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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炳超聯合會計服務 
有限公司

BING C. WONG & ASSOCIATES 
ENTERPRISE LTD.

ACCOUNTING, TAXATION, CONSULTING,  
BUSINESS IMMIGRATION

＊處理各種個人、公司稅務問題
＊個人、非居民、公司報稅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黃炳超
BING C. WONG, PRESIDENT

黃紹華
GLEN J. WONG  B.A., C.P.A., C.A.

Tel: 604-682-7561    Fax: 604-682-7665    E-Mail: glenwo@aol.com
4919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V5W 2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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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群好 敬賀

自強不息   

   精益求精

許振亞牙醫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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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Lau 敬賀

IRIS Optometrists Opticians

專 業 眼 科 光 學 醫 生
為您提供最佳視力服務

＊多款名牌眼鏡及隱形眼鏡，以供選擇

＊請電預約全面視力及健康檢查

Tel: 604-273-0555
Dr. Grace Tsang        

Optometrist

曾蕭麗美

Dr. Desiree Lui

Optometrist 

呂韻芝

Dr. Chiann Yang

Optometrist

楊絲茜

Lansdowne Centre 
#413 –5300 No.3 Road, Richmond

E-mail: iris642@iris.ca    Website: www.iris.ca

高質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SUPERSTAR AUTO REPAIR CENTRE LTD.

#100 –11451 Bridgepo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T4
Tel: 604-278-9198   Fax: 604-278-1108
E-mail: superstarautorepair@yahoo.ca

東一街牙醫診所
         為社區服務超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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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 Home Staging

#3 - 13890 104 Avenue, 778-395-0222
2111 Kingsway, 604-717-1198
12120 Bridgeport Road, 604-370-2256

#2260-3700 No.3 Road, Richmond (八佰伴二樓)
Tel︓604-273-9812

Email︓parkpacific3700@gmail.com

啟迪民智
列治文保康藥房 敬賀

嘉 言 遠 播

溫哥華
3355 Kingsway
電話：604-434-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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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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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A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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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健康  服務社會
*免費長者流感疫苗注射
*提供帶狀皰疹疫苗注射
*免費血壓測試︑血糖測試機使用

服務大溫地區超過
40年 用藥醫病用心醫人

長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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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治文新城市廣場超市2000側）       

自然動力 養生妙品

專  營
美國野山花旗參、頂級印尼

燕窩、北海道剌參、特級花

膠、海味、韓國高麗紅參及

養生健康食品。

‧特聘國內名醫全日駐診
 ‧大溫四家分店竭誠服務社群

MJ Health Clinic 康得中醫 養生診所

                               李健雄 Michael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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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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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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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社群

分  店
557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Tel：604-322-6588
Fax：604-322-6501

 Victor Law 羅家亮 Pharmacist 藥劑師
總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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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糖／血壓測量
精通國︑粵︑英語
詳盡解答藥物疑問
提供個人藥物記錄
提供方便藥物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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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膠是一味常用的具有滋補功效的中藥，

它並非草藥，而是動物性的藥味。傳統的製造

方法是用山東一個名叫「阿井」的山泉水，煎

熬當地的驢皮，所得的動物膠質，凝固之後成

塊狀供藥用。許多人都知道，阿膠是女性常用

的中藥，因為它不但有滋陰、補血的功效，而

且能滋補、養顏、養神，所以在婦科疾病中，

多用阿膠為主藥，即使平時用作養生食療，都

有益處。但阿膠並非如一些人所說，只是婦科

用藥。

阿膠能加強身體抵抗疾病的能力，許多人，

尤其是長者、小孩、不論男女，很容易感冒、發

熱不退，即使退熱之後，各種症狀依然不減。例

如咳嗽、不思飲食、倦怠、無精神、口乾渴、夜

多汗，甚至低熱連續不斷……中醫辨證是陰虛火

旺、肺陰不足。有些長者更頻頻感冒復發，衰老

變得更快。上述症狀可用阿膠作為調理的主藥︰

阿膠三錢、高麗參三錢、五味子五分，加水一

碗，隔水燉四小時服用。(請教中醫師服用)

或採用食療的方式︰阿膠三至四錢、糯米適

量。將糯米先煲成粥，然後將阿膠打碎，加入粥

內慢慢攪動，宜至融成一體食用。亦可加蜜棗數

枚，每星期服食二至三次。對於上述肺陰虧損、

脾虛、氣血衰弱、倦怠、納呆、易患感冒、夜汗

多、手足心熱的患者，作調理身體之用。如有納

呆、胃脹滯者，可加入淡魚古(即墨魚骨)及四分

一個舊陳皮同煎。

阿膠的滋陰補血功效對治理各種婦科病確有

其獨特功效。例如女性血枯、血痛症、月經不

調、妊娠墮胎、不孕等。

古方有「膠艾湯」，專治女性一切血陰不足、經期不準、經期

腹痛、經水淋漓及產前後各症。方為阿膠、芎藭、甘草、艾葉、當

歸、白芍、乾地黃、煎湯服。(請教中醫師服用)

婦女收經前後常有各種血陰虧損、虛寒氣滯的腹痛，甚至崩、

漏等症。阿膠作為一味主藥，有非常明顯的功效，所以上述的古

方，被稱為治理「婦科百病」的主要方劑。由於此方性質溫和，只

要能運用辨證論治的方法，用作治理各種婦科疾病都有功效。◇

   陳慧敏醫生

   高岐臻中醫師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李麗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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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延伸閱讀

阿
膠
的
食
治
功
效

網 球 肘

  潘錦興藥劑師

關節炎止痛藥膏
APEAZ    Cream

42     2019年2月

健 而 康

許多醫學名詞常有

俗名，讓人更易理解，

就以十分常見的筋、腱

與軟組織問題，就有五

十肩、網球肘、媽媽手

等各種稱謂。從它們的名字，可以想像到，成因

包括退化與勞損。醫生在為病人治療的過程中，

可以乘機利用俗名來解釋病理，除了藥物與物理

治療，切勿忽略日常生活的調適，否則會影響療

效，亦有機會復發。

網球肘的名字，令人有個錯覺，以為只有打

網球才會遇上，其實臨床經驗顯示，最常因此病

而求診的，不是網球運動員，而是家庭主婦。

而另一些持板或持工具的運動員與工匠，如乒乓

球、羽毛球、油漆匠等，都有機會患病。

出事的部位當然是手肘，而且以經常用力的

右手較多。典型的病徵是在做某些動作時，手肘

側某一點就會十分痛楚。嚴重的連扭毛巾也有困

難，影響日常生活。傳統課本說，打網球時的反

手動作最易導致此病。筆者不懂得打網球，不過

有精通網球的同行告訴我，打球姿勢不正確，才

會導致勞損。

網球肘的正式名字，是肱骨外上髁炎，即上

臂伸腕肌的「腱」發炎。腱，即肌肉末端連接骨

的部位，在肌肉運作(收縮)時難免會受到磨擦，

倘若動作突然(或欠熱身)、過分用力，或長期重

複，都能令肌腱勞損，甚至腫脹、疼痛，即發

Tennis elbow
https://www.nhs.uk/conditions/tennis-elbow/

炎。

要避免勞損肌腱，最重要當然是要注意休

息，當肌肉發出已經疲倦的訊號，就要稍作休

息，這樣不僅是要讓肌肉與肌腱「回氣」，也可

避免受傷。

到網球肘出現，身體已在發出「投降」訊

號，表示已過勞。所以治療網球肘不可僅以「止

痛」為目標，而是要防止惡化。病人切勿但求止

痛，畢竟痛楚是身體的自我保護機制，當某些動

作帶來痛楚，身體便會自然停止。倘若止了痛，

有恃無恐地過分操勞，就只會對肌腱造成更大傷

害，更難以復原。

醫生處方的止痛藥，既止痛也有助消炎消

腫。物理治療方面，可包括冷敷、電療、超聲波

等。針對無力的肌肉，物理治療師會建議一些強

化肌肉運動，或也會建議拉筋動作。至於日常生

活，要多加留意，避免令肌肉過勞的動作與姿

勢，例如可以用「搾水」的方法來代替扭毛巾，

上市場時，要用手推車代替挽菜籃，還有是宜選

用較輕的菜刀及工具等等。

肌腱康復需時，不過不用擔心，大部分病人

都能完全復原。◇

關節炎是任何

影響關節的疾病，

它有很多種，最常

見的是骨關節節炎

(osteoarthritis) 和風
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女性患
者比男性為多，尤其是體重超標人士。

骨關節炎的症狀是關節間痛楚和僵

硬(尤其是早上起床時)，患處可能呈現

紅色，不正常暖或熱的感覺和腫脹。受

影響關節更會因而減少了正常的活動能

力和範圍。骨關節炎的成因多是隨著年

齡增長，骨間的軟骨 (cartilage) 減少，使

骨與骨互相磨擦，造成疼痛。

風濕性關節炎則是由於身體的免疫

系統出毛病，攻擊本身的組織，造成骨

節變形和痛楚。症狀如感覺疲倦、失去

胃口，亦可能使血液中的紅血球流失，

造成貧血。

關節炎通常在60歲左右發病，醫生

可能會建議使用口服藥物如 tylenol，亦
會用一些外用止痛膏。有些食物應盡量

避免或減少食用，例如糖、紅肉、煎炸

類、芝士及高脂肪奶類食物。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全新快速奏效

的關節炎止痛膏 Apeaz，它的主要成份有
冬青油30%，專用來消腫、消炎，更可減

低關節痛、肌肉痛和神經痛。樟腦4%和

薄荷醇10%，用來增加藥物塗在皮膚後的

滲透作用，亦有輕微止痛和麻醉作用。

由於 Apeaz 的特殊設計和成份，使
它塗在關節炎患處，便會在數分鐘內直

接滲透到受影響地方，即時產生效果，

而且可以持續數小時，亦可減低關節間

腫脹、僵硬，進而提升關節的靈活力。

Apeaz 藥膏毋須醫生配方亦可購得，
用法十分簡單，只需在疼痛的關節間塗

上少許，很快見效。每天不可塗多過3至

4次，12歲以下小童不可使用。若皮膚有

過敏的話，便應立即停止使用，到醫生

處就診。◇



    

骨關節炎的治療

醫學新知

春節傷肝「能手」

   (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是註冊非牟利團

體，藉著教育、支援及倡導，提升加

拿大全體國民的身心健康。)

       網址︰www.healthleader.ca 

   馮耀楷藥理科博士

骨關節炎

是最普遍的一

種關節炎，患

者骨骼的軟骨

退化，令關節

出現疼痛，行

動受到影響。骨關節炎可以影響到手、脊

骨和膝蓋。年齡較大、身材較胖的女性會

更容易患上。

骨關節炎的治療：

如骨關節炎引起關節痛，家庭醫生一

般會用 Tylenol、Celebrex 等止痛藥，可
能會轉介物理治療或骨科醫生。嚴重的可

能要在膝蓋注射藥物。有些醫生會介紹你

服用氨基葡萄糖 (Glucosamine)。

氨基葡萄糖對骨關

節炎有幫助嗎？

美國曾做過兩個實

驗，一個是為期半年的

大型實驗，將1583個成

年人分為四組：第一組

每天服用氨基葡萄糖

500mg，每天三次；第
二組服用軟骨素 (Chon-
droitin)，每天三次；第
三組兼用兩種，每天三

次；第四組服用 Cele-
brex，測量其膝蓋疼痛有沒有減低20%。
結果發現最有效的是 Celebrex，其他兩種
都無甚幫助。

另一個美國的實驗有572人參與，為

期兩年，參加者也是分為四組，服用的

方式跟前一個實驗相同。兩年後接受X
光檢查，發現脛股關節間的空隙並無減

少。基於美國的研究報告，一些醫生可

能認為氨基葡萄糖沒有幫助。

另一個研究是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展開

的，參加者每天服用氨基葡萄糖1.5g，為
期三年，最後發現發現脛股關節間的空隙

減少，疼痛也減低了。

因何美國與歐洲的研究會有差別呢？

推想是美國的研究較短(兩年)，歐洲的有

三年。美國用的是氨基葡萄糖鹽酸鹽，每

天三次，有些參加者可能忘記服用。歐洲

用的是氨基葡萄糖硫酸鹽，每天一次，較

易記得。

據此得出的研究結果顯示，氨基葡萄

糖對膝蓋的骨關節炎是有幫助。假如你開

始有膝蓋的骨關節炎，可以嘗試服用氨基

葡萄糖兩個月。氨基葡萄糖沒有甚麼副作

用，但如果你有服用稀血藥物則要先與醫

生商量。

另外由於氨基葡萄糖用蝦殼提取，如

對蝦有敏感的人需要特別小心。◇

春 節 期

間，見得最多

的、最能直接

禍害肝臟的「

傷肝能手」，

卻是以下這幾位。

      傷肝一把手：美酒

酒精絕對是傷肝頭號能手。肝臟處

理過量酒精時，正常的肝臟功能便會受影

響，導致化學失衡。

如果肝臟的酒精排毒工作負荷過重，

肝臟細胞便會受損或改變，導致脂肪積聚

(脂肪肝)，更嚴重者，會引致發炎(酒精

性肝炎)，甚至永久結疤(肝硬化)。

由酒精誘發的肝病，最終可以演變成

肝癌。

      傷肝二當家：脂肪

除非是素食者，否則節慶期間免不了

高脂肪的飲食。雞鴨魚肉的肥鮮材料加上

煎炸燜炒的烹飪方式會令體內的脂肪快速

積累。當你攝取的脂肪多過身體所能應付

時，肝臟便會積聚脂肪組織。

雖然單純性的脂肪肝不會令肝臟受

損，如果每日積聚多一點，對肝臟健康的

威脅就會多一分。像所有的慢性肝臟疾病

一樣，脂肪肝也會發展至肝硬化甚至肝癌

的。

      傷肝三丫頭：甜食

不要以為只有肥鮮肉禽會令脂肪積

聚，糖份也會在體內轉化為脂肪。當然

我們的身體需要糖份提供能量，適量甜

蜜是好的，可是吃得多就不好了。過量

糖份與過量脂肪與酒精一樣，都會導致

肝臟內脂肪的積聚。

      傷肝四幫兇：香煙

香煙包括電子煙都在制造過程中添

加化學品，當中不少含有致癌物質。吸

煙不只傷害肺臟，更可增加肝臟的負

擔。如果有乙型或丙型肝炎，吸煙會增

加肝癌的風險。如果有肺病，當肝病惡

化至肝硬化和肝衰竭時，能成功地接受

肝臟移植的機會很低。◇

2019年2月      43



醫 學 漫 談

傳統少林功夫
原始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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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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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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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疑難病痛功夫氣功治療快速見效

522 Kingsway, Van., B.C. (鄰近聖約瑟醫院)

Complete Dentures, Partial Dentures, Overdentures

All Dental Plans Accepted

Peter S.J. Oh
Denturist

假牙診所專業假牙服務 耆英優惠

歐紹俊 註冊假牙師

● 全新假牙 ● 牙托換底 ● 假牙維修

● 牙托調校 ● 手工精細 ● 免費查詢
國、粵、英語服務

無需牙醫介紹 604-709-6226

鍾廣平中醫館
鍾廣平高級中醫針灸師主診

統理內外婦兒全科及

針灸推拿跌打傷科

中國中西醫全科畢業

原中國廣州市東升醫院主治中醫師
加拿大卑詩省註冊高級中醫針灸師

中醫奇難雜症、皮膚雜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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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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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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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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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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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辦公樓下層地鋪，交通方便，天車及巴士410、430、407皆可到達。

◆

診症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30至下午6：30      

逢星期日、一休息，敬請預約 约

温

150-5780 Cambie St (Cambie St. and 42nd) Vancouver BC
allnaturalchinesehealth@gmail.com  www.wendysacupuncture.com    

温糖尿病、高血壓、心腦血管病、陽痿早洩、婦科病尤其子宮肌瘤、
失眠及關節炎患者的福音。多學科高尖端技術，不打針、不服藥、

不針灸推拿，效果顯著  。 詳情查詢：604-600-5658              

華夏東方醫學中心 
All Natural Chinese Health Clinic Ltd.         

華夏中醫針灸

濕疹  (ec-
z e m a )

或稱為「異位

性 皮 膚 炎 」

(atopic dermati-
tis) 都被用形容

皮膚發炎，是頗

常見到的皮膚病之一，嬰兒、中年、耆

英都會罹患。主要症狀有片狀皮損、瘙

癢及發紅，甚至出現皮損區增厚、水疱

及潰瘍。

患者體內  IgE 和  IgA 免疫協調失
衡，加上後天外在環境的致敏原，引發

外皮層產生的發炎。分類如下：

1.接觸性濕疹：是由接觸到某種刺激

物引起，例如有毒常春藤、洗衣及清潔

用品、橡膠、金屬、珠寶、香水或化妝

品。

2.神經性濕疹：是由較緊衣服磨擦或

割傷、手指甲抓傷、大毛巾擦傷皮膚。

3.脂溢性濕疹：嬰兒的頭皮會出現

剝脫的鱗屑，俗稱搖籃帽，是瘙癢的皮

疹和脫髮。在鼻子兩旁、眉毛之間，耳

朵後面、或胸骨上方處常到油脂性的鱗

屑。

4.鬱滯性濕疹：患者的雙腳踝部位的

皮膚變成紅色或棕色、變厚

和發癢，是由於皮下組織的

液體的逐漸儲積而誘發。

5.萎縮性濕疹：常引起

皮膚瘙癢、變厚、開裂、常

見於膝蓋後部或肘關節彎曲

處，有遺傳性和過敏反應。

濕疹是常見的皮膚病，

天氣改變容易濕疹發作，濕

疹會非常痕癢，影響學業和

工作。誘發因素多變，天氣

轉變。飲食不當或精壓力而

加重。

濕疹患者須戒吃食物，

如牛奶、雞蛋、海鮮、牛

油、燒鴨、燒鵝、芒果和菠

蘿。忌食辛辣食品：例如辣

椒、香料和酒精。每天宜進食瘦肉和新

鮮蔬菜，直到病情好轉。

  預防濕疹

洗澡時使用溫水，非熱水，並用毛

巾洗去臉上或雙腿部的死細胞，梘要用

溫和，含脂肪多的，如 Basis 或 Dove。
不要用太熱的水或鹼性強的梘洗身

體。浸浴會使皮膚變乾，用毛巾拍乾身

體，每天兩次用潤膚霜。

導致濕疹發作的誘因很多，盡量少

接觸汗液、洗潔劑、塵埃、花粉等。

成年人剃鬚也有影響，應用濕毛巾

敷在臉部數秒，以軟化鬍鬚。電動鬚刨

也一樣刺激濕疹。

化妝品要與皮膚類型相符，油性粉

底適用於乾性皮膚；而水性粉底則利於

油性皮膚。

 治療濕疹

含類因醇的藥膏，最能舒緩痕癢和

使受損處痊愈。不宜長期使用，令皮膚

變淺色和單薄。

盡量不要抓搔患處，可以隔衣服再

抓。盡量修短手指甲和腳趾甲，睡前要

戴上手套和穿上袜子，防止睡著了，不

自覺的搔癢及損傷皮膚。

頭皮若受感染，請試用含藥性成份

的洗髮水。

穿衣宜穿手感柔軟的純綿質衣服，

以防過度出汗。

避免使用羊毛地氈、床褥、衣服及

刺激性太的梘和洗滌劑。

可以偶而使用非處方的抗組織胺藥

丸，例如：Aerius 或 Reactin 來緩解痕
癢。若濕疹感染嚴重，家庭醫生會用處

方抗生素治療法。

使用日光或人工光線治療濕疹，適

宜於短期使用，避免產生副作用。◇

  陳兆淦醫生

濕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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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社區服務最新收費課程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地址︰溫哥華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60

《中僑新天地》訂閱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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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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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中僑新天地˙加入松鶴之友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參加表格

永久會籍費用：

二星會員    二十五元 □

三星會員      五十元 □

四星會員      一百元 □或ˍ元

姓名：

（中）ˍˍ

（英）ˍˍ

性別：ˍ  年齡：ˍ

地址：ˍˍ

      ˍˍ

郵編號碼：ˍ 電話：ˍ

電子郵件：ˍˍ

（參加松鶴之友可獲贈中僑互助會一年會籍）

會費將用於支持《中僑新天地》出版經費

請將本參加表格填妥，連同支票寄往：SUCCESS Evergreen News Club, 28 W.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寫SUCCESS。查詢電話 604-408-7269 或 publications@success.bc.ca。

   番書仔

語 文 樂 園

祝賀用詞春聯配對

華埠耆英聯會耆英英語組
      （歡迎中途加入）

    華埠耆英聯會興趣組

乒乓球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二及五下午12:30至下午4:30

卡拉OK演練組(每次$1)

逢星期二下午12:30至下午4:00

民族健康舞組(每次$1)

逢星期三上午10:00至上午12:00

六通拳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三下午1:00至下午3:00

粵曲組(每分鐘$1)

逢星期三下午1:00至下午4:30

書法班(每月$30)

逢星期四上午9:00至11:00

歡樂園地歌唱組(每次$1)

逢星期五下午12:30至下午4:00

國畫班(每月$15)
逢星期五上午10:15至上午11:45

(參加者須為中僑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會員)

   俆一知

答 案

費用︰全期3個月連講義費共$39，
      或每月$15加$5講義費。

AME班（粵語教學）

日期：(1月至3月)

      逢星期三及五

      上午11:30至下午1:00

AMC班（粵語教學）

日期：(1月至3月，1月2日開課)

      逢星期三上午9:45至11:15

      及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中午12:00

PMD班（粵語教學）

日期：(1月至3月)

      逢星期一上午11:15至下午12:45

      及逢星期五上午10:00至11:30 

1. 表演成功 
     Break  a  leg  in  your  performance.
    

2.一帆風順
     Good  luck  in  whatever  you  do.
      

3.成績超越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chievement.
     
4.馬到成功 
     Wishing  you  every  success.◇

甲組上聯，乙組下聯，請代為配對。

       甲組

1.  瑞氣臨門早  

2.  梅花開五福 

3.  年豐人增壽

4.  門庭多喜氣

5.  春風添雅意

6.  雲霞出海曙

7.  江山添秀色

8.  天增歲月人增壽

9.  千條綠柳迎春舞

10. 紅梅乍綻知春早

11.  青松翠柏送寒去

12. 春來芳草依舊綠

13. 舊俗已隨舊歲去

14. 中華兒女氣蓋世

15. 五湖四海家家樂

       乙組

A. 歲月賦詩情

B. 白雪初融兆豐年

C. 時到梅花自然紅

D. 竹葉報三多

E.  梅柳渡江春

F.  新風應逐新年來

G. 春早福滿門

H. 白雪紅梅迎春來

I.  春香及第先

J.  山水遍春光

K. 大地發春華

L.   春滿乾坤福滿門

M.  炎黃子孫志超群

N.  萬紫千紅處處春

O.  滿樹紅梅帶雪開 

1.(I)     2.(D)    3.(G)    4.(J)     5.(A)    6.(E)    
7.(K)     8.(L)    9.(O)    10.(B)    11.(H)     
12.(C)    13.(F)   14.(M)    15.(N)

(更正︰上期本欄禮儀用語內容取自網絡，作者並非阿濃，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Greener  pasture  in  your  next  career.

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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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蘇哥哥   

   圖：梁小燕創作室  

幼  吾  幼

隌水底世界

Shelly 

46     2019年2月

這一兩年加拿

大政府在打

壓房價，好多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用來投

資的房子，不是繳空屋稅就是國內款項

無法匯出，間接影響了一些國內來的移

民。

我周遭有些朋友及學生家長，一旦

取得了加拿大護照，索性回流中國，小

朋友則送往有雙語的學校。

有沒有影響加國的經濟我不知道，

但我的學生每年的確少了幾位。還好我

不是以教畫維生，對我的影響並不大，

只是我會掛念這些已經上了兩三年課的

學生。

陪讀媽媽

他們剛來的時候，像一張白紙，我

慢慢地一筆一畫的教他們，如今回到國

內，若沒有繼續拾筆作畫，對學生來說

也許是解脫，少了一門課外才藝課，但

是對家長來說，這幾年車子來來回回的

接送，所花的金錢與時間，這全拋進了

大海。「回流」其實不但考驗了學生，

也考驗了家長，不知是對還是不對？這

些孩子回國能適應嗎？

還好今天談的是 Shelly 劉雪麗，她
是個陪讀媽媽，女兒還有三、四年才上

大學，自然不受打壓房價的影響，她更

不是房地產投機客，但只要小孩子上了

大學也可能要回國。

Shelly 非常上進，她會利用
女兒去學校上課的時候，去上

英文，一個星期來我這裡學習國

畫。以前她學過油畫，有藝術的

底子，雖然中西畫不同，不過她

學起畫來還挺帶勁的。她經常會

借畫冊回家練習，也會看著照片

寫生，是個不可多得勤奮的好學

生。

在國內她學的是工程，所以

做人做事作畫也是一板一眼，剛

來上課時她不苟言笑，不知是緊

張，還是我不近人情？但我自知

對學生是沒有威嚴的呀？還好現

在好多了，我倆已能談笑風生。

記得她剛開始畫紫藤花時，

花瓣排列整齊一致，花朵像軍人

操練排排站，工工整整的三角形

造型，我還真有點訝異，我可不

是這樣教啊？

還好幾堂課下來，疏密、長

短、濃淡等作畫的須知，她已漸

漸地能掌握了，這就是勤能補

拙，工夫是練出來的，哪怕是天

才也需要動手。◇

我從陸上世界

進入水底世界

噢，這裡是多麼寧靜

沒有轟轟的車聲

沒有喧嘩的人聲

一個絕對和平的環境

我從陸上世界

進入水底世界

噢，這裡是多麼美麗

有那麼多不同的形態

有那麼多不同的色彩

一切是那麼可愛

我從陸上世界

進入水底世界

噢，這裡充滿生機

大家都有生活空間

找到足夠的食物

找到合拍的玩伴

朋友們，我會常常來探看。◇

Victor  Han (12歲)

Victoria  Huang (8歲)

   張麗娜 



陳大同先生夫人

張安德先生夫人（香港）

全加開平總會館

溫哥華客屬崇正會

卑詩省山東同鄉會

加拿大東莞同鄉會

加拿大禺山總公所

張國偉特許會計師

梁淑微特許會計師

梁詠恩特許會計師

歐陽亦芃資深特許會計師（退
休）

歐陽張錦端女士

威信會計師樓

劉國藩先生夫人

阿濃先生夫人

章志實先生夫人

陳少鎏先生夫人

黃振鍊先生夫人

葉榕溪先生夫人

吳景俊先生夫人

廖約翰先生夫人

區發先生夫人

區心明女士

陳橋先生

譚佐治先生

梁鴻岳先生

盧勁純先生

王樹德女士

陸碧瑜先生

鄧愛玲女士

Hillcrest華人耆英會

南溫華人耆英會

嘉齡藥房

伍穎漢醫生

東一街牙醫診所－許振亞醫生

Grace Dental Centre

Judith Acu-Herb Clinic

鍾廣平中醫館

廣慈中醫診所

曙光中醫館

胡咪咪中醫針灸師

張嵐中醫針灸推拿

新威中醫診所

本草堂蔘茸國藥行

小太陽教育中心

大光圈—Jacky Ko

花中情花店

樂園盆栽

合誠車身修理

百家店(香港仔)燒臘肉食公司

好好豆品專門店

加拿大東西方旅遊公司

嘉信旅遊

溫哥華燕鳴粵劇團

JFV Service Company Ltd.

Vietnam House Restaurant

永寧彩色印刷

McFairview Printing Ltd.

列治文帝國中心報攤

華蕭祥麟女士

梁淑貞女士

徐耀華先生

袁紹蘭女士

鄭渭潮先生

黃志光先生

Adrain Lee, CA

鄧文輝先生

何永強先生

沈彩萍女士

姚慶熙女士

鍾朝章先生（安省）

May Lowe（温尼辟）

John Leung（卡加利）

Chieu K. Connors（美國加州）

張一程先生夫人（美國伊州）

Dr. Audrey Lam（美國費城）

Queenie Teller（美國佛州）

有名氏

梁佩賢女士

簡顯昊先生

董石麗貞女士

王范桂香女士

王慧玲女士

王志堅先生

王志學先生

黃温靖淩女士

葉翠娥女士

馮瑞深女士

馮偉安先生

林孔先先生

林炳光先生

歐陽煥萍女士

冼陸艷顏女士

盧余佩英女士

何繆默然女士

潘陳妙瓊女士

程宗慧女士（蘆卉）

梅美賢女士

李倩芬女士

唐瑞英女士

關琼珍女士

李蘇英女士

陳國勳、陳李武嬌夫婦

葉榕湋、葉盧琳夫婦

陳流光、周愛琴夫婦

Georgia Kwok

Sharon Li

Betty Lowe

Joyce Chiu

Connie So

Linda Sun

Linda Sam

Lisu Ma

Eddie So

Loretta Au

Josephine Poon

同敬賀(排名不分先後)

賀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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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惠嫻

胡民英

張錦儀

馬居雄

雷孝平

羅豔貞

黃寶慶

趙八妹

趙豔玲

張轉雅

李麗儀

李順琼

譚美芳

黃其超

周如欣

司徒舜

司徒佩英

何愛嫻

黎燕鳴

梁婉嫦

曹德秀

陳泰壽

蔡依珊

吳惠芳

林慧嫦

梁美德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陳國燊、鄭丹露夫婦敬賀
中僑列治文華人耆英會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順領民情

成就非凡

曾順成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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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化傢俬
Unit 408-410, 5300 No. 3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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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778-297-7182

Ulferts Furniture (Canada) Inc.

長城燕窩參茸海味行
總代理「天然」牌一系列自然產品

地址：溫哥華域多利街5838號   電話：604-322-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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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治文帝國中心 #1270 - 4540 No. 3 Road,
Empire Centre, Richmond.  Tel: 604-232-1681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力爭上游
Ellen Yip 敬賀

眾志成城
     萬眾一心

夫婦敬賀

推陳出新
    饒有別致

李光澤、李黃惠芳夫婦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社會明燈
譚壯凌、譚鄭瑛玲夫婦敬賀

萬家傳誦

    雅俗共賞

中僑三聯市耆英友社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三十四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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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黎曼純 致意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陸玉荷 致意

大雅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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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獲撥款2240萬元
為準移民提供登陸前服務

(後右二起)中僑

主席楊子亮、周

潘坤玲、胡森及

(左一)中僑理事

會秘書鄧安怡與

新移民合照。

中僑卑大研究
移民參與程度

文與圖︰盧炯燊

胡森(左)

在周潘坤

玲陪同下

與參加座

談的新移

民互動

中僑互助會獲聯邦移民、難民及

公民部撥款2240萬元，未來四

年用在全球準移民抵埗前安置服務項

目 (pre-arrival settlement services)，中僑

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表示歡迎。

聯邦移民、難民及公民部長胡森

(Ahmed Hussen) 1月3日來到中僑華埠社

會服務中心宣布，從今年1月1日開始至

2023年，向全國提供抵埗前服務的機構

撥款1.13億元，其中中僑獲2240萬元。

胡森指出，中僑是全國4個最主要機

構之一，向獲批准移民的人士，在抵埗

前提供有關訊息、培訓及轉介等服務，

在移民未抵埗前即獲幫助，對他們未來

能夠成功融入新環境具有重要影響。

至於最新撥款，可讓中僑等移民服

務機構，鼓勵新移民在未抵埗前先申請

專業認證，以及開始利用聯邦及省政府

提供的安置服務資源。

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指

出，中僑在2008年即已開始在海外提供

抵埗前服務，至今已有14.8萬名新移民

使用該項服務。

她表示，中僑北京、台北及首爾均

設有提供抵埗前服務辦公室，而移民

部的撥款，再次確認抵埗前工作的重要

性，使中僑在未來4年不再需要年年申請

撥款。

她又說，有關撥款亦能加強提供網

上服務，使全球的準移民均能透過網上

服務，提前掌握未來在加拿大的就業機

會，以及如何取得證照等訊息。

胡森在正式作出撥款宣布前，還出

席了中僑為新移民有關抵埗目標的座談

會，並與這些新移民互動，了解他們在

英語提升，專業認證等服務的需求。◇

新移民離境前諮詢服務 (Active 
Engagement  & Integrat ion  Project 
，AEIP) 是加拿大最大的入境前新移民

安頓服務項目之一，而中僑是 AEIP 機構

之一。

自2008年以來，中僑已為14,800多

名來自122個國家和地區的新移民提供服

務，並且先後在北京、台北及首爾設有

服務中心，使新移民能夠在抵達加拿大

前為其生活做好準備。

服務對象包括已獲得加拿大移民、難

民及公民部 (IRCC) 批准的永久居民、等

待體檢和正在辦理無犯罪記錄的人士。

服務內容包括：1.離境前講座︰提

供涉及加拿大歷史、文化和制度。2.主

題講座：包括就業、教育、醫療、交通

系統等主題。3.個人及家庭輔導︰海外

資歷認證、抵加後服務。4.連接當地社

區。

中僑這個海外計畫，幫助已獲批准

移民加拿大的人士，在登陸前就可在原

居地藉著離境前說明會、專題講座、以

及一對一的諮詢服務，幫助他們盡快在

加拿大順利安頓、適應以及融入當地生

活。

對於有個別問題的新移民，中僑的

海外服務中心會提供個別諮詢，之後以

電子郵件、電話、或視訊會議等方式作

為個案追蹤，同時依照個人不同的需求

而建議不同的計畫或服務。新移民將會

得到必要的資訊，加強融入加拿大社群

的能力。◇

中僑三海外辦事處助準移民
你是否認為政治是無關重要、枯

燥無趣？你是否覺得政客對你不聞不

問？如果你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肯定

的，並且是居住在大溫地區、年滿18

歲的移民，我們想聆聽你的心聲。

中僑互助會與卑詩大學 (UBC) 正
聯合開展一項研究，了解加拿大移民

的參與與疏離度。我們將會作保密的

訪談，你提供的信息都是匿名的。為

感謝參與這次研究，凡參與者會收到

一張價值$35的禮品卡，如有需要，將

提供其他語言的傳譯及支援。

有意參與者或對該研究有疑問，

請登入研究網站 https://engagemetro-
van.ca或發電郵至 sara.pavan@ubc.
ca，或致電︰604-706-0399。這次研

究的首席調查員為Richard Johnston教
授，電郵 richard. johnston@ubc.ca，電

話︰604-822-5456。◇

胡森宣布向中僑撥款2240萬元

中僑在北京的服務中心為準移民舉行講座

中 僑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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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華埠耆英聯會

停止運作安排退款

中僑社區培訓中心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
歡迎致電 604-408-7260 預約

中僑會員踴躍接受免費報稅服務

中僑互助會由3月1日(星期五)起至5月4日(星期六)

，分別在溫哥華、列治文、本拿比、三聯市及素

里服務中心，免費為中僑會員提供報稅服務，並由1月

21日(星期一)開始至2月28日(星期四)下午4時半接受預

約。

預約請親臨中僑溫哥華服務中心(溫哥華片打西街28

號)或請電︰604-408-7260。預約時請準備中僑會員證

或會員號碼。

接受免費報稅服務，須符合以下條件：

必須爲中僑互助會會員(非會員可即時在報稅中心登

記成爲會員，享用會員服務及優惠)；

報稅人士的收入只包括受僱工資、銀行利息、就業

保險金 (EI)、老人金 (OAS)、加拿大退休金 (CPP)、註
冊退休儲蓄計畫 (RRSP) 或註冊退休基金 (RRIF) 收入；
收入來源不包括租金收入、營商收入、股票、債

券、基金、分紅和資本增值收益等；

不適用於自僱人士或受佣金人士；

不適用於申報海外資產者；

不適用於已申請或正在申請破產人士；

不適用於已故人士；

單身人士全年總收入不超過$30,000，其中銀行利息

不超過$1,000；

報稅人士和配偶兩人全年總收入不超過

$40,000，其中銀行利息不超過$1,000；

單親家庭育有一名子女，全年總收入不

超過$35,000，其中銀行利息不超過$1,000；

每育有額外一名子女可增加收入$2,500。(例

中僑華埠耆

英服務聯會於

2018年12月20

日，假座華埠

一間酒家舉辦

「2018年聖誕聯

歡會暨秋冬季會

員生日會」，筵

開24席。聯歡會

由聯會主席葉承

基主持。

蒞臨嘉賓有中僑互助會創會

主席暨贊助人葉吳美琪、中僑互

助會及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

坤玲、中僑互助會項目總監鄭麗

珊、中僑列治文華人耆英會會長

白惠嫻及中僑三聯市耆英友社會

長廖美華等。

大會安排聯會義工上台接受

「Champion of S.U.C.C.E.S.S.」

頒獎，並安排多

項歌唱及舞蹈表

演節目，由各個

活動小組分別擔

任演出，獲得不

少掌聲及喝彩

聲，場面熱鬧，

會上並為中僑基

金會籌得善款

1288元。

聯歡大會之

壓軸幸運大抽獎，獎品豐富，皆

大歡喜。◇

聖誕會員生日聯歡

由2019年3月8日起，中僑互助會社區培訓中心

(「培訓中心」)，包括其所有在列治文 8111 Gran-
ville  Ave. 及溫哥華唐人街 28  West  Pender  St. 辦事
處的課程，將停止運作。這是基於對培訓中心未來

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而作出的艱難決定。我們感激

學生們過去對培訓中心的支持。 

若你已登記參加3月8日以後的課程，或你正在

參加一個伸延至3月8日以後的課程，請致電604-

408-7263內線3048或電郵至 alina.yang@success.bc.
ca 安排學費退款。
感謝對我們課程的支持。如有不便之處，深表

歉意。◇

如：單親家庭育有3名子女，全年總收入將不能超過

$35,000元+$2,500X3=$42,500)；
透過電話預約的合資格會員，請於報稅當天出示有

效中僑會員卡。

請帶同所需稅務文件，如2017年度報稅表副本，各

項入息證明文件如 T4、T4A、T4A(OAS)、T4A(P)，藥
物收據、捐款收據等，以作報稅。

個人報稅服務時間通常為一小時，家庭報稅為一個

半小時。◇

中僑菲沙服務中心

舉行「入籍法官與你

面對面」免費英語講

座，由入籍法官 Car-
ol-Ann Hart 主講。
內容包括︰加拿大

國籍的意義、如何融入

社區、加拿大入籍資

格、如何學習入籍考試

書等，並有問答環節。

日期及時間︰

2月20日(星期三)

下午1時至3時

地點︰中僑菲沙服

務中心，溫哥華菲沙街

(Fraser  St.) 5838號。
電話︰

604-324-8300

座位有限，須電話

預先報名。請攜帶加拿

大永久居民身份證明，

講座優先權給予楓葉卡

居民、受保護人士及住

家保母。◇

入 籍 法 官 講 座

中 僑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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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力行」 (Change-
ways) 是一班專業醫療人
員，包括溫哥華醫院及健康

科學中心、卑詩大學精神病

學部、心理學部的專家，在

1991年編寫的一套課程，讓

精神病康復者出院後繼續學

習調理身心的方法，之後一

直完善課程，成為預防性的

社區教育。

該課程可以協助對生活

態度有積極的改變；教你如

何處理憂鬱及焦慮情緒和減

低生活壓力的技巧；教你如

何面對生活危機和困境。

中僑互助會是全卑詩省

唯一提供「新思力行」華語

課程的社會服務機構，獲溫

哥華沿岸衛生局撥款，在列

治文提供服務，歡迎自由

報名或由家庭醫生、心理學

家、精神科醫生及社區機構

轉介，費用全免。

現於1月2 6日、2月2

日、9日、16日、23日、3月

2日及9日，共7個星期六舉

行國語班。

時間︰

下午1時至4時。

地點：

列治文加愛中心  (Car-
ing Place) 320室 (7000 Mi-
noru Blvd.,  Richmond)。
對象︰列治文居民。

有興趣者，請致電中僑

互助會輔導部查詢及報名，

電話：604-408-7274內線

2085鄧太 (Irene  Tang)。◇

新思力行國語課程
歡迎列市居民報名



           

題目︰

認識加拿大

兒童福利

內容︰

兒童福利金(牛奶金)

平價託兒津貼

其他卑詩省家庭福利

時間︰

2月13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

列 治 文 公 共 圖 書

館  2 樓

7700 Minoru Gate, 
Rmd.

查詢及報名電話︰

中僑列治文

服務中心

604-279-7180

題目︰ 

個人所得稅

申報須知

內容︰

申報項目

稅務優惠

海外收入/資產申報 

時間︰

2月20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題目︰ 

儲蓄未來︰

RRSP及

TFSA戶口

內容︰

註冊退休儲蓄計畫

免稅儲蓄計畫

註冊教育儲蓄計畫及

其他儲蓄工具

時間︰

2月27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員工 義工 住客 組隊大展廚藝

冧爭做廚神 緊張有趣

三位女將以「區區有營」勇奪廚神稱號

各院舍聖誕活動多姿采

各組參賽者紛紛挑選食材

中僑列治文免費國語講座

護理協會的員工及義工

為院友帶來聖誕歡樂涳

院友演唱「萬惡淫為首」

全部免費，名額有限，請預先電話報名。

 

鳴謝讀者捐助 松鶴之友 新會員

歡迎各界捐款資助《中僑新天地》出版，20元或以上可獲慈善退稅收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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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元︰陸玉荷

  1,000元︰葉榕湋

794.32元︰鄧略三家庭基金

     100元︰無名氏、陳李武嬌

       70元︰Peter  Lee
       20元︰Eva  Fung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張建成、張碧瑗、

   羅少英、陳維綸、

   陳黃麗芳、郭家彥、

   Kim  Wong、Brenda  Wong

 

為讓院友感受到一年一度萬衆，普世

歡騰的聖誕節的節日氣氛，中僑護理服

務協會的多個院舍分別於2018年12月19

日至21日舉辦聖誕節聯歡活動。

在多天的慶祝活動中，中僑護理服務

協會的全體同事及義工們都傾盡全力帶

領活動，總監江倩雅更親自率領一眾同

事走訪各院舍與大家一齊慶祝。

連日的活動，包括報佳音、聖誕老人

探訪、派送禮物及聖誕禮物抽獎等。

除了同事及義工參與外，在列治文

樂福苑的長者們更成立一個「千歲合唱

團」，在慶祝聖誕活動裡獻唱了多首聖

誕詩歌，為節日增添不少歡樂氣氛。除

了「千歲合唱團」，亦有熱心院友演唱

新馬師曾的首本名曲「萬惡淫為首」，

唱得又做得，引得各院友們開懷大笑，

是彼此間最好的互動。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樂群苑及張安德樂福苑的員工、住客

及義工們，1月23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廚神比

賽」。

「廚神比賽」是在2011年開始舉行，由

職員、住客及義工們混合組成參賽小組，透

過廚藝比拚及製作對長者富營養及健康的食

品，除藉此建立團隊合作精神外，還給住客

們一個別開生面的有趣及有意義活動。

今年的「廚神比賽」共有8隊參加，在李

國賢護理安老院的餐廳內舉行。比賽中，參

賽者按照指定食材，各展廚藝妙技，過程緊

張而熱鬧，一碟碟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呈現眾

人眼前。

經過一番較量後，各隊成績接近，對評判確是一個考

驗，但最終廚神亦告誕生，以一道「區區有營」奪得冠

軍，由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總監江倩雅負責頒獎。◇

為了讓住客能與家人一起感受節日

的歡樂，中僑護理服務協會更邀請長者

住客的家人一起慶祝及共用午餐。連續

數天的聖誕大餐，均由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的廚房部精心安排，完全適合長者們

的健康，其中火雞是聖誕大餐必不可

少，各長者住客及家人都吃得開心、愉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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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僑 基金會

2019年中僑星輝夜 晚宴餐券現正有售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僑星輝夜已成

為華人社區的標誌性活動。每一

年星輝夜吸引超過800名志趣相投的慈善

家、社區團體及政界代表、贊助商與善

長等盛裝出席，於享受精致晚宴和豐富

娛樂表演的同時，不忘支持和宣揚中僑

溫哥華大都會獅子會將於3月10日假

河石大劇院舉辦「德歌美好弦樂情」音樂

會，再次邀請香港「金曲金童子」陳浩

德先生為主唱嘉賓，以及「溫哥華小調歌

后」May Ho 合作演出，加上由音樂大師
盧東尼領導的管弦樂團，演繹多首經典金

曲，必定精彩萬分，讓人聽出耳油。

是次音樂會的收益將撥捐中僑基金

會，為支援中僑互助會有些只獲部分資助

或完全欠缺資助的項目籌集資金，讓它們

得以繼續運作，為社區居民帶來福祉。

「德歌美好弦樂情」票價為：$58

、$98、$128、$168，當中$98及$128更享

有團購優惠。

購票地點：大都會眼鏡及 ticketmas-
ter.ca。
查詢電話：778-990-1826及604-278-

3868。◇

德歌美好弦樂情

的互助理念。

晚宴將從賓客踏進酒會開始，賓客

不但可以互相交流，更能參與無聲拍

賣，所有獨特的物品皆由一眾企業和愛

心人士捐贈。隨後，賓客更可享用精緻

的晚宴及欣賞豐富的表演節目，今年特

別表演嘉賓

為鄭欣宜小

姐。

2019年

中僑星輝夜

的籌款目標

是50萬元，

所有收益撥

捐中僑社會

服務，對象

為兒童、青少年、新移民、長者、家庭

及婦女。

中僑星輝夜晚宴票價為$838、$538

、$338及$238，每張退稅額為$130，

中僑慈善獎券現正公開發售，銷

售地點包括中僑基金會辦公室、各中

僑社會服務中心、中僑基金會網站及

百樂喬治保險公司。

慈善獎券每張售價$2，或十張一

本售價$20 (包括︰兩張美心餅店$1折
扣優惠券)。

今年總共有十份大獎，頭獎是

2019 Nis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車一部或現金獎$10,000加
元，二獎是加拿大航空送出兩張來回

任一加航飛往城市的經濟客位機票，

三獎是雅蘭床褥送出豪華床褥連精美

床上用品套裝；其他豐富獎品包括汽

車陶瓷鍍膜服務、現金獎、高爾夫球

袋、太陽眼鏡、美食禮券、及精美禮

品包等多項大獎，總值超過$28,393。

抽獎儀式將於3月16日中僑星輝夜

進行，所有中獎號碼將刊登於3月21日

的明報，中僑互助會各辦事處及中僑

基金會網頁 https://successfoundation.
ca/gala/2018/。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
電604-408-7228。◇

把握機會贏取萬元現金奬

現尚餘少量餐券，歡迎致電中僑基金會

查詢及購買，電話：604-408-7228，

或瀏覽網址https://successfoundation.ca/
gala/2018/。◇

歡迎讀者提供照片，請寫下姓名、拍攝日

期、地點，郵寄中僑互助會出版部或電郵		publi-
cations@success.bc.ca，註明「新天地伴我行」，

照片恕不退回。◇

肯尼亞大草原「動物大遷徙」的導遊細看「中僑新天地」

(讀者 Travis   L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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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美亞假期

2018年中僑松鶴之友和美亞假期成功合辦了精彩的旅遊行程遊:
 雀鳥公園行Mall一天遊
 薰衣草、採枸杞子養生之旅一天遊
 海天纜車、Shannon瀑布一天遊

新的旅遊行程將於2019年5月份開始︐詳情會在《中僑新天地》月報刊登︒

     美亞還有很多精彩的行程

      查詢電話︓604-233-1388
   www.supervacation.ca

三十四週年報慶


	049-40 (ad)
	049-41 (ad)
	049-42
	049-43
	049-44
	049-45(NEW)
	049-46(NEW)
	049-47 (ad)
	049-48 (ad)
	049-49 (ad)
	049-50 (ad)
	049-51 (ad)
	049-52(NEW)(NEW)
	049-53(NEW)
	049-54
	049-55
	049-56 (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