的心，令我

一再反思何謂� 「藝術作品的永恆性」。

被譽為永恆的藝術作品須符合至少

四點藝術評論要求：

第一、創作者在作品背後一定要有一

個深層次的中心思想。《水月》是「雲

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1�9�9�8年的作品，

靈感取自佛偈「鏡花水月皆成空」，而

舞蹈動作則根據熊衛先生所創「太極導

引」的原理加以發揮。作品展示人生如

夢、既真亦假、似實似虛的思想狀態，

點出人生本身就是一個嚴肅而深層次的

問題，就如柏拉圖看生死：「生」� 我

們從何而來？「死」──死後又往哪裡

去？

第二、作品的時期代表性。「雲門

舞集」能成為世界上現代舞團之經典，

不只限於他們有出色的作品，或是有頂

級的舞者，而是「雲門」成功地為這個

世紀創作了一個超越中西文化的舞蹈運

動，就是將中國傳統的舞蹈和思想意念

成功融合在源自美國�2�0世紀初的現代舞

中。單是「雲門」兩字就表明作品的時

代性。「雲門」出自《呂氏春秋》，而

「雲門」是中國最古老的舞蹈，盛行於

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以「雲門」作為

現代舞團的名稱，含意顯而易見，難

怪「雲門」在中西社會中都能成為經

典，備受尊崇，因為它已打破文化、

種族、語言、舞蹈類別等的限制，將

高級藝術轉化為「普及化」藝術。

第三、於同類藝術中展示高超技

巧。現代舞著重舞者自我思想、音樂、

環境、共舞者之內心交流等，與講究純

技巧的芭蕾舞截然不同，這也是現代

舞由芭蕾舞演變出來的主要原因。「雲

門」的舞者講求內心表現，他們的身體

巳成為思想語言，令觀眾與台上舞者同

步思考、呼吸。�I�n�d�u�l�g�e�n�c�e�(沉溺或非

常投入�)也是舞者所追求的藝術蛻變之

一。�M�a�r�i�a�n� �H�o�r�o�s�k�o在《�M�a�r�t�h�a� �G�r�a�-

�h�a�m�:� �T�h�e� �E�v�o�l�u�t�i�o�n� �o�f� �H�e�r� �D�a�n�c�e� �T�h�e�-

�o�r�y》一書講到� �M�a�r�t�h�a� �G�r�a�h�a�m� �(美國現

代舞之母�)對現代舞的看法，就是要全情

投入� �(�i�n�d�u�l�g�e� �i�n�)� 於舞蹈當中。在「雲

門」你會看到舞者重複不斷地做同一個

動作，而且極之緩慢，目的就是要通過

這種形式達致� �i�n�d�u�l�g�e� �i�n內心的沉溺，

從而達到「人舞合一」的境界。

最後是作品的啟發性。「水月」一

開始時是空台一個，在地上只有如毛筆

般的隨筆白線，沒有音樂、沒有佈景、

沒有道具、沒有人、沒有事、沒有物、

沒有時間，只有一個空間，其喻意是人

世本來無一物。一位舞者開始，第二位

舞者接著、如此類推，就如人類細胞分

裂一樣，過程中用了太極化的現代舞動

展現出人生狀態：喜、怨、哀、樂，探

問人生的生存意義，我們生存是否實質

存在的呢？就如水月鏡花，其中一場舞

者在水中舞動，天幕成為鏡子，於是同

一空間出現三個光景──地上的、鏡中

的、水中的舞者，身份突然變得無法確

定，似幻似真、誰虛誰實，這或許就是

水月鏡花。

永恆的藝術作品能引發我們思考，

啟發我們進一步去探索人生，擴闊我們

的思想空間，產生無限的可能性。如

此，這藝術作品才具宇宙性，放諸四

海，還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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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3月11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Rogers Arena
            800 Griffi ths Way, Vancouver 
購票：Ticketmast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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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向上述《中僑新天地》讀者致萬二分謝意。本刊歡迎各界捐款，以資

助每月之出版費用。款額超過二十元者可獲發慈善收據作報稅之用。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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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Valerie Yip
100元：黃漢華、Angela Lo、Katherine Hui、Ellen Yip
  50元：金莉莉     20元：Linda Mah

鳴謝《新天地》讀者捐助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黄高宏基、梁潔卿、梁靜遠、曾琬茹、李楊小瓊、Helen Wong

歡迎加入「松鶴之友」，以會費贊助《中僑新天地》的出版經費。參加者請填

妥入會表格，寄至本報收，或致電604-408-7269查詢。◇

松鶴之友 新會員名冊
四星會員（贊助會費100元）

李凱雄

松鶴之友會員大會

４月１４日舉行

《中僑新天地》請您提意見

為支持《中僑新天地》（前
稱《松鶴天地》）月刊之出版，
「松鶴之友」會於1992年成立，
以聯絡讀者，彼此交流，並協助
月刊籌募經費。該會將於4月14
日（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舉行
週年會員大會。會上除了會回顧
「松鶴之友」上年度的工作，展
望新一年的發展計畫外，並會選
出「松鶴之友」2016 — 2018年度
執行委員會成員。

根據「松鶴之友」會章規
定，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少七名，
最多15名，每屆任期兩年，推行

會務。
「松鶴之友」執行委員會期

盼有多些新人參與，有興趣者須
於週年大會前一個月（即3月14
日）成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
會員，即可參與選舉。入會及提
名表格可於中僑出版部（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105室）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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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松鶴天地》適值30週年報慶；為與時並進，同年2月改名

為《中僑新天地》。除了名字改變與版面設計帶出新面貌外，月刊亦增

添了不少新內容。雖然讀者普遍對改動持正面態度，但值此「變革」已滿

一週年之際，《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希望聆聽更多意見，以便繼續改

進、修訂未來計畫及方針，以切合廣大讀者需要。

請填妥以下調查問卷，並於2016年4月30日前寄回或傳真給我們。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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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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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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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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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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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喜歡以下哪類題材（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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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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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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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專題     1 □      2 □       3 □  

大溫行     1 □      2 □       3 □   

新 趣     1 □      2 □       3 □   

新 風     1 □      2 □       3 □   

月讀溫故     1 □      2 □       3 □    

文 藝     1 □      2 □       3 □    

新松     1 □      2 □       3 □    

新地      1 □      2 □       3 □  

與您共鳴     1 □     2 □       3 □   

心扉      1 □      2 □       3 □   

語文樂園      1 □      2 □       3 □  

生活情趣      1 □      2 □       3 □    

飲食廣場      1 □      2 □       3 □    

旅遊記聞      1 □      2 □       3 □    

歌影劇場     1 □      2 □       3 □   

松鶴之友    1 □      2 □       3 □   

幼吾幼     1 □      2 □       3 □   

新園     1 □      2 □       3 □    

新篇     1 □      2 □       3 □   

活出健康     1 □      2 □       3 □   

健而康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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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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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意見：       

ˍˍˍˍˍˍˍ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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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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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居地︰  □ 中國  □ 香港  □ 台灣  □ 其他           

           問卷調查 Rea��r���� S�����☑

醫學漫談    1 □      2 □       3 □   

醫學新知    1 □      2 □       3 □   

樂土新芽     1 □      2 □       3 □  

今日新資     1 □      2 □       3 □   

中僑通訊     1 □      2 □       3 □   



� � � 圖：小太陽畫室

� � � � � � 文：阿蘇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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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張麗娜

2016年3月

義賣特價 每本$15 
收益撥捐中僑互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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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中僑出版部 604-408-7269

鑼鼓響
炮仗放
舞龍舞獅
人強馬壯

恭喜你
學業進步
恭喜你
身體健康

春節一過
春天的腳步近了
草地更綠
花兒次第開放

新的一年
你有甚麼新希望

心細如貓咪

有一天，我去參加國際畫廊主辦的一個畫展開幕

儀式，席間坐著一個小姑娘叫Jaclyn，她是爸媽領著
她去看畫展的。透過畫廊女主人的介紹，原來她還是

個小天才畫家呢！她從小就喜歡塗鴉，經常將自己天

馬行空的想法用畫筆記錄下來，父母將這些作品一一

收集起來，交給阿濃老師看。阿濃老師讚不絶口，並

依據圖畫，寫成許多篇動人的小故事，合作出版了一

本圖文並茂的書叫《童話家VS童畫家》。
Jaclyn的父母得知我教授中國水墨畫，當日就決定

送她到我這兒學習，因為她之前曾學習過水墨畫和毛筆

字，所以很快就得心應手，當然不需要我「連哄帶騙」

的像要求六至八歲的小朋友們「請你乖乖坐好！」。

每次見到Jaclyn，她的兩隻小手，總是往上提至
胸前，彎曲著十隻小手指，像貓爪子般，原來她家裡

曾經養過小貓，她從小就和貓咪一起長大，不知不覺

已將自己物化成貓咪了。說話也輕聲細語，用毛筆也

輕柔細心，有時不敢放開膽子去畫，深怕會畫錯或是

畫壞了。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怕！」而我都會

不厭其煩的鼓勵她，甚至於強迫她，我會一邊加強她

的自信心，一邊鍛煉她的膽子。我說：「Jaclyn啊！
你有貓咪的靈敏和機靈，你一定要充分的利用這個優

點去駕馭毛筆，萬一作品畫壞了或是畫得不好，頂多

是一張宣紙作廢，擔心甚麼呢？怕甚麼呢？」

慢慢地，她的膽子也大了，總是喜歡畫些動物，

挑戰一些難的題材，諸如貓、豹子、老虎等等，這些

動物不像花鳥般那麼容易上手，幸好她挺有耐心的，

都能在兩三堂課後就完成。動物的比例較難抓得精

準，還真不容易啊！很多名畫家從小就喜歡畫畫，而

且持之以恆，有始有終，長大後自然能成為一個專業

畫家。但也有一些從小學畫畫的小朋友，父母只是希

望培養他們對藝術的喜好，增加一門課外學習而已。

不知Jaclyn會是屬於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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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印象                                                                          

Adrian Siu  6歲

Stanhen Leung  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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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想走 羅仁基

父親去世兩年多了，可有些情節就

像發生在昨天；雖然這些情節和附帶的

感情在這一年當中多次試圖佔據我的心

頭，可我卻有意回避，分散注意，不願

碰它。然而最近，看到一篇年輕人厭世

輕生的報道，不由聯想起父親臨終前的

點點滴滴。

翻看家裡�1�9�5�0年的相冊，照片上那個

頭髮黑亮、眉目清秀、身穿白大褂、手

握聽診器的年輕人很難和父親暮年躺在

床上的形象聯繫在一起。

由此我想，時間真是一位雕刻大

師，可以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而且，人終有一老，都要經歷時間的打

磨。

對於父母，從感情上講，兒女都希望

他們來日方長，天長地久。所以父親過

完�9�0歲生日以後，我對他的健康還充滿

信心。

父親雖然是一位醫生，可醫生卻治不

了自己的病。他從中年起，就患上類風

濕關節炎，後來又得了糖尿病，大半生

飽受病痛折磨。所以晚年，父親住院出

院，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從沒

有想到哪一天去醫院是最後一次。

父親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裡，意識

還是比較清楚的。我每次看他，他還能

一眼看出我的胖瘦和精神狀態。即使最

後一周，他下肢失控，大便失禁，他還

讓兄長把背包帶套在柱子上，用雙手拽

著，鍛練著讓自己站立起來。

人上了年紀，精氣神兒就差了。所以

到醫院剛打點滴，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就

睡著了。我看著父親安詳的樣子，還跟

他開玩笑，用指尖碰碰他曾經握過手術

刀的手，讓他睡得不要太久。

�9�0歲以上的老人，沒有緊急致命的

急病，醫院是不願意收留的。當然，父

親也不愛住，願意回家。因為他眷戀他

的小屋，眷戀他看不夠的電視節目。有

時，他為了看電視，廢寢忘食；而且一

看電視，似乎比吃止疼藥還管用，關節

痛、氣短氣喘都不明顯了。

父親與其說是一個不錯的外科醫生，

不如說是一位忠實的地理歷史愛好者。

因為他的愛好比他的職業長得多。然

而，由於腳病的束縛，使他不能像正常

人一樣到處採風，外出旅遊，只能通過

電視銀屏滿足他的愛好。於是，久而久

之，他對電視的依賴遠遠大於常人。

然而，歲數不饒人，人的精氣神兒也

是有限的。父親在最後的一周裡，還看

電視，可看一會就瞌睡了；醒了，再接

著看。一次，家人趁他睡著了，把電視

關了；可他聽不到聲音，睡一小會兒就

醒了，而且還做了噩夢。只見他醒來，

努力睜開眼，揮動著雙手，試圖馬上把

夢魘趕走。

父親在臨終前的幾天裡，食慾不減，

和正常人一樣，還清楚誰會買東西，誰

可以給他買好吃的。當他點的小吃，家

人買來，送到他嘴裡的時候，他還像孩

子一樣呵呵地笑了，而且笑得很憨很

甜……

所以，現在我想，父親當時不想走，

沒意識要走，根本不想離開這個他眷戀

的世界。同時，我也不理解那些年紀輕

輕、厭世乃至輕生的年輕人是怎麼想

的，有甚麼艱難，有甚麼痛苦，可以大

過對生命的渴望呢？◇

雨後中央公園 楊樂常

到本拿比午膳後，意猶未盡，未想回

家，眼見天剛放晴，於是便到附近的中

央公園散步，欣賞雨後初晴的景色。

也許曾經下雨，所以雖是假期，

停車場上車子不多。我們泊好車後，

便沿著小徑進入公園，路仍是濕漉漉

的，雖然部分是泥路，不過勝在沙

多，並不難走。

公園內的兩個小湖是水禽的棲息地，

平日看著野鴨、雁在湖上嬉戲已是賞心

樂事，而這天湖面經大雨洗滌之後，更

添一份清新氣息。看著靜謐的水潭上映

照著天光樹影，出塵的感覺油然而生，

人，彷彿也添上一份靈氣。幾隻野鴨悠

然自得，滿神氣的分別站在湖中的兩條

浮木上，似為能在水中「泛舟」，感到

驕傲。

突然一隻黑色的大水鳥映入眼簾，

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隻魚鷹，實在教

我喜出望外。牠靜靜的站在湖邊，凝視

著水中動態。我連忙掏出手機，悄悄的

走過去，希望能夠拍到牠捕魚的一剎。

豈料一隻野鴨竟朝我走來，像要趕人似

的，我未及反應，魚鷹已警覺地飛到湖

的對岸了。

中央公園內古木參天，透著恢宏氣

勢，人在林中，也不自覺地謙卑起來。

大雨過後，晶瑩的水滴在葉間閃動，讓

寧靜深邃的樹林瀰漫著一份純淨、聖潔

的光芒。

突然一隻黑松鼠走到我的跟前來，牠

停下腳步，抬頭望我，有所等待。我張

開空空的兩手，牠便即時掉頭離去。可

是走不了兩步，另一隻褐色的又在我眼

前出現，並可憐兮兮的望著我，眼神彷

彿在說：「可有吃的？我好餓啊！」◇

捕鼠記 陳孟玲

這個星期，我家車房內來了一位不

速之客，牠就是令我們聞之而毛骨悚然

的老鼠。有一天，兒子對我們說：「我

好像感覺到車房內有隻老鼠，我估計牠

已在這裡住了幾天，因為我發覺牠已在

我們兩部車的車頭內，築起了牠的『安

樂窩』，牠把我用來抹車的紙張，鋪在

一個令牠感到最舒適的角落。雖然我未

見到牠，但應該只有老鼠的身型，才可

走進去的。」我們聽了之後，每一次出

入車房，都必須立即關門，唯恐一不小

心，讓牠進了屋內，麻煩就更加大了。

為了以策萬全，捕鼠行動隨即展

開。這艱巨的工作，自然是落在我家

唯一的男丁－－兒子身上。首先，他買

了兩塊膠貼回來，分別放在車房較陰暗

的角落裡，只要老鼠不小心走在上面，

便一定會中招的。第二天早上，當兒子

出車房查看的時候，發覺其中一塊竟然

不翼而飛，顯然牠是未有上當。到了當

天的中午，我正想駕車外出，竟給我看

見了牠。當時，牠正在電閘的路軌上行

走，我立刻回轉屋內告訴兒子。目標既

已確定，捕捉行動自是刻不容緩。

就在當天的下午，兒子出外買了幾隻

老鼠夾回來，放在車房的四周，這一次應

該是萬無一失了吧！翌日早上，兒子又

出車房查看，發覺老鼠夾上的食物已有

被挪動過的跡象，但老鼠卻仍未上釣！當

時，我們齊聲說：「這隻老鼠，好犀利

啊！」那時，兒子還幽默地回答：「老鼠

也分多種，也許這一隻是屬於身經百戰、

見慣風浪的江湖中鼠哩！」他的說話，引

得我們哈哈大笑。

第三天，帶著捉不到牠誓不罷休的心

情，兒子再接再厲地出外搜購其他捕鼠

器具。這次，他買了一具電子滅鼠器回

來，它只像一個普通的黑色盒子，外形

完全沒有牠避忌之處，盒子內放著香噴

噴的食物，只要牠一踏進去，便會立刻

落網，永不超生。這種電子滅鼠器，對

我們來說，算是陌生，尤其是我兩個孫

女，特別對它有興趣，於是便一直跟著

爸爸往車房去，那時候，我對她們說：

「到了車房後，便不要再提及有關捉老

鼠的事了，因為曾有些對滅鼠有經驗的

人說過：老鼠是非常靈巧的，只要牠聽

到你的說話，牠便永不中計的了。」當

時，兒子還這樣回答說：「不要緊，牠

們是屬於西方老鼠，不會聽中文的，只

要你們只講中文，不講英文，便沒有問

題了。」豈料細孫女聽後，這樣答道：

「只要牠有上中文班，牠就會識聽中文

啦！」她那聰敏和天真的回應，引來一

陣陣我們對她欣賞的笑聲……。

第四天的早上，當我打開車門，正準

備駕車外出，忽然被我腳下一堆會動的物

體嚇倒，原來就是這隻老鼠，牠已被我們

最早放在車房內的「唯一」膠貼黏著了，

動彈不得……至於牠最終的命運是如何，

相信無需我再多講吧！

這一場捕鼠行動的過程，充滿刺激和

鬥智，不過，最開心的就是它可以在我們

的歡聲笑語中結束。◇

濟濟一堂吃早點
開始快樂的一天
參加耆英同樂日
恐後爭先

二人三足齊步上
肩並肩
爭奪錦標
盛況空前

束緊腰帶
盪鞦韆
不畏高時
瀟洒自然

兒孫齊鼓掌
歡樂平添

                          同樂日                                   艾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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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包德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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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飯的前奏
「年菜已快擺上桌了，別急著吃年夜

飯。」我這個大家長叫著：「我們先來個

和式開會，大家都坐地板上，四個家庭靠

緊一點。」心想真是有緣人才坐這裡。今

天我以老營長的姿態和營部精神喊話：「

這一餐和平常吃飯不一樣，只有今天才叫

年夜飯。為甚麼路上會塞車？就因為這是

一個大節日，大家要趕回家吃年夜飯。隨

便吃喝玩樂，太對不起年。年，大方的給

了我們�3�6�5天，我們只是吃年夜飯時回饋

一點點時間，表示敬意！現在大家安靜，

等大家長說完後再吃這餐難得的羊年最後

一餐，安靜幾分鐘而已！沒有一點儀式謝

年，吵雜的吃這餐飯那有甚麼意義？只要

我有一口氣都要認真的過年，表示對年的

尊重。很多家庭除了吃年夜飯，還要先祭

祖，規矩很多，就是叫人們不要忘本。我

家酒櫃有我們父母的照片，小燈常亮著，

好漂亮。但沒有燒香。祖先只要看我們快

樂幸福認真過生活，就會保佑我們。

以後我們也會成為袓先，你們對我們也

要一樣，做好事就好，不要讓我們生氣就

好。我們這一生，只是建立了一個家，感

謝有你們的加入，才有今天的局面！今天

也向你們和孩子們說聲感恩，謝謝！」

老營長繼續說：「今年的年夜飯很特

別，很久很久沒有在家裡吃年夜飯了，因

為實在很麻煩，要做這麼多菜。幾年來因

為怕麻煩，都到餐廳訂桌，還訂不到。年

年都罵餐廳的菜太馬虎，又貴又不好吃。

今年真是破天荒，小蘇從香港帶來一個菲

傭『魯達』，我家也來了一個印傭叫

『嗡』，兩個女傭一起做菜，當然由爸

爸和你們當指揮！這桌菜，貨真價實，本

錢就很貴。爺爺是總師傅，他最辛苦，早

就在經營年菜了。不過，也是他的興趣。

買菜就跑了幾十趟，出錢、出力兼活動身

體。他能忙，也是好事，就怕買太多，太

累，大家愛吃，他就很高興！」

我喝了口茶又說，這一餐是告別羊年

的最後晚餐，又叫年夜飯，為了明年更

好景，首先要養成好習慣。現在花幾分

鐘，父母們做榜樣帶頭管好自己的孩子，

長幼有序，婆婆講的都是好話，千金難買

到。請大家都再靠近一點，現在請大家都

認真的閉上眼睛。父母要做好榜樣，每

家手牽手，我們要做一個一年一度的禱

告。信教的人，都在教堂一起禱告，比較

有能量。現在父母和孩子們都確定閉上眼

睛了。態度要認真，不要看別人，心誠則

靈，禱告是有能量的。現在我請最小的元

元幫婆婆當糾察，元元可以睜開眼，察看

誰沒閉上眼，悄悄記下名字，沒閉上眼或

亂動的罰一千元！很安靜了。再請大女兒

小蘇，睜開眼，跟我大聲唸一遍今天我們

家年夜飯前的禱告，越大聲越有能量。我

唸一句，小蘇的聲音好聽，你跟著我唸一

句，好像做翻譯一樣！大家跟著默唸，不

要出聲：禱告要嚴肅，否則會起反效果！� � � � � � � � � � � � � 

第一句：感謝所有出錢出力買菜做飯

的人，感謝最老的爺爺，每年都是總指

揮！我們心存感恩，喜歡這餐不一樣的每

一道菜。並且把心靈的垃圾趕快丟棄，才

可容納更多養分和好滋味。

第二句：感謝所有成員們，珍惜親

情，一家三代都能回台北的大家庭，分享

這餐最圓滿最豐盛的年夜飯。歡迎三位女

婿回家，把女兒家當自己家過年。共聚一

堂，非常難得！� � � � � � � � � � � � � 

第三句：感謝地球大自然，供應我們

這麼豐富的資源，讓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讀書和工作！明天是新一年的開始，一定

要做到有計畫、有收穫的一年！

第四句：感謝我們的身體，健康協調

地運作。我們要愛護身體，保持健康，不

讓父母擔心！

第五句：這餐豐富的年夜飯，是要

給每一個知足感恩的家人享用！大家要

面帶笑容去享用。今晚我們告別羊年，

迎接新的一年，都能回來，是所有兒孫

的福氣！婆婆爺爺也因擁有你們而感到

有福，謝謝你們圍繞著我們，使我們感

到此生圓滿！

第六句：感謝年，提醒我們又大了一

歲，謝謝父母養育之恩，也謝謝爺爺婆

婆，沒有你們一輩子的辛苦，就沒有今天

的我們！

最後一句：今晚我們誠心的許願，我

們有把握，把�2�0�1�6年過得更好！

禱告完畢，大家睜開眼，聽清楚的人

舉手，等下要考試，考不出的沒紅包。

等一下就開始吃年夜飯了，按長幼有

序坐下，爺爺婆婆先坐，女婿是客都坐椅

子，小孩由媽媽夾菜，隨便坐客廳沙發或

地板，不要把食物掉在地上或沙發上！

吃完飯後，就開始開會，婆婆還要講

很多話，雖然喉嚨不好，能出聲就不錯

了，反正今晚守歲，可以晚睡。能聽到婆

婆的話，是你們的福氣，要注意聽啊！最

後表演節目的時候，每人都要用心好好的

表演。一年一次，除了喜喜編的團體舞，

最好也有個人表演發揮的時間，團體舞很

精彩，就壓軸表演，不會的可以跟著跳，

不要搗亂就好，氣氛要輕鬆愉快，相信大

家都是最好的小孩！� � � � � 

好！已宣布了過年程序，也禱告完

畢，散會了，現在準備去吃精彩的年夜

飯了。◇

李包德慈女士曾在本刊發表不少文章，並結集為《盡我一生心》和《生

命的告白》。最近她將出版她的第五本書，在台北慶祝她們伉儷的壽誕。

本期發表其中一篇，讓大家先覩為快。

今年破天荒

年夜飯的禱告

編者按

� � � � � � 中僑社區培訓中心�3�-�4月份課程

公民入籍考試通過班

洞悉考試精要� �/� 最新版試題練習� �/� 面試問答技巧培訓

日期：�3月�2日� 至� �4月�1�1日� �(每週一&三�)

日期：�4月�1�3日� 至� �5月�2�5日� �(每週一&三�)

時間：下午�1�:�3�0� �-� �3�:�0�0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中班(1) 

Intermediate English Conversation 1
教導中級英語程度的學生掌握日常生活對話技巧，並提升英語能力。

日期：�3月�8日� 至� �4月�2�8日� �(每週二&四�)

時間：上午�1�1�:�0�0� �-� 中午�1�2�:�3�0

地點︰�2�5�0�-�8�1�9�1�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查詢︰�6�0�4�-�6�3�8�-�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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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舖
電話：604-233-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 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阿滋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種漸進的腦衰退疾病。

病徵包括失憶、處理日常事務感到困難、情緒及行為上的突然改變

等。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病徵是正常老化的現象，其實不然。如果發

現自己有其中幾項病徵，或者在能力或行為上出現改變，應盡快求

醫。

阿滋海默氏症十大病徵

加拿大阿滋海默氏症協會（Alzheimer Society of Canada）是一個全國性非牟

利機構，致力為患有阿滋海默氏症和其他腦衰退疾病的人士服務，並資助研究病

因及治療方法。該會在全國�1�5�0多個社區提供多元化的資料及支援服務。要獲得更

多資訊，請與就近的阿滋海默氏症協會聯絡。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Alzhei-
mer Society of  B.C.）地址：�3�0�0�-�8�2�8� West 8th Ave., Vancouver, B.C. V5Z 1E2；電

話：�6�0�4�-�6�8�1�-�6�5�3�0、�6�0�4�-�6�8�7�-�8�2�9�9（華

語）或�1�-�8�0�0�-�6�6�7�-�3�7�4�2（免費長途）；

電郵：info@alzheimerbc.org；
網站：www.alzheimerbc.org。 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

以上資料節錄自加拿大阿滋海默氏症協會出版的

《Alzheimer’s Disease - 10 Warning Signs》單張。

有些病徵可能是由其他病因引起：如抑鬱、藥物反應或感染。如果經診斷患上

阿滋海默氏症，早日診斷能幫助您獲得正確的治療、資訊和支援，您就近的本地阿

滋海默氏症協會能夠幫助您。

為幫助您了解這些徵狀，阿滋海默氏症協會為您編寫了以下的阿滋海默氏症十

大病癥。

�1�.� 失憶影響日常生活
人人都會偶然忘記一個預定的約會、一個同事的名字或朋友

的電話號碼，過後才會記起，但患有阿滋海默氏症的人會更加經

常忘記事情，或是近期所發生的事亦不會記得。

�2�.� 難以處理日常事務
生活忙碌的人可能間中會分心，忘記準備

部分菜餚，及至其後才記起。患有阿滋海默氏

症的人卻難以進行他們終身都在做的日常事務，例如忘了怎樣煮

飯做菜或玩熟悉的遊戲。

�3�.� 語言表達有困難
日常言談之間，我們也曾試過不知道用甚

麼措詞來恰當地表達自己，但患有阿滋海默氏

症的人會忘記一些很簡單的字句，或者改用其

他言詞來表達，令人不知其所言。

�4�.� 迷失時間和方向
我們偶然或會在瞬間忘掉自己身處何方，又或者忘記今天是

星期的哪一天，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則會在回家時或者在熟悉的街

道上迷路，完全不知身在何方或如何回家。

�5�.� 判斷力退減
有些人間中會作出有問題的決定，例如明知自己受到感染也

不即時去見醫生，而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則判斷力或決定力大減，

例如不知道自己染病，不知道有看醫生的需

要；或者會穿著不合時宜的衣服，如大熱天時

穿上厚衣等。

�6�.� 抽象思考能力衰退
許多人有時難以處理要求抽象思考的事務，如收支帳目的平

衡，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對處理有關工作感到非常困難，例如會完

全不明白數字是甚麼東西和數字的用途。

�7�.� 亂放東西
大家都會偶然把鎖匙或錢包放錯位置，但

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則會把東西錯放在風馬牛不

相及的地方，例如把熨斗放進冰箱中，或者把

腕表放進糖盅裡。

�8�.� 行為、情緒的改變
每個人都會有悲喜的時刻，但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卻會表現急劇

的情緒轉變——會無緣無故的突然由安靜變為哭泣，而至於憤怒。

�9�. 個性的改變
人的性格都會隨著年齡而逐漸起細微的變化，但阿滋海默氏

症患者的個性卻會驟然改變，變成極端迷惘、猜

疑及退縮；又可能變成麻木冷漠、恐懼及表現失

常，違反平日個性。

�1�0�.� 失去主動性
偶然對家務、工作或社交應酬感到厭倦，是

人之常情，過了一陣子便會回復熱誠，重新投

入，但阿滋海默氏症患者卻變得完全被動、冷漠、需要別人敦促、

提示，才會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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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師高岐臻

補腦益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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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敏醫生

延伸閱讀 

腎衰竭有得醫

 2016年3月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李麗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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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Carol Hou
  

Dialysis
http://www.kidney.ca/Dialysis

   潘錦興藥劑師

預防帶狀皰疹（生蛇）疫苗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

社會的進步，經濟的起飛，人類

越來越不需要依賴繁重的體力勞

動，而進入「食腦」的階段。人

的腦有個「奇怪」的現象，就是

越用越好用。不但如此，經常用

腦對健康和壽命原來有正面的影

響，許多科學家都較長壽，這大

概是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得天獨

厚之處了。

中醫古籍《內經》早有言：

「心主血脉，脉舍神」，古所謂

心，是包括了腦的主管思維的功

能，意思是說，腦的健康與否，

關係到人的整體健康。多用腦，

尤其是老年人，是走向健康長壽

的好道路。切勿終日無所事事，

甚麼也不理會，甚至以為這就是

「靜養」，結果反是病痛多多，

智力日減。所以老人適當多讀

書，或做些益智的活動，如打打

衛生麻雀，或玩玩填字遊戲，學

習書法，學學樂器（別怕人笑「

臨老學吹打」），對身心都有莫

大的益處。特別是學樂器，旨在

怡情，要求不必太高，是一項令

老人手腦靈活、身心健康的活動

（這也算是筆者個人學樂器的親

身體會）。

現代科學研究也發現：人的

大腦受到信息的刺激越少，衰

老得越快，所以許多養尊處優的

有錢老人，往往出現大腦提早退

化的現象，有些退休後的人亦會

如此。

中醫認為「腎主腦」，補腎

的藥食對健腦有主要作用，再配

合活血、養血補氣的藥味，令大

腦有足夠的氣、血滋養，就能令

大腦保持聰明與智力長久不衰。

例如核桃是補腎、補腦髓、養

血、明目、安神的佳品，用核桃

約一、二兩、杜仲五錢、紅棗十

枚（去核）煲豬脊骨，有補腦、

益精的功效，特別對夜尿多、腰

腿痠痛、無力、記性差等老人，

更有滋補、健腦的功效（請教中

醫師服用）。

以下各種植物及動物性的食

物都有益腦部健康：龍眼肉、黑

芝麻、紅棗、金針菜、腰果、開

心果及各類果仁，還有栗子、松

子、杏仁、菇類、花生、黑豆、

小米、南瓜、紅蘿蔔、蜂蜜、蓮

子等；各類海產如象拔蚌、鮑

魚、墨魚、三文魚、蝦；飛鳥類

如水鴨、鵪鶉；肉食類如豬、

牛、羊、鹿肉（雖屬所謂紅肉，

可適量進食）。此外如雞蛋、乳

類都要均衡地進食。◇

很多人在小時候都有出水痘(Chicken 
Pox)的經驗，而長大後同一種病毒卻會
引起「帶狀皰疹」，俗稱「生蛇」。從

前，多數是50歲以上的人士才會患上，

現在可能是由於生活壓力高漲，三十來

歲的人亦可能感染到。其實，當水痘痊

癒後，它的病毒並沒有離開你的體內，

卻變為休眠狀態（Dormant），直到你年
邁時，當遇到某種外來因素觸發體內病

毒，便會再次發病。

一旦患上帶狀皰疹，可能令人疼痛到

無法上班，甚至整日要躺在牀上。以下

是一些最常見的發病前先兆：（1）腋下

和胸部附近特別感到麻痺；（2）胃部不

適和有想嘔吐的感覺；（3）在麻痺的地

方出現紅疹；（4）肌肉疼痛；（5）頭

痛；（6）發燒；（7）發冷；（8）特別

疲倦；（9）視覺變得模糊不清等。很多

時亦可能毫無先兆，隨時發病。

大部分患病人士，當「生蛇」引起的

紅疹消退時，疼痛的感覺亦隨之消失。

但有一小部分患者，症狀卻持續數月，

甚至一年不等。

市面上有一種預防帶狀皰疹疫苗Zos-

Zostavax II

「生老病死」從來就是人生的寫照，誰也

逃不了。有人說：不怕死，只怕半死不活，或

會說：寧願沒那麼長命，彷彿病就是老來必然

的命運。

這當然不對，因為許多慢性疾病均可以

預防。例如保持理想體重及經常運動，有

助預防糖尿病；少吸收鹽分，可減低患高

血壓的風險。

即或已患慢性病，現代醫療科技，常能提

供妥善治療，延長夀命。雖然未必能把病消

滅，只是控制病情，但病人能免卻病魔帶來的

不適，維持正常生活，便絕不僅是「半條人

命」。

妥善治療，有助控制病情，預防惡化。例

如糖尿病人若注意飲食與運動，維持血糖穩

定，可減慢高血糖對血管的破壞，從而預防或

推遲併發症的出現，包括下肢因缺血壞死而要

截肢、腎衰竭等等。這種做法在預防醫學的概

念，稱為「第二層預防」。

腎衰竭屬於晚期腎病，是指腎臟功能極差

或完全失去，有多種病因。近年世界各地糖尿

病日益普遍，已成為導致腎衰竭的主要原因。

從前腎衰竭絕對是不治之症。腎臟無法把

廢物排出，令人經常疲倦、胃口不佳、皮膚

痕癢、懨懨欲睡。排泄水分功能失效，導致水

腫，阻礙其他器官的運作，如呼吸困難、心律

不齊等；至尿素積聚，毒害各器官，甚至會抽

筋以至昏迷。

當時的治療只能治標。為減少廢物積累，

病人要戒口（限制進食），例如要減少蛋白

質（肉類）與鹽分，若血內電解質紊亂，如

鉀過高，要戒的食物更多，包括水果如香

蕉；而水腫太厲害，就連水都不能多喝，生

活質素之惡劣可想像。

自從發明了透析治療(俗稱洗腎)，病人

不僅能延長夀命，生活質素也大為提升。所

謂洗，其實是一種「交換」的「倒垃圾」過

程，有點像胎兒在母體內，甚麼廢物都交給

媽媽處理的方式。利用薄膜能讓某些化學物

質通過的原理，病人可以「洗血」，即將血

液注入管子，穿過機器，待廢物都通過薄膜

離開後才停止，需時數小時。

病人也可「洗肚」，將特别藥水輸入腹

腔，利用腹膜的天然透析能力，將身體內的

廢物帶走。雖然一樣過程需時，也必須採取

無菌措施，但已較洗血方便，可以在家裡

做，例如睡覺時「洗」，省卻前往醫院的時

間與經費。不少病人因此能繼續工作，活得

有尊嚴及有價值。

洗腎已成為腎衰竭的標準治療法，廣泛應

用，造福無數病人。但有些病人聽說要開始

洗腎，就十分抗拒。他們或會以為：一開始

洗腎就停不了，即是病已「沒得醫」，從此

要依賴洗腎，成為廢人。其實，控制病情也

是治療呀！至於依賴，患有近視的朋友不是

一樣要依賴眼鏡來糾正視力嗎？何必放棄治

療，任由病情惡化下去呢？◇

tavax II，如果你是50歲以上，便應該
盡早跟你的家庭醫生商量，是否需要注

射預防疫苗。「預防勝於治療」，若然

已經病發了，疫苗是不能有效地用來治

療的。

Zostavax II並不能保護所有人，有些
人士雖然注射了疫苗，卻依然可能會「

生蛇」。但是，由於有Zostavax在體內，
故病發時間會較未打針的較短，症狀也

會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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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漫談

  陳兆淦醫生

手腕與手指的病患
   及護理方法

拉傷或扭傷、骨折、粘液囊炎、腱鞘炎、痛風、風

濕或纖維肌痛等，都是手腕與手指病患的原因。現在舉

出幾個較常見的病症討論。

腱鞘炎俗稱板機指或彈弓指，較常出現於中年人、

糖尿或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也是今天辦公室或一般年青

人士常見的疾病，以中指及無名指較常見。它伸直時會

聽到「劈啪」的聲響，嚴重時手指不能完全伸直。其症

狀在早晨或用力抓東西後明顯。這是因為手掌中的bind-
ing knot妨礙了腱鞘的自由活動，造成痛楚。腱鞘持續發

炎並變厚及收窄，影響手指伸直或彎曲的動作。

大部分患者通過休息、冰敷及使用消炎藥物以紓緩

痛楚，並配合拉筋運動改善症狀。若疼痛持續，而手指

肌腱嚴重到不能伸直或彎曲，或出現復發症狀，患者

或需要接受手術治療，把收窄的筋腱放鬆。由於工作關

係，為患處盡早復康，注射類固醇效用較快；可是，較

長期使用類固醇會導致筋腱變弱的副作用。一般來說，

患者在使用消炎藥物後症狀會逐漸消退，但要在康復期

間及康復後多做拉筋運動，並且在使用電腦及智能手機

兩個鐘後，稍作休息。

腕管（carpal tunnel）是一條狹窄的通道穿過手腕，

以保護負責將感覺訊號傳遞手指的正中神經。當腕管腫

脹時，正中神經受到擠壓。女性較男性更易出現脹痛，

職業如編織、鍵盤操作或抓重物的活動，容易引發腕管

病患。妊娠、甲狀腺疾病、糖尿病、關節炎等也會誘發

腕管綜合症。經常用電腦的小孩與成人，也是常見的病

患者。

腕管綜合症的症狀，包括手指（不包括第五小指）

或手掌刺痛及麻木，多出現於睡眠、駕駛、閱報、拿起

電話聽筒的時候；疼痛從手腕放射至前臂或手掌和手

指，手掌與手指乏力，拿不住東西。在病症嚴重時，由

於控制手指彎曲的韌帶及一條正中神經受到擠壓，部分

手指會失去知覺。

腕管綜合症的患者要經常休息，每小時做些手部及

腕部的伸展運動。在夜晚使用腕部夾板，但要舒適，不

要太緊。症狀加重時，需外科治療。

長時間使用電腦的一些基本常識：

‧ 以舒適的姿勢坐直；

‧ 鍵盤與肘部齊平或稍低；

‧ 顯示器要離開眼睛18至30吋；

‧ 字體太小時看不清楚，可換大點字體；

‧ 經常檢查肩關節，要處於放鬆狀態；

‧ 使用可以支撐上脊椎和背下部的椅子，有靠手的

椅子能幫助緩解頸部的緊張；

‧ 每工作一個小時，稍微休息一分鐘；

‧ 常眨眼，長期使用電腦會引起眼睛乾燥，特別是

佩戴隱形眼鏡時，正常情況應該每五秒鐘眨眼一次。

拇指根部疼痛，最常發生於收經的婦女，可能是

骨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的信號。當患者在寫字、

開瓶塞、轉動鑰匙、拈起小物件時，會發覺拇指根部

疼痛與腫脹，可能繼續影響多個

關節。患者要讓拇指得到休息，

或用小夾板固定腕部。每日要將

夾板除下四次以伸展關節，讓拇

指轉圈。服用非處方鎮痛藥，例

如：aspirin, acetaminophen, ibu-
profen, naproxen, ketoprofen等，

它們的副作用會引起胃腸道出

血、胃損傷及潰瘍以及疼痛，有些藥物不宜12歲以下

兒童服用，有些會引發哮喘、心臟衰竭，過量服用會

毒害肝臟或腎臟。劑量依年齡和體重而定，可諮詢家

庭醫生。

當拇指疼痛嚴重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應立即就診，

或可接受類固醇注射，偶而會用到手術治療。

腱鞘瘤是指手腕背面出現充滿液體的囊腫，有時會

見於手腕的正面或手掌。指關節雖然摸上頗硬，裡面

其實是關節或肌腱處流出 喱形物質。腱鞘瘤會引起疼

痛，影響日常活動，或穿透皮膚破裂。

擠壓手指常在運動場上發生，疼痛通常是韌帶伸拉

過度而扭傷，或關節表面開裂而引起。為了保護傷指，

通常把傷指與旁邊手指纏在一起。

應小心保護患處，以免受進一步損傷。彈力繃帶、

石膏繃帶、吊腕帶、夾板、柺杖都可作保護裝置。

患者可用彈性繃帶包裹患處，直至消腫為止。但不

可裹得太緊，以免影響血液流通。

  用冰敷15分鐘，冰敷可以緩解受損傷的肌

自從電腦及智能手機的普及，手腕與

手指的病患成為辦公室人士，以致普羅

大眾常見的病症之一。手腕和手指出現

的疼痛及腫脹，可能是由於損傷或使用

過度引起。

腱鞘炎（trigger finger）

腕管綜合症（carpal tunnel syndrome）

拇指疼痛

腱鞘瘤（ganglion）

擠壓手指（jammed finger）

腱鞘瘤、擠壓手指及關節損傷的治療方法

438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華僑金行

溫哥華緬街438號地下
電話: 604-669-3247

Wah Kiu Jewellers (1995) Ltd.

千足黃金   賀禮擺設   珠寶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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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vintageviolins.ca

雅歌提琴
Vintage Violins

SCHOOL OF MUSIC
      604-326-0086

◆專業導師教授
◆大中小提琴
◆免費借用提琴
◆長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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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關節及連接組織的疼痛、腫脹及炎症。

若果出現撕裂，冰敷還有利於止血。

將患處抬高至心臟以上，夜晚睡覺時尤其

應該注意這一點。因為重力會使患處所儲留

的過多液體流出，可以緩解患處的腫脹。

兩天之後，若果腫脹仍未消退，可以輕微

熱敷，因為熱敷可以促進血液流動，加速損

傷的癒合。

休息亦可促進損傷的組織癒合，疲勞

過後亦應該冷敷酸痛處，即使沒有受傷，

亦應該預防發炎或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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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是註冊非牟利團

體，藉著教育、支援及倡導，提升

加拿大全體國民的身心健康。

何謂大腸癌

大腸癌又稱結腸直腸癌，即結腸和直腸裡出現癌細胞，繁殖並形

成腫瘤，最後並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大腸癌病徵包括糞便帶血、腹

痛、大便習慣有改變或體重減輕。

大腸癌是加拿大第三類最常見的癌症，也是卑詩省的第二號癌症

殺手，平均每六位省民中就有一位患者。大腸癌發病率高，而且當中

大部分患者都是50歲或以上，並沒有家族病史；然而，年紀較輕人士

且不論男女也有機會患上大腸癌。其他風險因素包括癡肥、常吃紅肉

（包括加工肉類）、好杯中物、有吸煙習慣、平日甚少運動等都會增

加患癌的風險。

如何預防大腸癌

保持健康體重——每天做有氧運動，改變久坐的習慣，這可減少高

達50%患大腸癌的風險。注意飲食，多吃瘦白肉和避免紅肉及加工肉

類，多吃水果、蔬菜、豆類、五穀等高纖維食品。另外，酒精和吸煙

也是增加大腸癌風險的因素。

定期檢查身體——大腸癌通常發展緩慢，因此定期進行篩檢測試，

能及早治療或切除早期的非癌細胞息肉。卑詩省政府現為50-74歲人士

提供免費篩檢，包括糞便免疫化學檢測(FIT)和結腸鏡檢查(Colonosco-
py)，請向你的家庭醫生查詢哪種檢查較為適合。

另外，吸煙除了導致肺癌，也增加患直腸癌和其他癌症的風險。

加拿大防癌協會正與Running Room合作，提供一個嶄新的戒煙項目

(Run to Quit)，結合運動和戒煙服務，透過為期10個星期的跑步訓

練，幫助吸煙者戒煙，參加者可選擇適合自己的訓練方法，並有機會

贏取豐富獎品，詳情可瀏覽RuntoQuit.com。◇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關的資訊或其他防癌信息，歡迎瀏覽本

會網站www.cancer.ca，中文網站www.cancer-asian.com或致電

1-888-939-3333查詢更多服務項目。

    認識大腸癌草藥與糖尿病最新藥物
內科專科劉全炳醫生

新的口服糖尿病藥物來自蘋果樹皮

草藥與常用藥物
草藥的應用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

那時樹皮已被用於治療各種疾病。自

19世紀以來，人們從植物提取化學分

子，製作成我們現在仍然在使用的藥

物。

奎尼丁：一種治療心臟不規則跳動

的藥物，是從金雞納樹來的。

二甲雙胍：最常用的糖尿病藥，來

自美麗的法國紫丁香。

長春新鹼：治癒許多兒童白血病，

是從長春花植物中提取的。

紫杉醇：用於各種癌症如乳腺癌和

肺癌，來源於太平洋紫杉樹。

青蒿素：治療瘧疾最有效的藥物，

來自中國的中草藥青蒿(大陸藥學家屠呦呦以

青蒿素在抗瘧藥物上的研究，獲得2015年度諾

貝爾醫學獎)。

樹皮提煉的糖尿藥物
糖尿病是一種代謝性疾病，特徵是血糖長

時間高於標準值，有時糖份甚至由小便排出，

故稱為糖尿病。華人是糖尿病的高危族群。

自2014年6月，一類新的口服糖尿病藥物在

加拿大獲得通過。這是SGLT2抑制劑。它來自

蘋果樹皮。在150年前就已經知道，從蘋果樹

的樹皮提取根皮 給動物服用，會使他們排出

很多有甜味的尿，就像糖尿病患者一樣。

現在該分子已被純化，可以安全給予人類

使用。它阻止葡萄糖由腎臟過濾後被重新吸

收。因此毋須使用胰島素就可以降低血糖。因

為沒有胰島素參與其中，所以就不會誘發低血

糖。還有，通過在尿中排泄葡萄糖，消耗過多

的熱量，這樣身體就會燃燒脂肪進行補償，因

而可以降低體重。高血糖會形成葡萄糖中毒，

脂肪過多導致胰島素抗性，和減損胰島素功

能。這種新藥物通過降低血糖，可以改善胰島

細胞功能，以及使胰島素更有效。

意外驚喜
在臨床試驗中，人們發現SGLT2抑制劑可

以降低血壓。這是一個意外收穫，因為很多糖

尿病患者都患有高血壓。它也可

以降低尿酸。高尿酸會導致痛風

和腎結石，並會提高血壓。

新藥的副作用
像所有藥物一樣，這種藥物

也有副作用。最常見的副作用

是尿道的細菌和酵母感染。但

如果患者如廁時保持極佳的衛

生習慣，每天喝幾杯清水，保

持充足的水分，這副作用仍是

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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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月來

的各國股市，

無 論 是 世 界

級的美國道瓊

斯、中國的上

証，還是本土

的多倫多，都記錄了不少跌幅。一方面，

股市是經濟走勢的領先指標，重要性很明

顯，另一方面，投資者的資金不免有相當

部分是直接注入股市，或間接受股市升跌

影響，所以這也成為眾所關心的話題。

不必諱言，各股市指數現在是處於下

降軌中，畢竟，美國牛市的平均壽命是

67個月，而自2009年4月開始的牛市去到

2015年，六年有餘。最低限度，一個叫

做「調整」(correction)的10%跌幅並不令

人意外。

原因很多，犖犖大者包括中國的GDP
增長後勁不繼，雖然外國投資者較少直

接投資中國股市，但中國已是世界級經濟

體系，「世界工廠」萎縮不振就打擊了世

界原材料市場，例如本國的林木和化肥

等；也包括油價戰令油價低殘，同樣打

擊了本國的油砂業，這就難怪本國的多

指跌得比美國的道指重了。

本國的投資者如何自處? 

首先要記住，股市必有循環，有升

自然有跌，同樣地有跌也自然有升，但

這並非一個零和遊戲，因為從一個歷史

角度看股市走勢，那條軌跡大致上是向

上的，這是因為基本而言社會整體生產

力是恆常上升的，整體財富在不斷創生

中，股市指數也就反映了這一點。這也

是為甚麼股市適宜長線投資。

其次，就本國情況而言，新聯邦政

府已推出了「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方
案」，不惜以巨大赤字的代價，快速推動

建設工程以刺激經濟，而加元下跌對出

口製造業的滯後幫助也已經開始見到成

績，似乎本國股市的谷底也已差不多了。

的確，有些時候有「危」便有「機」，早

前瞄著油砂業的能源大國構想看來只是

一場空話，現在將所有雞蛋從一個籃子

搬去其他幾個籃子，可能會奠定一個良

好的長遠經濟基調吧。 

經濟有循環盛衰，現在本國已算是

熊市，自1956年至2015年，有11個牛市

和11個熊市，牛市平均為期51個月，升

幅153%，熊市平均為期14個月，跌幅

27%。可見如前所云，整體長線向上。

所以，熊市也可說是危機中一個入貨的

窗口。當然，想去摸底入貨是不切實際

的，因為難保你以為跌完它還可再跌。

但一如前述，熊市一般為期很短，保持

冷靜，按照既定目標組合，以平均買入

法(dollar cost averaging)於較長時段內，

酌量分批買入，倒是值得考慮，也不致

錯失一個低位入市機會而徒呼荷荷。

若然真的因市場波動而致寢食難安的

話，可以考慮利用有100%保本增值功能

的分隔基金作為投資工具。詳情可諮詢

投資顧問。◇

迎來了新年之後，又要準備呈報過去

一年的個人入息稅了。2015年度的個人

報稅表都與往年一樣，只是數字上略有

更新而已，以下給大家介紹一下。

2015年的聯邦稅率仍然跟往年一樣分

四級，在入息階梯上，則以通脹指數為

調整。見下表：

除了聯邦稅，各省居民亦須向省府繳

稅，卑詩省居民須繳省稅的稅率如下：

以上16.80%的稅率屬於暫時性，只適

用於2014及2015年，2016年便不再有此

級的稅率了。

投資所得的資本性收益或虧損都與往

年一樣，只將一半報稅，虧損亦只可與

同一性質的收益對消，與同年的收益對

消後，剩餘的虧損可與過去三年內或以

後的收益對消，留為以後使用的虧損沒

有期限。

加拿大有限公司派出的股息屬於公司

課稅後的利潤，分派出來，股東亦須報

稅。為避免雙重課稅，公司已繳的稅，

是以股息退稅的形式減低股東的個人

稅，但課稅的金額與實收的不同，須增

大至公司稅前的入息水平報稅。公司的

高稅率課稅後派出的股息稱為「合格股

息」，須以較高的增大率報稅，亦可得

到較高的退稅；另一方面，公司以較低

稅率課稅後派出的股息，稱為「一般股

息」，是以較低的增大率報稅，可得的

股息退稅亦較低。

稅率 應課稅收入的入息階梯

15% $1至多$44,701

22% $44,702至$89,401

26% $89,402至$138,586

29% $138,586以上

稅率 應課稅收入的入息階梯

5.06% $1至$37,869

7.70% $37,870至$75,740

10.50% $75,741至$86,958

12.29% $86,959至$105,592

14.70% $105,593至$151,050

16.80% $151,050以上

應課稅收入 普通收入 資本性收益
加拿大有限公司股息

合格 一般性

$1至$37,869 20.06% 10.03% -6.84%（註） 7.61%

$37,870至$44,701 22.70% 11.35% -3.20%（註） 10.73%

$44,702至$75,740 29.70% 14.85% 6.46% 18.99%

$75,741至$86,958 32.50% 16.25% 10.32% 22.29%

$86,959至$89,401 34.29% 17.15% 12.79% 24.40%

$89,402至$105,592 38.29% 19.15% 18.31% 29.12%

$105,593至$138,586 40.70% 20.35% 21.64% 31.97%

$138,587至$151,050 43.70% 21.85% 25.78% 35.51%

$151,050以上 45.80% 22.90% 28.68% 37.98%

以平常心面對熊市    

註：由於合格股息可獲較高的股息退稅，若股息收入在$44,701之內，退稅會高

於課稅，便出現負稅率的情況，若有其他須課稅的收入，多餘的股息退稅可用以減

低其他收入的課稅。◇

聯邦稅率

卑詩省稅率

資本性盈虧

加國有限公司派出的股息

2016年3月      27

2015年合格股息的增大率為38%，

即每收到$100股息，要報收入$138，可

獲聯邦股息退稅20.73%，卑詩省的股息

退稅13.80%。一般股息的增大率為18%

，可得聯邦股息退稅13%，卑詩省退稅

3.06%。

其他投資收入

除了資本性盈虧及加拿大有限公司股

息的報稅方法有特別之外，其他投資收屲

入，包括利息及由外國公司分派的股息在

內，都以普通入息報稅，與往年無異。

2015年各類入息的稅率

綜合上述不同類別收入的不同課稅辦

法，以下是卑詩省居民不同入息的稅率

（聯邦及省稅合計）：



免 費 社 區 資 源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2�4小時保密熱線�:�1�-�8�8�8�-�7�9�5�-�6�1�1�1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網站：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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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疑難病痛氣功康復術

KUNGFUYES.COM

加西中國功夫學院

5699 Ormidale St., Vancouver 

604-729-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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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立刻見效

絕 處 可 逢 生
——       十 項 戒 賭 小 貼 士

新  鴻  音

聽 力 診 所
助聽器專門店

超過25年臨床經驗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耳鳴/聽覺過敏診治

游泳/隔音耳塞訂製

多款助聽器供選擇  如不滿意原銀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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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 �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陳碧菲� � �(� �P�h�y�l�l�i�s�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 �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陳碧菲� � �(� �P�h�y�l�l�i�s� �)

張國偉
Nelson Cheung, CPA, CGA

特許
會計師

＊個人、非居民、公司稅務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填寫各類政府表格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列治文帝國中心商場 1430-4540 No.3 Road

604-868-8809
604-612-8283

國語：

粵語：

養兒百歲� 長憂99

不少人都會以賭博作為消遣娛樂。

卑詩省約有73%的人士曾經參與不同種

類的賭博活動，約有33%的人士屬於問

題賭徒，在某程度上賭博就像是我們文

化的一部分。不過，當一個人的賭博行

為出現失控，甚至在因賭博而產生各種

問題和壓力而無法自拔時，仍有要繼續

賭博念頭的話，賭博就成為一個嚴重的

問題了。　

賭博容易戒賭難，很多人受賭博困

擾，卻屢戒屢敗。有很多人更認為問題

賭徒無藥可救。當然戒賭並不容易，亦

不是單靠意志就能成功。戒賭要因應不

同的人的遭遇和賭博的心態，然後用不

同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根源。以下介紹

一些戒賭方法供大家參考：

1.避免出席任何賭博場合，以防陷

進誘惑。

2.拒絕接受賭場的優惠，以免因小

失大。培養其他可取代賭博的嗜好，打

消賭博的念頭。

3.結識新朋友，擴闊社交圈子。

4.定一個限額──無論你正在贏錢或

輸錢，只要賭款到了所定的限額，便立

即停止賭博。

5.控制現金的流轉──限制現金的

供應，如制訂每日從銀行戶口提款的限

額、開立一個需要兩個人簽署的聯名戶

口、安排電子付款或通知銀行設定信用

卡貸款上限。

6.了解自己的精神狀態，避免在情

緒低落或高漲時賭博。

7.用正確的途徑解決經濟上的困

境，不要以「搏殺」的心態去賭博。

8.定時做運動(如緩步跑)及學習鬆

弛的技巧(如冥想或瑜伽)，或作消閒活

動(如聽音樂、與朋友逛街)，藉此驅走

悶氣，紓緩緊張的情緒。

9.養成記錄的習慣──寫日記可助你

了解自己的賭博行為，找出賭博的傾向

和模式。例如，你可能發現，每當你感

到苦悶或失落而手上又持有現金，或當

你需要用錢時，便會賭博。這些記錄可

助你找出抑制賭博的有效方法。你可透

過各種賭博以外的方法，恰當地滿足不

同的需要。

10.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不要獨自

面對問題。◇

社區講座：�7�7�8�-�8�6�9�-�3�3�7�9� 

電郵：bcgamblingprevention@gmail.
com

精於針灸與經絡推拿的獨特手法
溫哥華十年以上診所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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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604-282-4988
手機：604-762-4508

胡咪咪中醫 
針灸推拿診所
BC省註冊中醫針灸師
2015年擔任加拿大中醫            
針灸師總會理事

養育子女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一位長者替兒子查詢有關離婚

的資料，起初輔導員以為兒子應該很年

青，不懂得如何處理這件傷心事，所以

要勞煩老爸。細問之下，始知兒子已做

了爺爺，已�6�0歲，長者也已�8�0歲，只是

看起來還挺精神活潑，比實際年齡起碼

年輕十年。

在解答老人家的問題外，輔導員深

切體會到長者對兒子的關愛，也能感

受到他的傷痛與無奈。自己已�8�0歲，還

主動出來為兒子的家事奔波，設法幫助

兒子解決問題，其志可嘉之餘，又覺傷

感。老人家看著子女長大成人，成家

立室，生兒育女，可以弄孫為樂；廿

多年後兒子也做了爺爺，自己成了太

公，四代同堂，實在可喜可賀。誰知

到了暮年，始見兒子婚姻破裂，成了

孤家寡人，老人家怎能不擔心、不傷

心？其實最有效的做法是當事人主動求

助，由他道出

最急切需要解

決的問題。老

人家說，無奈

兒子自小性格

內向，不大說

話，做爸爸的

知道他的個性，這次遇到如此大的打

擊，也可能一如以往的逃避，所以老爸

還是要親自出馬。真的是「養兒一百

歲，長憂九十九」。

做兒子的年近古稀，還有爸爸幫

忙，是一種福氣。反過來說，做爸爸的

以�8�0之齡還要替子女奔波，可算凄涼。

父母的天職是教養子女成人，能自立，

兒子�6�0歲還未能獨立處理自己的事，能

不唏噓？

有一回，一名婆婆前來求助，要求

我們派員上門，勸她那忤逆兒子不要惡

待她，要好好照顧她，讓她終老。事緣

那天正午，婆婆在往後園的出口途中摔

倒，兒子便大罵她為何不馬上死掉，繼

續浪費米飯。婆婆一向重男輕女，一心

靠兒子養老，自幼便寵他。數年前，相

約五名女兒一起飯局，期間給女兒每人

一封�5�0�0大元的利是，算是把整間房子

讓給兒子的補償。自此女兒不肯再與媽

媽來往。就這樣，媽媽寵出了惡兒。

中國人傳統說的孝順，是指子女

對父母順從，關心父母。從以上的案

例來看，可知子女能真正獨立，處理

自己的事情，不用爸媽操勞，讓父母

能安心過日子，也是孝順的一種表達

方式。◇



參觀者在市議會大廳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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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Yau
                      投入與感激

2016年3月

溫哥華市政廳一日遊
� � � � � 劉迎

微風細雨中，Christina�(圖�)快步

趕來，笑說正在中僑樂群苑炒粉煲

粥，準備下午的長者生日會。兩年多

前，Christina因「百萬行」而加深認識

了中僑，旋經朋友介紹，加入服務長者

的義工隊伍。現在她每週一、三、五下

午，都來樂群苑做義工，協助組織休閒

活動。她說住客的精力和自理能力都

不錯，因此活動內容也

較豐富，有bingo，有麻

雀比賽，有最受歡迎的

�2�1點。每三個月，樂群

苑為長者舉行集體生日

會，Christina都會來幫忙

煮食、佈置，和準備生

日蛋糕。曾任職人事管理

多年，Christina覺得做義

工很開心，沒有複雜的職

場人際關係，且能幫助長

者，甚有意義。

令Christina最難忘的，是曾經開了

一堂插花課，她帶來許多花枝器具，把

這門手工藝與長者們分享。Christina謙
稱自己不是專家，長者們學到的也有

限，但插花的情趣和對花卉的欣賞，足

以令大家感到很開心。美食也是共同語

言，能讓大家歡聚一堂，輕鬆交流。

「老人家雙手不太靈便，做手藝難

免有局限。大家最鍾意的還是食物，哈

哈，因為既享受又方便嘛。」也因著這

些交流，Christina結識了不少朋友，住客

中她叫得出大部分人的名字，義工同事

也很合拍，有時還會一起去飲茶吃飯。

她說：「我先生是台灣人，所以我用英

語、粵語、國語交流都不成問題。」

Christina說只要健康許可，會繼續

做安老院的義工。「以前返工很忙，每

日都有很多任務要

在期限前要完成。退

休之後，反而不知如

何打發日子。現在我

上午去做運動，下午

去做義工。」在樂群

苑做義工，Christina
說很有滿足感，因同

事們都很投入，且有

感情，而長者們對義

工的感激，也溢於言

表。另一方面，做義

工也令Christina反思老人的需要，思考

自己年老之後會如何。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字，截至

�2�0�1�5年，�6�5歲以上人口已首次超越�1�5歲

以下人口。人口老齡化雖仍未顯著，但

未來�3�0年，這一趨勢意味著相當大的

社會經濟、政策及服務的調整，因此

中僑在長者服務方面的角色，將更形重

要。◇

由中僑

移民安頓部

安 排 的 參

觀溫哥華市

政廳（Van-
couver City 
H a l l ） 項

目，讓民眾

很是興奮及

期待。《中

僑新天地》

記者全程報

道這次免費

活動。

約二十多名民眾一早就到達市政廳，在市政廳

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參觀這座�1�2層高的政府大樓。這

棟市政大樓於�1�9�3�6年動工，費時�3�0�0多天，僅花費

�1�0�0萬加幣，屬裝飾藝術風格，�1�9�7�6年被溫哥華市政

府列為甲級歷史建築。

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我們來到市長辦公室，並

參觀了門前珍貴的展品和照片。玻璃展櫃內放置了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的火炬，及來自溫哥華姐

妹城市所贈送的禮物。五個姐妹城市中，聯繫

最為活躍的是中國廣州和日本橫濱。大堂內放

置了三面旗幟，分別是加拿大國旗、卑詩省省

旗和溫哥華市旗。牆壁上掛了本屆市長、�1�0位

市議員合影的照片和溫哥華的市徽。

� 在公共參觀區，還有一樣最光彩奪目的「

寶物」就是溫哥華權杖。它是英國倫敦在溫市

�5�0週年紀念日時贈予溫哥華的。權杖重達�4�0

磅，外層鍍金，內部是白銀，造型精美大方。

它在重要儀式時才使用，比如新市長就職。權

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

周潘坤玲�(圖�)獲選為卑詩

省最有影響力的�3�5位女性

之一。

《卑詩商業雜誌》

�(BC Business�)公布最新

的全省�3�5位最具影響力女

性評選結果，中僑互助會

行政總裁周潘坤玲是其中

之一，其餘還包括省長簡

蕙芝、聯邦司法部長王州

迪等。

周潘坤玲在獲選後表示，能夠獲此殊榮並非一己

之功，而是有賴中僑所有工作人員，包括義工們共同

努力的結果。

她又說，大多數新移民及難民抵埠後即面對語

言、就業、房屋及子女入學等種種問題，而中僑在這

方面提供必要的服務。

周潘坤玲期望未來能夠繼續為社會服務及奉獻，

而中僑也會在移民及難民、長者及房屋等方面的服務

更上一層樓。◇

卑詩最有影響力女性

周潘坤玲上榜
杖的上方中間位置懸掛了英國伊利沙白女王的照片，

兩側是加拿大總督和卑詩省省督的照片。

� 隨後大家來到舉行市議會的會議大廳。它古樸典

雅，且裝置了高科技電子設備。每週議員們在這裡舉

行兩次會議。工作人員首先給大家播放溫哥華歷史的

短片，之後介紹會議室的風格、功能及議會召開時市

長、議員的

就坐位置。

還有民眾如

何查看市議

會的時間和

議題、如何

參與並發言

等。現場參

觀的民眾頻頻提問，工作人員也詳細作答。

本次參觀讓參觀者領略市政大樓獨特的建築風格，並

了解溫哥華的歷史和民眾如何參與市政。最後每位參觀者

還獲贈一枚溫哥華市政胸針作紀念。民眾非常感謝中僑提

供了如此珍貴的參觀機會，並感謝帶隊老師Jane和翻譯義

工的全程翻譯講解，讓大家收穫良多！◇

溫

哥

華

權

杖

中僑互助會

 松鶴之友24週年
  會慶午餐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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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
午餐

歌舞
表演

幸運
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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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市政府大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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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三月展開
中僑互助會的義工團隊，今年繼續透過七種語言在五個地區的中僑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

會員提供免費報稅服務，服務時間長達七星期，每星期超過30小時。低收入人士、家庭及長

者若成為中僑會員，可享受免費報稅服務。中僑五個社會服務中心的服務時間如下︰

飲食衛生初級證書課程

豐業銀行(Scotiabank)高層James O'Sullivan（左

一）、Winnie Leong (左二)及Larry Clements (右一)，

致贈一萬元予中僑互助會，協助敘利亞難民在卑詩省

重新安頓。中僑互助會及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

中）及中僑基金會主席楊興琳（右二）接受支票。◇

中僑助難民 豐業傳愛心

列治文地點：中僑社區培訓中心（#250-8191 Westminster Hwy）
日期：3月21及24日（週一及四）下午5:30至晚上9:30

查詢及報名：604-638-9238

溫哥華地點：中僑社區服務中心（28 West Pender Street）
日期：3月22及23日（週二及三）下午5:30至晚上9:30

查詢及報名：604-684-1628

加拿大帝銀 12,500元捐中僑基金會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捐贈12,500元予中

僑基金會。(左起)CIBC高層Steve Ho、Alex Fan、Ja-
son Lam(兼中僑基金會理事)及Mike Stevenson (右一)

與中僑互助會及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右二)、中

僑基金會主席楊興琳(右三)及中僑基金會資源拓展總

監梁景新(右四)，舉行捐贈支票儀式。◇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2月

18日假座新搬遷的中僑社會服務中

心G-36室耆英中心，舉辦丙申（猴

年）執委幹事新春團拜暨新耆英中

心揭幕

儀式。

出席嘉

賓有中

僑創會

主席及

贊助人

葉吳美

琪、中僑基金會資源拓展總監梁景

新、耆英聯會主席團、執委及幹事

等共三十多人。

耆英聯會主席葉承基會上祝福

大家健康快樂，家庭幸福。兩位嘉

賓亦分別致賀歲詞，葉吳美琪更

特別講述中僑互助會先賢之創會經

歷。大會特備茶點招待，更由執委

全體同人贊助金豬。大會在互祝新

春歡樂氣氛中結束。◇

中僑華埠耆英聯會 團拜及耆英中心揭幕

耆英中心揭幕

一刻及全體執

委齊切金豬

飲食衛生初級證書課程專為飲食從

業員而設。凡從事與食品相關行業的公

司，例如酒樓、餐館、食物製造工廠

等必須具備飲食衛生證書（Food Safe 
Certificate）方能合法經營。

課程用國語、粵語上課。內容：處理

食物的適當方法、避免食物污染和避免食

物中毒、食物的安全儲存、個人的衛生常

識、食物中毒的原因等。學員考試合格，

會獲由市政府衛生廳發出的證書。上課時

間共8小時，收費$125（含GST、中英文對

照課本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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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或親臨預約：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30至下午5:00 

報稅服務：3月7日至4月27日，逢星期一及星期三上午10:00至下午4:00

(3月14日,16日及28日取消服務, 3月19及4月16日星期六另加服務）

列治文服務中心 (220-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279-7180)
◆電話或親臨預約：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稅服務：3月8日至3月29日下午6:00至下午9:00及4月8日至29日上午10:00至下午3:00。

(4月15日暫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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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或親臨預約：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稅服務: 3月18,4月15 下午6:00至下午8:00及3月19,4月16上午10:00至下午3:30

素里服務中心(206-10090 152nd St, Surrey, 604-588-6869)
◆電話或親臨預約：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稅服務：3月12日及4月2日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3:00

本那比服務中心 (200-5172 Kingsway, Burnaby， 604-430-1899):  

◆電話或親臨預約：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報稅服務：4月9, 23日(星期六)上午10:00至下午3:00

  主講嘉賓：黃耀明醫生 BMSc, MD, FRCPC, FACP
                            

現場並設有健康諮詢攤位，由專科醫生主持

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中僑互助會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
電話： 604-408-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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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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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舉辦卑詩省阿滋海默氏症協會　中僑互助會

認知障礙與腦退化 粵語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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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大學醫學院教授及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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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在丙申猴年的大年初二�(二月九日�)，中僑護理服

務協會舉行慶祝活動，派出醒獅隊到協會屬下各長者院舍「採

青」拜年，祝願長者們身體健康，萬事吉祥。醒獅隊不辭勞苦，

先在溫哥華的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錢梁秀容日間護理中心及

樂群苑拜年之後，再驅車到列治文的張安德樂福苑。

各院舍佈置亮麗，紅彤彤一片，長者們悉心打扮，見面後互

相祝願新春快樂，處處喜氣洋洋。◇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金猴獻瑞
  新春喜氣洋洋

關懷長者 領事蒞臨送禮拜年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健康服務行政總監蔡梁潔明(中)，

迎迓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的兩位領事張昊(左二)

與胡少聰(右二)。

胡少聰領事(右)向李國賢護理

安老院長者拜年並致送禮物

(由左至右)「打響十人營」好歌之人的 Benny與 Lucky、今屆溫哥

華華裔小姐佳麗尚睿、優美體態獎得主董漣漪，與溫哥華華姐冠軍

暨國際中華小組冠軍朱亞琳，年初三(二月十日)親臨李國賢護理安

老院表演歌舞才藝，為長者帶來歡樂的春節。

朱亞琳長號吹奏「月亮代表

我的心」，堪稱美貌與才藝

兼備。

輕
歌
熱
舞

賀
新
年

尚睿的「孔雀舞」

千嬌百媚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的管

理層人員向各院舍長者

拜年，祝願人人身體健

康，活力充沛。

醒獅隊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蔡梁潔明總監祝福長者們健康長壽

接過財神派利是，長者們笑逐顏開。

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的兩位僑務

領事張昊與胡少聰於二月三日前來中僑

李國賢護理安老院，代表總領事劉菲提

前向長者拜年，獲得協會健康服務總監

蔡梁潔明等管理層熱情迎迓，領事館祝

願長者們身體健康，享受退休生活。◇



與「中僑星輝夜」緊密聯繫的「中僑慈

善獎券」於去年12月開售至今，一直得到公

眾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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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其他獎品包括亞

洲機票、鑽石耳環、旅遊禮券、酒店套房、

銀行戶口等，總值超過，$19,000。中獎號

碼將於「中僑星輝夜」中抽出。◇

購買「中僑慈善獎券」  可贏機票和現金遊亞洲

出版：	 	中僑互助會
出版經理：	 	唐趙英蘭
編輯：	 	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
名譽編輯顧問：劉國藩、葉吳美琪、黃展斌
總編輯：	 	趙坤發
執行編輯：	 	阿濃、陳朗、陳吳乃 、陳華英、陳國燊
美工：	 	左俊泉、廖衛國
植字：	 	袁林麗馨、羅愛
廣告：	 	廖偉明、百爵廣告公司
校對：	 	曾順成、陳天良、潘玉蘭、	
	 	李黃惠芳、冼陸 顏、潘吳瑞瓊、潘陳妙瓊
發行：	 	中僑新天地發行組義工	

下期出版日期：201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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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星輝夜」 籌款晚宴3 . 1 2登場
  陳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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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地伴我行」歡迎讀者提供照片。煩請寫下姓名、拍攝

日期、所在城市並郵寄照片至中僑互助會出版部（見下面地址）

，註明「中僑新天地收」，或電郵至publications@success.bc.ca。
本刊保留刊登與否的權利。照片恕不退回。◇

本報讀者Irene Au

攝於捷克首都布拉

格(Prague)舊城區

著名的查理大橋

(Charles Bridge) 

 

中僑會員新增購物及服務優惠

類別   商鋪名稱   商鋪地址及聯繫方式        優惠

財

務

明瑞集團

MERITIGROUP

本拿比  

4710 Kingway,
Suite 2133
電話：604-282-7258
www.meritigroup.com

‧ 為中僑會員提供

88折專業稅務服務

‧ 為中僑職員提供8折

專業稅務服務

‧ 為中僑商戶會員

提供免費稅務諮詢服務

籌備多時的中僑基金會年度盛事「中僑星輝夜」即

將在3月12日（星期六）晚假溫哥華市中心的Westin 
Bayshore酒店隆重舉行。這個大溫地區知名的慈善活

動每年都歡迎約800多名貴賓蒞臨，當中包括多位贊助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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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僑基金會籌款，以支持中僑互助

會各項欠缺政府資助或資助不足的重要社會服務。

今年「中僑星輝夜」的籌款目標設定為五十萬元。

善款將資助中僑互助會的重要社會服務，包括耆英及婦

女服務、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中僑心理熱線、中僑

青年領袖新紀元、家庭輔導服務、多元文化家庭資源中

心等等。

韋綺姍與你相逢
「中僑星輝夜」

「中僑星輝夜」內

容包括VIP酒會、現場及

無聲拍賣及慈善晚宴；

而晚宴後的表演節目更

是賓客們熱切期待的部

分。今年基金會邀請了

香港著名流行曲歌手韋

綺姍（Rita Carpio）蒞臨

演出。韋綺姍出生於音

樂世家，於1982年參加

了香港第一屆全球華人

新秀歌唱大賽，榮獲亞

軍。當年的冠軍便是已

故樂壇大姐大梅艷芳。

韋綺姍擁有一把嫵媚動

人的天籟之音，與老拍

檔蔣志光合唱

的《相逢何必

曾相識》更是唱得街知巷聞。

當晚韋綺姍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以外，亦會演繹多

首中、英文金曲，帶給賓客一個既溫馨又難忘的晚上。

此外，本地著名樂手Federico Fuoco將會擔當開場表演

嘉賓，帶來熱情歌舞。

籌款晚宴餐券票價分別為$398及$558兩種，另設

$8,000十人貴賓席。部分票價可獲退稅優惠。購買餐券請

電604-408-7228或瀏覽網址www.successfoundation.ca。

此外，「中僑星輝夜」無聲拍賣

展覽館贊助Lugaro Jewellers再次慷

慨解囊，捐出名貴勞力士Datejust腕
錶一隻作特別籌款獎券的大獎，希望

為中僑籌得更多善款。獎券只有188

張，每張$100，多買多中獎機會。抽

獎將於3月12日晚「中僑星輝夜」中

舉行。希望大家能支持購買獎券。    

Lugaro Jewellers籌款獎券和中

僑慈善獎券現正在中僑基金會有售。 

歡迎致電604-408-7228查詢或購買，

或參閱網頁www.successfoundation.
ca。◇

Lugaro Jewellers 籌款獎券 
      頭獎勞力士名錶

Federico Fuoco

韋

綺

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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