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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飛漲下，父母協助子女「上

車」幾乎成為常態，以前說這種

情況以華裔最為普遍，但現在已不分族

裔，主流社會也是如此。對華裔而言，

還多了受數千年來「有土斯有財」的影

響，以前說的是農村耕地，現在說的則

是怎樣添置「磚頭」；以前的父母擔心

子女冇飯開，現在的家長則為子女置業

而憂心。

其中一個憂心的原因，就是在協助

下一代置業之餘又要給自己一個保障，

又或是怎樣公平的不偏不倚給分給子

女。當然若只有獨生子或獨生女，或許

少了這個煩惱。即便如此，又憂心萬一

子女給人分身家時又怎麼辦，父母心真

是可憐得很！

李時勤律師在講座上表示，出資協

助子女置業的父母，最好就是

在一開始之時就做好準備功

夫，保障自己，以免將來萬一

發生變化時才臨急抱佛腳來補

救，到那個時候，即使補救成

功，但也有可能有所損失。

要自我保障的方法有不

少，最簡單的可以做「信託聲

明書」 (Declaration  Of  Trust)。
何謂「信託聲明書」？簡單來

說，就是讓他人代為持有物業

的聲明。換言之，有關物業的

業主，即使是用子女的名字，

但只屬於「代為持有」，真正

的業權仍是屬於出資的父母。

一旦將來情況有變，例如子女

起「異心」，又或子女一旦離婚時，不

用其原來的另一半會來分身家。

做「信託聲明書」，最好從買房一

開始時就委託律師一併做好。

這份「信託聲明書」還有一個作

用，例如說明一旦百年歸老時，有關房

子可以作為遺產一部分來安排，平均分

配給各子女。萬一過世，那個時候子女

如何分配則由他們自己決定好了。

李時勤律師在講座教父母為子女置業時怎樣保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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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緊要識自保！

大溫地區房價雖然略為回落，但一般年輕人要置業仍然難以負擔，望房輕嘆，因此有不少為人父母者，都願

意幫助子女「上車」，甚至買房子給下一代。然而世事難料，若子女未來出現種種問題，如離婚、破產……等，

那付錢的父母又如何保障自己？此外，買房子時又要注意些甚麼？本刊專欄作家、知名律師李時勤在為「中僑松

鶴之友」會主持的講座上，給大家作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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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屋小心買 樣樣知多啲

另一個更為穩妥的就

是以「借錢」方式給子

女置業，立下「借據」，最好還要說明

附加利息。所謂「借錢」，只是一種文

字形式，只要不是真正收到「利息」，

就不用繳稅。而且當真正發生間題時，

房子是屬於作為「債主」的父母。同時

把「借錢」在田土廳登記「抵押」，做

法就如向「銀行貸款」、「私人按揭」

一樣，只不過「銀行」就是父母。

不過採用這個方式有一點必須注

意，因為父母是子女物業的「銀主」，

銀行是不會給予貸款給子女做按揭。因

為銀行的房屋貸款，一定要是所抵押房

子的「一手銀主」。所以說，採用這個

方式的，必須是毋須向銀行貸款，自己

一筆過付清。

至於也把徵收利息一併列明，也是

為防將來一旦房屋升值後，不會損失了

升值的部分。舉例而言，子女買房屋時

在講座中，李時勤也談到了房

屋買賣的問題，而一切買賣都是

從合約開始。

合約的基本條款，一定要包

括價錢、成交日期，沒列明價錢

與成交日期的合約根本無效。至

於先決條件則各有不同，條款可

有可無，耑視買賣雙方的要求而

定。例如買方要預先獲銀行批准

貸款、要先驗樓……等；賣方也

有可能要等待有房子住時才搬走

交吉、若屬公司持有須獲股東同

意……等。但不論買方或賣方提

出的先決條件，都有一定時間限

制，不能無了期。

由於屋價昂貴，現在愈來愈

多人轉向銀碼較小的柏文單位，

亦即分契物業/共管單位等。李

時勤提醒，在購買二手柏文時，

有三項必須注意，分別是大廈

附例  (bylaw)，業主委員會 (stra-
ta) 會議紀錄以及財務報告  (finan-
cial statement)。因為大廈附例
會列明大廈的各項規定，包括出

租限制，例如可否出租及相關條

款、可否養寵物……等。而會議

紀錄可了解住客的投訴，藉此發

現存在的問題多寡與嚴重與否；

至於財務報告則可知道後備基金

的問題，如是太少，說明之前曾

用了太多，有可能是有過大宗維

修，若後備基金不足，將來一旦

發生問題，住戶就須湊錢了。

此外，若然柏文大廈的住戶

類型繁多，也包括城市屋 (town-
house)、商戶的話，則最容易發生

糾紛。

現在買柏文也多了一項「物業

狀況說明書」需要填寫，這份說

明書原意是保護經紀，但間接也

保護了買家，因為買家在逐項填

寫時須逐一了解，也讓自己真正

知道房子的質素。

在講座中，李時勤也講到了

買賣房子時的成交時間、按揭須

知、遺產與銀主盤、有年期物

業、非加拿大居民買家及非居民

賣家等問題。

他也特別提到，將自住物業做

按揭用來購置商鋪，勝於將所購

商鋪做按揭，因為用前者的方式

向銀行貸款，利息不但較低，而

且容易、方便，就算是律師費也

平得多。◇

出席講座的中僑松鶴之

友會員及讀者，紛紛就自己

關心的問題向李時勤律師提

問，基本是圍繞如何給子

女轉讓物業，例如兩個價值

不同的房屋怎樣平分？也有

問將物業轉給子女時怎樣避

稅？一位90歲的讀者問，自

己想賣掉物業，但老妻不願

意，這又應該怎麼辦……，

還有買屋為何沒屋契等等。

李時勤就有關問題一一

作答，並提供了專業意見。

認為以比例，而非以房子，

來分配給子女更有彈性，除

非個別，如已住了多年，生

意接手，否則放在遺囑內更

麻煩。

他也說了，新屋屋價75

萬元以下、舊屋屋價55萬元

以下，將房子轉給子女，可

免轉名稅；另外45萬元以

下，還可以GST退稅，若超
過這個屋價，可先自住半年

再轉給子女，可免轉名稅。

有會員問為何買屋沒屋

契？李時勤解釋，加拿大買

屋不同兩岸三地，所有業主

的業權全在田土廳登記，買

賣房子時經紀會查核中央登

記系統，所以是沒有屋契。

業主持有的只是一張擁有業

權證明書，即使丟失也不同

擔心。◇

「借」了100萬，若將來房子升至120

萬，若不列明收取「利息」，將來取回

的仍只是「借」出的100萬，另外20萬元

便與你無干了。

還要注意，透過「借錢」方式並在

田土廳登記後，如要解除的話，必須通

知田土廳，這樣問題便出現了，因為一

旦百年歸老，誰去通知田土廳？當然後

人可聘請律師或向法庭申請，但這樣費

時失事，最好是預先簽署解封文件送交

田土廳即可，不過這類解封文件會有時

間性，需要不時更新。

再有一種做法就是簽署一份授權

書 (power of attorney)，讓子女立下授權
書，授權父或母處理其名下物業，包括

出租。按照法例，受權者除了不能賣屋

或將房屋名字轉給自己外，是可以處理

轉給第三方的。舉例而言，一旦有事發

生，獲授權的父親可將物業轉至母親名

下，反過來獲授權的母親可將物業轉至

父親名下。

此外子女也可;

在授權書中說明，

一旦出售房子所

得，全數付予受權

的父母。再有就是

先要子女預先簽署

轉讓回物業給父母

的文件。同時要注

意的是，授權書不

受時間限制，但預

簽轉讓父母文件則

有時間限制。

上述的種種方

法，怎樣採用因人

而異，必須考慮各

自的因素來取捨。

對於有人質疑，給子女置業之餘仍

要對子女左防右防，斤斤計較，實在有

點那個。但誠如李時勤所說，保障自己

乃無可厚非，其實也可以說是給子女一

重保障，以免子女可能給「人」分身

家，屬於雙贏。◇

讀者提問最為熱烈

問題五花八門

竅妙逐一拆解

寫定借據 更加穩陣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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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韻宜 為華埠建樹多
雖榮休不停步 申請「世遺」 建華人歷史館

華埠挑戰與機遇同樣多

在溫哥華

市府工

作39年，先後

與7位溫哥華市

長共事的溫哥

華市府助理經

理區韻宜 (Wendy Au) 去年6月榮休後，
步伐沒有停下來，繼續在溫哥華不少市政

事務方面當義工，為振興華埠提供顧問意

見，特別是在華埠計畫申請成為「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以及興建「華人歷史博物館」等涉及華裔

的重大項目方面，繼續四出奔走；也是溫

哥華沿岸衛生局董事局董事，可以說是退

而未休。

講得一口流利英語的區韻宜是香港

移民，祖籍廣東中山，她的英語是在香

港就讀瑪利諾中學 (Maryknoll Secondary 
School) 時打下紮實基礎，移民溫哥華
後，在西門菲沙大學 (SFU) 主修傳播和工
商管理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Busi-

對於華埠面對的挑戰，區韻宜認為

確實存在不少，例如受鄰近街道遊民、

吸毒者的影響，造成外界負面印象以致

人流少、傳統建築需要大筆資金維修、

不少華裔傳統食肆、商戶消失等等。

但她也強調，危與機從來是一個銀

ness Administra-
tion)，或許因而
使人際溝通成為

了她的強項。她

原意是畢業後繼

承父業返港投身

傳媒，(其父區晴

是香港著名漫畫

家及報刊插圖畫

家)，但求學期間

在士達孔拿社區

為華裔當義工，

反而成為了在市府工作的基石。

區韻宜對華埠有特別感情，便是從當

義工開始。她的義工工作，除了經常組織

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服務，原因

是那個時候的華裔民眾，一般而言不是太

多人懂得英文，也囿於「生不入官門」的

觀念，很少，甚至不懂得，如何與政府部

門打交道，結果像區韻宜這樣懂得雙語，

而又熱心的年輕人自然受到歡迎。由於士

達孔拿毗鄰華埠，她的義工服務，

也擴及唐人街了。

區韻宜大學畢業後，1979年進

入溫哥華市府工作，最先在公園局

當職員，由於對士達孔拿的熟悉，

也擔任士達孔拿社區中心 (Strathcona 
Community  Centre) 的主任 (Center 
Director)，其後出任社區規畫員、

幣的兩面，溫哥華華埠的機遇也不少，因

為不管大溫其他城市的華裔食肆、商戶如

何開得雨後春筍，但都只屬於華裔商業中

心，而傳承下來的華裔文化中心始終是在

唐人街。她就舉了一個例子，春節的節慶

活動，大溫不少城市都有舉行，但基本

都是在商場之內，以商業

性質為主；相反唐人街的

慶祝，就是在整個華埠舉

行，是文化傳承。

她也期望，假如華人

歷史博物館能夠在溫哥華

華埠落戶，將會是華埠再

一次復興的契機。

區韻宜歷任7名市長，

每位市長都有個人風格，

其中對歐文 (Philip Owen)

平等就業機會項目顧問、特別項目經理、直到

2007年升任助理市政經理，是市府職員編制內

職務最高的華人。

印象甚深，指他凡事親力親為，對市府職

員態度親切。在合作問題上，由於每位市

長是經選舉上台，總希望在四年任期內完

成競選承諾，因此推行的政策及計畫，多

屬短期立竿見影的；至於市府職員的規畫

則多屬長期性，因此，在涉及重大的市政

規畫上，都會向市長反映自己的意見。

對於一路獲得調升，區韻宜自言並不

是因為自己特別聰明，重要的是作為一個

少數族裔的華裔，在主流社會下，必須更

加努力，除了勤奮工作，她還特別感謝同

事的協助。她說，自己十分重視團隊精

神，向來喜歡帶著市府員工親自參與各項

市政工作。

她又說，助理市政經理的工作廣

泛，既有瑣屑的日常事務，也有前瞻性

的遠景規畫，很注重與市府各部門及市

議員間的溝通，使提案付諸實施。尤其

是市政事務，包括圖書館、社區中心、

墳場……可謂由生到死都與之有關。

溫市府目前擁有逾萬員工，一定比

例是華裔，許多還是中國新移民。區韻

宜說，市政員工都是公開招聘的，希望

維持多元化，以服務溫市多元族裔。◇

(轉下頁)

區韻宜在父親區晴旁邊有如伊人小鳥

獲YWCA頒傑出婦女獎

區韻宜榮休獲時任市長羅品信頒感謝狀

區韻宜是溫哥華冬奧工作小組成員



區韻宜事事親力

親為，尤其重視人際

關係，由於她最初是

在華埠做義工，因此對華埠特別有感

情，多年來長期關注並推動華埠發

展，與各社團一直緊密合作，保持良

好關係，也成為僑團與市府之間的橋

梁及溝通人，從她榮休的晚宴上，各

界多達450人出席的盛況來看，就可

以知道她人緣之佳了。

在市府工作期間，華人警訊的成

立、溫哥華市2010年奧林匹克工作

小組 (The  City’s  2010  Olympic  staff 
team) 的成員、2010年上海世博溫哥

華館、三級政府達成「

溫哥華協議」(Vancou-
ver Agreement)，陶黃

彥斌徑的命名，乃至溫

哥華市政府為當年歧視

華人道歉等重大工作項

目，都有區韻宜的推動

力量。

回顧任內，除了上

述引以為傲的工作外，

還有協調聯邦及省政

府，為溫市中心東端

在10年內爭取了高達3,900萬元的經

費，包括推動振興華埠計畫、興建華

埠「千禧門」牌樓等。

區韻宜現在最關注的就是計畫申

請華埠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

文化遺產」以及興建「華人歷史博物

館」。前者是還有一段時間未了的心

願，後者則是迫在眉睫。她現在是省

府任命的「華裔

加拿大人博物館

工作小組」成員

之一，就建館事

項提供意見。

她認為，若

主館建在溫哥華

華埠，對未來計

畫「申遺」將有

莫大助力。◇

新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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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馬樁

我們每天在「馬路」上走，可從來沒

見過馬，因為前人才以馬或馬車作

交通工具，現代人用車。

車有停車場，馬有馬房、馬廄。但臨時

停放呢？泊車要有車位，泊馬的是否叫「

馬位」？

現代人平時較難去了解古人的生活模

式，但走進博物館，看見一根又一根的栓

馬樁，也能輕易想像到古代大街上，大戶

人家門口的情況。賓客來訪，女士、長者坐的馬車由車夫看守，壯男

們騎的馬就栓在門口。要把馬結實地綁好，這繫馬用的都是石柱。材

料是否矜貴，可作炫耀，柱子上的裝飾雕工，更可顯示品味。

筆者最近在西安的博物館內，看見許多栓馬樁。最常見的題材是

胡人與動物。在唐朝，胡人最常見的職業，正是養馬、牽馬以至當樂

手。另外是獅子，就和匯豐銀行一樣了。還有一個較多的乃是猴子。

為甚麼？除了有「馬上封侯」這個吉利含意外，中國最著名的猴子孫

悟空，乃是弼馬溫，是專管馬的官呀！◇

在西安博物院巧遇柱頭帶雪之美景

碑林博物館內有個栓馬樁林

民俗博物館的清朝大宅門前有多個「泊馬位」

有擅長馴馬的胡人在，栓住

的馬應該規矩一點吧！

(上及左圖)猴子及獅子都是

常見的栓馬樁題材

   文 圖︰陳曰

(接上頁)

區韻宜嬻續為華埠奔走

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

加拿大館外

在2008北京奧運

鳥巢館外與市長羅品信率溫哥華代表團訪問姐妹城市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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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不足 當庭放人

上兩期談到證人在辨認疑犯時是有標準的，在一宗銀行劫案裡，由於銀行保安系統所拍

得打劫過程的影像出現問題，於是警方利用監獄一名囚犯的照片給銀行職員辨認，儘管多

名銀行職員認了出來，但他是否就是影像內的劫匪？這件案件的爭論點是，證人的辨認過

程及方法是否正確。

銀行劫匪脫罪認人甩漏

位於阿博斯福的Matsqui 監獄

閉路電視錄下銀行劫匪犯案過程(與本案無關)

根據高等法院法官 Romilly 在 R. v  
Miller 案件 (2003，BCSC 118) 中

指出，警方在利用認人照片集  (photo 
pack) 的方式，要求證人識別犯案人時，
應當依照索菲諾冤案報告 (Sophonow Re-
port) 所建議的程序去做，否則有可能遭
法官否定那些認人證據。

此 外 ， 銀 行 職 員 馬 漢 尼  ( M a -
honey) 作供時指出，劫匪在犯案時沒
有戴手套，但身體曾接觸過櫃檯。馬

漢尼也肯定說，劫匪用手接過他的 Dye 
Pack。雖然這方面證供，因為保安錄影
出現質量問題而不能證實，但警察以及

法證工作人員是到過案發現場的，但都

沒有找到任何有用的指紋或 DNA，以證
明被告就是劫匪。

這些情況是有很多原因，包括馬漢

尼的證供有錯漏、警方所獲得的指紋

或 DNA 都不屬於被告等等。
Giardini 警員的口供指出，被告是在

2000年11月25日，在二埠塗鴉被補。警

根據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R. v  W. (D)
(1991)63，C.C.C.所判決的案例，在分
析撿控被告的證供時，有三種規定情

況：

1.如果被告抗辯的證供獲法官接納

可信，那麼應該判被告是無罪；

2.如果法官認為被告的抗辯證供並

非完全可靠，但若裁定被告有罪的證供

存有合理的懷疑，那麼法庭也要判被告

無罪；

3.即使法庭不接納被告所提的部分

抗辯證供，同時裁定被告有罪的證供沒

有合理的懷疑，然而若法官認為被告的

抗辯證供裡，在可接納的部分，對裁定

有罪產生合理懷疑時，那麼也應判被告

罪名不成立。

根據以上證據的分析，雖然筆者並不

完全相信被告的供詞，但控方的證據未能

夠充分證明被告就是銀行劫匪，所以裁定

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

(退休卑詩省級法官)    余宏榮

三種情況 被告冇罪

Matsqui 監獄的懲教人員

方當時將他所穿衣服、鞋子，與銀行劫

匪所穿的互作比較，沒發現相同之處，

在他的身上也找不到打劫銀行贓款。

無可否認的是，銀行保安攝錄帶不

夠清晰，也沒有近距離拍下劫匪容貌，

但根據阿博斯福 (Abbotsford) Matsqui 監
獄四名懲教人員的證供，肯定錄影帶中

的劫匪就是被告。

那幾個懲教人員都是受過訓練的紀

律部隊人員，而且與被告是有一定接

觸，照常理分析，他們認人的能力應比

普通人更為可靠。從表面角度去看，銀

行保安錄像帶中的劫匪，與被告的身高

及身形是吻合的。

然而被告堅稱不是案中劫匪，更否

認錄像帶中的劫匪就是他。雖然銀行的

錄像帶的質量不是很好，但錄像帶中的

劫匪，與被告的身材以及整個面貌，是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筆者對被告所

給的證供有一定保留。

除了因為銀行保安錄影帶的質量有

問題外，警方所採用的認人方

式與過程，也與聯邦大法官科

里 (Peter De Cory) 報告中所要
求的標準有很大差別，其中比

較重要不足之處是有以下幾方

面：

1.用來讓證人識別的照片

中只有被告是原住民；

2.認人照片集只有六個人

的照片而不是十個人；

3.讓證人識別的時候，照

片不是逐一由證人辯認；

4.負責拿照片讓證人識別的警員，

也是調查該案件的警察；

5.這個警員是知道嫌犯的照片是在

照片集內。

根據銀行職員馬漢尼的證供，劫匪

犯案時沒有戴手套，曾用手接過  Dye  

Pack及接觸過銀行櫃面，按道理警方
應該可以從這兩處取到犯劫匪的指模

或 DNA 的。既然控方沒有提供這方面
的證據，那就可以說明，警方並沒有在

這兩處取得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就是劫

匪。

對這樣的結果，筆者分析有兩個可能：

1.包括馬漢尼在內的所有銀行職員，所給證

供都是真心和可靠的，但警方在現場並沒有取得

被告的指紋或 DNA，那是因為銀行職員的證供
並不正確。原因可能是他們記憶或是表達能力有

問題，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當時被嚇呆了。

2.所有銀行職員的證供是正確的，但警方在

現場所取得的指紋或 DNA，都不是屬於被告，
又或不足以證明是屬於被告的。

不管這方面的實情如何，毋容否定的是，警

方並沒有足夠證據，包括衣物和現金，證明被告

在案發時曾出現在案發現場。

唯一導致被告被警方調查及拘捕的原因，是

四個 Matsqui 懲教人員，根據警方從銀行保安錄
影帶撮得的照片，指證被告就是他們在監獄工作

時所熟悉的犯人。接著下來警方利用懲教處人員

所拍的犯人照片，做成給證人識別的照片集。在

馬漢尼和部分銀行職員根據懲教處所提供的被告

照片，確認為是刼匪後，被告是才被起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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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賭博也可贏大錢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及輔導計畫輔導員

   陳碧菲

購買保險後，一

旦出了事故，

就是考量保險索賠的

時候了。這是個很複

雜的過程，需要考慮

的問題很多。

1.事故是在保險的理賠範圍之內。

比如你為父母親來加拿大探親購買

了醫療保險，保險合同約定不保慢性

病。不幸的是，父母親多年的慢性病犯

了，你花了高額的醫療費用，但很明顯

地，你無法得到理賠。你購買車險時，

投保的車輛用途若只限於娛樂用途，如

果駕駛車輛上下班，而出了車禍，保險

公司可能會拒絕支付修車費用。

2.事故的花銷是否超出你的自付費

用範疇（the deductible，俗稱墊底費）。

保險合同中通常都會有關於自付額

度的規定。被保險人在購買保險時，如

果願意承諾，出了保險事故，自己可以

支付一定額度的費用，通常保險公司會

給我們減免一定額度的保險費。如果出

了保險事故，你的花費剛好在自付費用

之內，你不會得到賠償。如果你的花費

剛剛超過自付費用的範疇，則要權衡是

否索賠：如果索賠了，保險公司在下一

個保險年度，有可能會調漲保費。

3.如何證明你出了保險事故，以及

損失的額度。那就需要考慮，是否有充

分的證據，可信的證人和文件資料，來

支持你的索賠。

4.合理時間內及時報案。

很多出了車禍的民眾，會在沒有諮

詢律師的情況下，就在車禍現場或剛剛

從車禍現場回到家的時候馬上報案。

實際上，這些做法並不明智。因為

你驚魂未定，而且對事故沒有全面瞭

解，對你的法定權利沒做專業諮詢的情

況下，有可能會給保險公司提供了錯誤

的信息，不準確的自我陳述、報告了不

該報告的信息，結果是會損害的索賠。

實際上，你可以在收集齊了相關證

據，對事故有了較全面的瞭解後，再報

案也不遲。只要你在合理的時限內報

案，都不會耽誤索賠。

5.該否諮詢律師？

如果事故較嚴重複雜，你的損失較

大，那應該考慮是否該聘請律師。跟其

他領域的律師不同，保險法的律師們有

很多都願意跟閣下簽訂「有條件收款的

律師費協議」(Contingency Fee Agree-
ment)。這意味著保險法律師不會先收費

用，而是如果律師為你成功索賠了，才

會從拿到的賠償款中，按「協議」約定

的比例收取律師費。換言之，不成功，

不收費；成功了，才按比例收費。◇

滙滙滙車禍保險 如何索賠

一提到賭博，很多人就說它的不

好，形容它像魔鬼一樣，令人傾家蕩

產，財迷心竅，迷失自己。如果賭博真

的好像以上描述的一樣，那麼有沒有覺

得十分奇怪，為甚麼還有這麼多人喜歡

碰碰運氣，參與賭博活動呢？

其實賭博並非完全沒有好處的，賭

博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長的時間。

賭博之所以存在這麼久，當然有相當的

吸引之處。我們今次就探討一下賭博究

竟有甚麼好玩之處。當然不是提倡賭

博，鼓勵參與賭博，而是希望大家多了

解賭博的性質，從而明白到為甚麼有很

多人沉迷於賭博之中，不能自拔。

賭徒並不是他們的道德觀念低，其

實當中還有很多千絲萬縷的原因。

賭博之所以這麼吸引，當然一定離

不開它與金錢的關係。十賭九輸，這是

大家常常聽到關於賭博的理論，但是賭

博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幫助我們贏大錢

呢？

如果在賭博過程裡，玩家只輸不

贏，相信是會很少人賭博的。賭博的機

制是在於莊家(賭場)給玩家有贏錢及輸

錢的機會。這個機制中，玩家不知道何

時會贏錢或輸錢，金額有多少，但玩家

知道如果他們繼續賭的話，可能會有回

報的。這些金錢對玩家來說，是一些他

們永遠或在短時間內不能賺取的。所

以，有時候你會聽到一些人的賭博原

因，是給自己買一個希望。

另外，由於賭博的機制，基於莊家

在不在固定或預知的時間獎賞玩家，這

樣除了增加遊戲的刺激性，還會使玩家

千種方法尋求贏錢的數據系統。

對玩家來說，賭博並不是一個沒有

挑戰性的遊戲，賭博令他們花心思去鑽

研一個「賺錢」的學問。難怪，有很多

賭博的人，都有自己的數據系統去賭

博。◇

http://bcresponsiblegambl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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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可憐天下父母心    鄧愛玲(註冊財務規劃師)

(四)

今期 繼 續 談

買 賣 生 意

的法律常識，其

中是有關貸款所

需要知道的。 

通常貸款都需

要交出抵押品。抵

押品可以是所購買

的生意本身、主要或固定的生財工具、

或是生意的股票。貸款所須注意的事項

主要有以下各點：

           利率

利息可以是固定的利息，也可以是

跟最優惠利率而浮動的利息。利息當然

是由借錢的買方付给貸款给他的人或公

司，但買方需注意。如果貸款給買方的

人是非本地居民，貸款者可能需要扣起

一部份的利息用以支付非本地居民的繳

稅，或者需待税務局發出沒有欠税的文

件才可把預先扣起的部份利息付给該位

非本地居民 。

有一些貸款條文規定貸款的利率會

因為貸款者未有依期付款而增高。但是

如果貸款涉及樓宇按揭的話，法例規定

不可以因貸款者未有依時分期付款而增

加利率。若每次分期付款的款項同時包

括本金及利息的話，法律亦規定貸款文

件應列明這種安排所等同的利率。

       取消分期優惠 

如果貸款者宣佈破産、入不敷支或

未能依時分期付款的話，很多貸款文件

中都會列明貸款者在此時需馬上繳付所

餘下尚欠的款項，即是説，貸款者本來

所享有的分期優惠更會因此而取消了，

可能是自動取消，也可能是先由債主作

出通知。

            抵押

通常貸款都需要交出抵押品。在買

賣生意方面，最通常的抵押就是所購買

的生意本身。

如果購買的是生財工具的話，通常

貸款文件中都會把一些主要或固定的生

財工具列入低押品中，而同時亦可把將

來貸款者所購得的工具也自動列入抵押

品之内。这些抵押都需要在省府維多利

亞的個人財物登記處登記，才可以進一

步增加債主的保障。

如果買方所購買的是賣方公司的股

份的話，買方也可以把股票作為押品。

通常會有一份託管的同意書，可以由買

方律師作為受託人暫時保管那些股票，

待買方付清餘下的賣價，買方律師才把

股票交給買方。

          擔保 

如果買方是用公司名義來購買的

話，通常債主都需要買方作私人的擔

保，或者需要由公司的主要股東或母公

司來作擔保。如果買方沒有一次過全數

付款給賣方的話，買方亦需要作出一些

保證，承諾買方會做或不會做的事項，

以致該生意能維持其商譽。例如買方可

能需要承諾繼續不停地經營生意，與及

承諾不會變賣公司主要的生財工具。必

時賣方可能會保留權利監督生意的運

作，以確保生意的商譽能一直維持下

去，直至買方付清所有賣價為止。以上

的安排是因為萬一買方不能繳付餘下的

賣價，賣方則可以取回該生意，而到時

該生意仍是有利可圖的生意。

如果是賣方貸款給買方的話，買賣

合約上亦須聲明萬一買方在成交之後不

能履行合約，付清餘下的賣價的話，賣

方當然依合約可收回該生意，但買方是

否仍有責任繼續付款給賣方呢？抑或是

買方可取回已付的訂金呢？這些問題都

須在買賣合約中預先列明，以減少問題

發生時的爭議及訴訟。(未完待續)◇

   李時勤律師

父母愛子女之

心無微不至，這是

天性。一般而言，

父母在經濟上照顧子女，到子女成年獨

立便可終止。但天性往往令父母在能力

範圍內，為子女盡量做多一點。例如幫

助子女置業，不少父母會作貸款時的聯

名借款人或擔保人。

正常情況下，償還按揭的責任還是

孩子的。但若不幸橫逆飛來，子女遇上

意外、生病或失業，一年半載甚至更長

時間不能工作，則父母本來安定的財政

也會遭受牽連，若父母已退休更是難以

承擔劇變的負累。

子女失業，唯有動用緊急儲備，因

為這個世界沒有保險公司提供失業保

險！但是若是由於意外或健康出問題不

能工作，倒是有防禦措施：例如傷殘保

障、危疾或長期護理保險。與上年紀的

父母相比，二、三十歲的青年支付的保

費絕對相宜。為甚麼不自己投保呢？無

奈很多年輕人都自覺健康良好，「老

象，幫助的程度，除

了上面所述的作為擔

保者外，還有更進一

步提供首期甚至更多

資金的。

此外，北美離婚

率之高，是有目共睹

的。想想這種情況：

給了子女一筆錢幫助

置業，然後離婚了，

離異配偶分走房屋的

一半，即是該筆錢損

失了一半，那絕不是小數目。

所以父母得想想幫助孩子時的做法

是否穩妥。送錢是完全撒手，以後管

不得，但借錢則還可以控制。當然，

華裔傳統會覺得借錢是不近人情或有

點失禮，但借款是可以按債主意願而

免除償還的，為免子女不開心，也大

可在遺囑內寫明免除，給他看看。借

錢的形式還要足夠正規：白紙黑字列

明還款步驟、期限等等。這樣，假若

子女面對離婚情況，那筆資金不會被

分去一半。

在房產熾熱的當下，自己有餘力

幫助孩子置業是不得已的。不過，我

還是覺得若孩子的收入有長足的改善

時，應當要他還款，因為這是成長自

立獨立的代價。◇

以前父母擔心子女冇飯開，現在憂心幫子女置業。

虎都打得死幾隻」，要他們購買危疾保

險、傷殘保險，他們可能唯唯諾諾，不

了了之。

父母若是擔當了某種財務支持者的

角色，不得已自掏腰包，為孩子投保有

傷殘保障、意外、危疾或長期護理的綜

合保險，以避免子女長期困苦不單影響

他的經濟狀況，進而連累到自己。雖然

有點蝕底，但誰教你是為人父母呢？

這也可權當一種過渡措施，待孩子

收入增加或有相當儲備時，可將投保的

責任轉回給他，有些保險還可以選擇合

約完結時供款部分退回的。

父母幫助子女置業已經是慣見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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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甚麼 詩中有故事

榴 槤 飄 香
   陳華英

  顏純鈎

新  松

孔子見老子

周靈王22年，孔子

偕弟子南宮敬叔去見

老子，留數日辭行，

老子送他至黃河之濱，見濁浪翻滾，孔

子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河水

不知何處去，人生亦不知何處歸？」老

子道︰「人生天地之間，乃與天地為一

體。天地自然之物，人生亦自然之物；

人有幼少壯老之變化，猶天地之有春夏

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於自然，死

於自然，則本性不亂；不任自然，奔忙

於仁義之間，則本性覊絆。」

孔子解釋道︰「吾憂大道不行，仁

義不施，戰亂不止，國亂不治也，故有

人生短暫，不能有功於世之感。」老子

道︰「天地無人推而自行，日月無人燃

而自明，星辰無人列而自序，禽獸無人

造而自生，此乃自然為之也，何勞人為

乎？人之所以生，所以無，所以榮，所

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順

自然之理而趨，遵自然之道而行，國則

自治，人則自正，何須津津於禮樂而倡

仁義哉？」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黃河對孔

子曰︰「汝何不學水之德歟？」孔子

曰︰「水有何德？」老子曰︰「上善若

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江海所以能為

百谷之王，以其善下之。天下莫柔弱於

水，而攻堅則強者莫之能勝，此乃柔德

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因其無

有，故能入於無間，由此可知，不言之

教，無為之益也。」孔子聞言恍然大悟

曰︰「先生之言，使我頓開茅塞。眾人

處上，水獨處下；眾人處易，水獨處

險；眾人處潔，水獨處穢。所處盡人之

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為上善

也。」

老子點頭曰︰「汝切記︰與世無

爭，則天下無人能與之爭，此乃效法水

德也。水幾於道︰道無所不在，水無所

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為淵

也，損而不竭，施不求報，善為仁也；

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

守信也；洗滌群穢，平准高下，善治物

也；以載則浮，以鑒則清，以攻則堅，

強莫能敵，善用能也；不舍晝夜，盈科

後進，善待時也。故聖者隨時而行，賢

者應事而變；智者無為而治，達者順天

而生。汝此去後，應去驕氣於言表，除

志欲於容貌。否則，人未至而聲已聞，

體未至而風已動，張張揚揚，如虎行於

大街，誰敢用你？」孔子道︰「先生之

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

益匪淺，終生難忘。」

這番對話相當精采，充份表現出老

子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精神。◇

「飄來榴槤

之香萬歌聲震

天，飄來榴槤之香芬芳到嘴邊，

飄來榴槤之香大家執個先。」這

首少年時代在香港聽得耳熟能詳

的歌曲，是林鳳、龍剛主演「榴

槤飄香」的主題曲，是我和榴槤

結緣之始。

想像中榴槤這種受熱帶的人

歡迎的水果，一定是如蘋果梨子

一樣漂亮清香。但見了它的真

身，如一個放大了的手榴彈，長

滿粗硬的大尖剌，而且散發出一

股如貓屎般的臭味，真是嚇人一

跳，所以當時見了是要彈開的。

真正嘗到榴槤的滋味，是爸

爸患病的日子。爸爸從不吸煙，

諷刺的卻是患了肺癌。中醫説要

多吃榴槤和金錢龜，因為這兩種

東西都是極滋補的，所以家中常

充滿榴槤的異味，慢慢就習慣

了，但從來都是不染指的。直到

有一天，爸爸叫我坐下，遞给我

一瓣榴槤肉，叫我陪他一起吃，

我看到他那和藹熱切的眼神，無

非是想我陪他說說話兒。於是我

坐下來，接過那金黃的果肉，和

他談談笑笑，一同吃起來，才知

道有那麼香濃軟膩的美味水果。

從此，我就愛上這種好吃的

水果，一方面緣於它的美味，更

牽惹的是緣於對父親的懷念。我

家掌門人和三個孩子都不愛吃榴

槤，極怕它的氣味。所以我買了

它回來，要用數層報紙包著，再

裹上膠袋，偷偷的放在冰箱裏。

待他們睡香了，再坐在廰中近窗

處，慢慢享用。剩下的果核，也

是層層包裹嚴密，放在有蓋的垃

圾桶中，作賊似的。但到了第二

天，還是有不識趣的豆丁大聲踢

爆︰「媽咪！你昨晚又吃榴槤

啦！」

在溫哥華，榴槤的價格並不

便宜，內藏兩顆冰鮮果肉的一小

包，也要售20多加元。兩個月前

到星馬泰旅遊，在泰國的水上市

場，買了一個榴槤，品嘗之下，

品種普通，味道一般。到了新加

坡，買到了名種「金枕頭」，味

道濃郁多了。到了馬來西亞，更

吃到極品的「貓山王」，果肉較

细，但香濃軟滑甜膩，有點似吃

雪糕，但味道比雪糕豐厚，令人

吃了還想吃。

對榴槤，我是有一種特別的

懷念之情的。◇

唐朝詩人杜牧，就是寫「十年

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那

位。這「十年」，這「揚州」，這

「青樓」，這「薄倖」，其中都應

蘊藏許多故事，可惜杜牧不是小說家，沒有為我們

寫下一本《十年揚州夢》。

但他有一首七絕，短短四句，已能讓我們領略

一個故事的大概。題目是「留贈」。

舞靴應任人間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

空有淚，薔薇花謝即歸來。

「留贈」是把這首詩送給一個人，從詩的內容

知道是一個女的，他們之間有一段情，女的正為離

別愁眉不展，淚盈於睫。

女的應是一位舞蹈表演者，分別後會繼續她的

表演工作，這是詩人無法改變的。詩人說︰你靈巧

的穿著舞靴的雙足，就由得他們繼續觀看吧。他們

是與你沒關係的「閒人」，可別假以齒色哦。

瞧你不開心的樣子，吃不下，睡不好，那就繼

續鬱鬱吧，等我回來時你再開心地對我笑，笑得像

一朵花，笑到我的心融化。

當你照鏡的時候，可能發現自己瘦了，憔悴

了。別哭！哭的樣子不好看！哭甚麼呢？我很快會

回來的，記得薔薇花謝的時候，那是八九月吧，就

是你見到我的時候。我要看到你好好的，比以前更

好看，更使我著迷。

這就是四句詩包含的內容。杜牧有沒有踐諾回

來，不見有另一首詩談及，以他薄倖的個性，大概

答應即忘了。只可憐那女孩信以為真，等薔薇開過

幾年，還不見這大話精。◇

看到一幅漫畫，一家三口外出吃飯，

桌上杯盤狼籍，三人各據案玩手機。父親

作沉思狀，母親掩嘴笑，兒子繃緊臉在對

付甚麼(遊戲？)。乍看之下，不免會心一

笑—— 這正是現今最普遍的世相。

手機的普及，全面顛覆了我們的生活，隨便問一句：現在

還有做父母的為自己的孩子講睡前故事嗎？

再問一句：現在還有為人父母者，買適當的兒童和青少年

讀物，給自己的孩子嗎？

當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讀兒童故事來啟蒙，當我們的孩

子幼年的時候，他們也這樣讀過。仔細回溯我們自己的人格塑

造過程，其中有相當的部分，是我們幼年和青少年時期閱讀得

來。

何為正直何為偽善，何為勇敢何為膽怯，何為善何為惡，

何為公何為私，這些基本的人生課題，早就深植在前人為兒童

和青少年準備的無數優秀讀物中。讀那些有趣有益的故事，其

中深蘊的倫理、道德、修養和情操，一一潛移默化在孩子們純

淨無邪的內心，那便是他們日後賴以健康成長的土壤。

這種寓教育於故事的優良傳統，很可惜將被手機摧毀。

雖然如此，還是有少數有心人在堅守這個最後的知識高

地。阿濃先生年逾80，寫作兒童文學大半輩子，直至今日，還

筆耕不輟。去年，他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惡人》的「阿濃輕小

說＋變奏」。

這本書的讀者對象不是幼童，它應該比較適合青少年了。

故事都很淺顯，也都很生活化，但每一則輕巧的小故事，都包

含一個輕巧的人生小道理。這些道理在成年人看來，或許卑之

無甚高論，但對青少年讀者來說，卻都打開了一個認識世界、

認識人生的小窗口，讓他們從紛紛擾擾的外部世界，去觸摸內

心的幽微感覺。故事中的人和事大都是日常見慣見熟的，甚至

可以說，都是毫不起眼的，但經過作者別出心裁的鋪排和剖

析，竟都有不同凡響的意思在，只要認真讀一次，那些意思就

不會忘記。

認真觀察生活，挖掘表面現象下隱藏的情理，將故事說得

生動好玩，這都需要作者的慧心。阿濃先生數十年耕耘自己的

領地，用心良苦，但今日，還有人領他的情嗎？◇

就成就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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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來(二首)

  午言

入住老人院

片片落紅渾似泥，

花飛蝶舞晚鴉棲；

兩行涕淚為誰掛？

只恨傷春雞早啼。

蒙蒙煙雨景淒迷，

未見日光一望齊；

非是鐵牛耘黍稻，

高樓競發動春犁。◇

記得20幾歲的時候，看50幾歲的人，覺得已

經是很老的了，如今看來50幾歲最多算中年吧。

對於何謂老之將至，應該是每個年代有每個年

代不同的認知。當人的壽命平均只有65歲的時

候，60歲當然算是老了，假如有幸能活到70歲，

那就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謂了。在跨入21世

紀的今天，醫療科技日新月異，人類治愈各種惡

疾的能力大大提高，壽命也相應延長，因此，如

今的70歲被人稱作「人生第三章」，或「中年後期」。

有一種說法叫自然年齡，這是相對於生理年齡而言的，自然年齡

是根據你自己的感覺，有研究顯示相當一部分65至75歲的人，感覺

自己至少比生理年齡年輕10歲，甚至20歲。當然，這些感覺年輕的人

們，首要前提是身體狀況良好。

事實上，青春永駐是絕不可能的，有人花費巨資去做美容手術，

妄想拉住時間的腳步，這怎麼可能呢？任何地球上的生物，包括萬物

之靈的人類，皆有生必有死，此乃自然規律，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走

下人生舞台的那一天。金錢在這有限的生命面前，蒼白得不值一提。

既然如此，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之中，如何將自己的人生過好，令

此生無憾，才成了比年齡更重要的話題。

於是，「無齡感」生活方式應運而生。需說明的是，「無齡感」

是一種心理狀態和生活態度，並非盲目地不服老，而是不為年齡所束

縛，能夠在生活中保持活力，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並不恥下問，

向年輕人學習，這才是「無齡感」的最高境界。

報載美國一位將過80歲生日的老太太，生日願望是飛機將她載上

高空，然後在跳傘員的協助下，乘降落傘返回地面，家人最後幫她實

現了這個願望。這應該是視年齡如無物的最好例證。

中國北方有這樣的習俗，人到50歲便要為自己準備一口棺材，這

棺材就停在住房隔壁，然後每年刷漆打蠟，精心維護，似乎每天都在

為離開世界的那一天做準備。如此對待死亡倒也算得上豁達，但是在

這種陰森氣氛下的晚年，即使無病，生命之門也掩上了一半。

這種習俗不知如今是否仍存，我倒是寧可如那位美國老太一般，

忘掉年齡，一嘗從天而降的喜悅。◇

「無齡感」

應運而生

接到來自

老家澳門的訊

息，岳母已經

入住當地一家

由天主教機構主辦的老人院，我

感覺如同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移民前，岳母是與我們同

住，幫忙照顧兩個孫兒女。原先

我們要求她一起移民加國，但她

不願意離鄉背井決意留下。轉瞬

接近30年，老人家已經90多歲，

雖然健康沒大問題，但近年來開

始出現腦退化。我們每年回去探

望她時，她連女兒、女婿也不認

識了。每當聽到她走失或跌倒入

院的消息，內心便忐忑不安與感

到歉疚，我們本應有看顧她的責

任，移民後只能在金錢上作出承

擔，日常生活的照顧就只能由在

澳門的親人代勞了。

岳母成為了我們遺留在老家

的最大牽掛，也是每年回澳探親

的最重要動力。

照顧生活無法自理的長者是

一個苦差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

工作與生活，不可能24小時全天

候看顧。「久病無孝子」，這是

我們責怪不孝兒女的用語，卻同

時也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現今世界，人的普遍壽命延

長了，人口老化已成常態，如何

照顧長者就不再是個別家庭的

事，而變成社會及國家的大事。

護老設施的出現，可以幫助不少

家庭釋放勞動力，同時也改善了

長者晚年的生活質素，只可惜老

人院、長者宿舍等的設施在任何

社會都是供不應求。

有些長者對入住長者護理院

舍抱抗拒態度，然而，形勢比人

強，假若能為子女設身處地去著

想，讓他們可以有機會過回正常

的生活，這其實是父母對子女最

大的賞賜，況且現今的老人院的

設備及管理已今非昔比，是比較

完善了。入住老人院也是晚年生

活一個應該考慮的選擇。◇

3月初剛剛收到妹妹從加州屋崙送來

的消息，她的屋子剛被兩名青年入內爆

竊。她夫婦倆和大女兒剛出外看醫生，

而就讀大學的小女兒則留在家中房間做功課。她在房間內

的鏡子看見賊人走入屋內，大吃一驚，不知所措，趕忙將

房門關上，立刻致電父母及報警。警察雖然很快趕到，如

臨大敵手執長鎗入屋搜索，但賊人已不知所終。幸好點算

財物後，沒有多大損失。

三年前，兒子從香港到三藩市參加馬拉松賽跑，我們

和大女兒一家人從溫哥華到場打氣。晚上，我們在金門橋

一間海邊餐廳吃飯。晚餐後兒子回到他租賃的車子時，發

覺司機位的玻璃破碎了，車內的手提包已經被偷走。雖然

報了警，但警局只是給他一個檔案號碼作紀錄。

最麻煩是失去了護照，幸好他在口袋裡找到了一張

NEXUS卡，讓他可以入境溫哥華申請報失和補發護照返

回香港。

除了加州，溫哥華的偷盜亦不遑多讓。一個月前的一

個晚上，朋友傳來一張照片，他在一間西區的酒家晚飯，

泊車時已將行李箱蓋上。飯後回到地庫停車場取車時，發

現後窗已經破碎，放在行李箱內的羽毛球袋、球拍、鞋及

其他物品已不翼而飛。雖然不是重大損失，但報案、付墊

底保險修車費及重新購置所需用品已所費不菲。

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晚上，我和家人出外晚飯，離家不

到半小時，剛在酒樓坐下，便接到保安台傳來的電話，報

告我家的警鐘已經響號，他去電我家查證是否誤鳴，無人

接聽，他已致電警局。

我們趕回家時，看見正門已被打開，相信賊人聽見警

鐘大鳴便慌忙逃跑了，但仍然被偷走了一部手提錄音機和

一個攝影機。幸好放在餐桌上的手提電腦被報紙掩蓋，沒

被發現。

移民28年來，自己的汽車在不同的地方都先後被爆竊

了4次，所認識的朋友大部分都曾遭遇過這些苦況。存在

人心的狡詐貪慾，無論任何時候和地方都是沒有分別和不

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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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唔使咁做茶樓與照相館

家

蝶   變

新  天

廣州人喜歡品

茗，茶樓一天有早

午晚三市。父親最

愛上茶樓「嘆茶」

，三市都是座上客，嘆其一盅兩

件。我未滿一歲時，父母白天把我

放在保母家照顧，晚上領我回家，

父親抱著我，就直奔惠如樓飲夜茶

去。惠如樓位於中山五路，是廣州

市歷史最悠久的茶樓之一。

到了惠如樓，父親直上二樓的

茶廳，向伙計要了張高櫈，把我放

下來，便和母親邊飲茶邊聊天。我

到今天仍然記得，樓下茶廳那排高

高的窗戶上掛着些淺藍色的布帘，

在迎風搖曳的情景。回家路上，只

見中山五路大街上高大的樹木，樹

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在黑暗中顯

得特別陰森。那時幼小的我，竟害

怕得哭了起來。哭著哭著，就矇矇

矓矓地在父親的肩膊上睡著了。

我們那個年代拍照沒有今天的

方便，要照相就得到照相館去。還

記得第一張到照相館拍的照，是坐

在一個小墊枕上，依偎在爸媽的身

旁，那時我未滿一歲，還不會走

路。到學會走路了，爸媽又帶我到

照相館照相。

攝影師舉起個鈴鐺，不停地搖

着它來吸引我的注意。我順著鈴鐺

的響聲望向他的攝影機，只聽得卡

嚓一聲，攝影師就把我照進去了。

就這樣，從一歲、兩歲到三歲，一

個小小人兒，或拿着一束鮮豔的花

束、或展開着花裙子，露着天真的

笑臉，在攝影師搖着的鈴鐺下，卡

嚓卡嚓的拍下了一張又一張的肖像

相。一幀黑白照片，經攝影師塗上

油彩，就成了一幅彩照。

我的舊相簿中，有一張父親與

狼狗  Lucky 的合照，最是可愛。 

Lucky 是一隻病重倒在路邊的流浪

狗，父親把牠檢回家，悉心治療而

救活了牠，自此 Lucky 便成為父親

的貼身護衛。那天父親帶牠到惠愛

中路南京照相館照相，當攝影師與

父親交談之際，機靈的 Lucky 歪着

頭豎起左耳，專注地聆聽着主人在

說話的神情，真是維肖維妙。◇

墨西哥有不少自

然奇觀，也是冒險旅

行的好去處。雖然生

活與旅行不是同一

件事，但冒險的心情卻相類似，對每年

都要遷徙一次的動物而言，生活就是旅

行，冒險就是生命。除了候鳥，地球上

很多動物都有每年遷徙的習慣，人類遷

移的目的是為了生存，而動物是為了繁

衍，囘到出生地生產下一代。

生存對於動物，是整個物種的延

續，很少會想到自身個體的存滅，因此

才會有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執著無覺。

每年3月，是墨西哥君主蝴蝶 (Mon-
arch  Butterfly，見圖) 破蛹而出，蝶變成

形，在中部森林邁出生命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長途冒險旅程的往返。蝴蝶乘

著氣流，順著風向，飛越高山海洋和城

市，穿越美國國境，最終到達加拿大東

部，在野花盛放的幽谷裡，無憂無慮於

花團錦簇中度過了浪漫的夏天。然後在

蕭瑟的深秋，一個結霜的早晨，義無反

顧放下一切，離開謝萎的花園，不是家

園，再度穿越荒川野地，囘到墨西哥出

生的森林交配，產卵和死亡。

每年11月至3月，所有君主蝴蝶都

聚集在墨西哥的中部森林，要觀看那一

幕幕驚心動魄的生與死，就不要錯過這

段時機。在短短幾個月裡，上演了數百

萬隻蝴蝶的動人愛情故事。漫山遍野，

一雙雙殉情的蝴蝶化為梁祝，整個森林

鬱鬱蒼蒼，披上了高貴的皇家金黃色斗

篷。到了三月，數百萬隻蝴

蝶同時迎風飛舞，穿越山谷

中的西班牙式小村莊，在教

堂鐘聲的伴隨下，一群新的

生命又撲向預設的命運，展

開同一樣的生死歷程。

看蝶變就如同看洄流，

震撼但唏噓。是否會有一些

蝴蝶和三文魚不願洄流，產

卵和遷徙？當然最好也不要死亡，若能

天長地久，在沒有寒冬的花園裡做一隻

無知無覺的穿花蝴蝶，那多麽好？

蝴蝶是沒有選擇的，三文魚想必也

是如此。誰又有自由的選擇？人類當

中，也只有到了近代的少數，才賦予這

種奢侈的人權，若能有幸做上了一個這

樣的自由人，也真不容易。◇

母親對孩子說：「媽媽每天

這樣辛勞地照顧你起居飲食，注

意你的健康和營養……」母親的

話未講完，那孩子抬起頭來望著媽媽，以一種冷

漠的語調答道：「你唔使咁做！」母親聽了以

後，默然無語，心中帶著一點後悔、一點心灰意

冷……

這個情景，可否感到似曾相識？一句「你唔

使咁做！」震撼著我們的心。尤其是聽者，總覺

得有難以接受的委屈。特別是那些深信有付出，

必會有回報的人，其感覺就更加有如千支針剌在

心了！

上面那位母親，就是其中深信這理論的人，

偉大的母愛，為甚麼不能感動孩子？然而，在孩

子心中，早已有另一套想法：是你一廂情願去做

的，又不是我的要求，為甚麼要我多謝你？甚至

更有可能他感覺母親對他的這份愛是多餘的。

又例如，丈夫準備出門返工，太太急忙地追

上前把外衣交給他說：「今天天氣寒冷，換上這

件較暖的外套吧！」丈夫非常反感地斥喝：「我

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難道冷暖我都沒有感覺的

嗎？多餘！」跟著便把妻子交給他的外衣擲在地

上，憤然離家！妻子這份暖暖的關懷，在丈夫心

中卻成為了一種愚不可及的表現。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實在有不少幾分傷心幾

分痴的無奈，幾許用心良苦的付出，却常常換來

「你唔使咁做！」的失落，一切一切，好像都是

自作多情！然而每次的失落，都帶給我們寶貴的

教訓！

筆者反而為這句話而開竅，已付出的「愛」

，無論是對身邊那一個人，絕不寄予回報的盼

望，皆因沒有希望，便沒有失望；若然對方表示

感激或欣賞，便視之如紅利 (bonus) 吧！其二是

學曉自得其樂，把「關愛別人」視為自選的一份

工作，既選擇了它，就在其中自尋樂趣、自感滿

足、一切求諸己，不求諸人。若能領悟此理，還

有誰能再傷我們的心？◇

最近偶然在網

上見到一些數據，

關於單親家庭的比

例佔多少，佔有50%

以上都是生活在單親家庭的。現在單

親的定義，已經不像從前只局限於某

一方有婚外情，感情破裂，導致離

婚。現在單親定義，除了離婚，還指

分居、喪偶、相隔兩地生活、不想結

婚而又想有自己的孩子—— 試管嬰兒

或領養等等。

根據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

單親人士的資料，單親家庭的數目大

約7.3萬人，其中單親媽媽的數目平

均較單親爸爸的數目多於三倍。

無論是甚麼原因，單親家庭在許

多地方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現今世

代已經同上一代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和

思想，單親已漸漸替代傳統有「家」

的觀念。以前對「家」有著強烈的感

覺，很著重「家」的形成︰有爸爸、

媽媽和孩子。

記得幼兒時，這個傳統「家」的

模式，已經牢牢緊記於腦海，覺得很

幸福和快樂，因為有爸爸、媽媽、兄

弟姐妹，是完整的家，是安樂窩，

是安全的居所，也是避難所，這個就

是我喜愛的家。雖然有時會和家人有

磨擦，但卻帶來許多歡樂，從這個家

學習不少，懂得建立密切關係的重要

性。

兒時教導，經常聽到有「國」才

有「家」這個觀念，也從電影電視劇

的教導，「家」的重要性和它的影響

力，人怎可以無家。當然，並不代表

現今世代不看重「家」，只是觀念已

不相同。

以前的人願意及肯花時間與家人

相聚和活動，那怕是長途跋涉去郊外

野餐或燒烤，又或者在家裡圍坐一起

閒談、賞月，都是樂也融融。但現今

有些的「家」已經不再是花時間與家

人相處，而是獨來獨往，自我中心，

喜歡無束無拘，只花時間在互聯網上

和手機上。對於身邊的人已經漠不關

心，導致影響夫妻之間、家庭和諧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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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樂多 冋娃娃臉
娃 上

了 K班 之
後 ， 還

真的一點

一點在改

變。學習

且不提，因為沒有比較，也不

知道她到底是個什麼水平，但

有時候說出的話倒是令我對她

「刮目相看」。

大家都知道，上了學以後

的人生都是艱難的。雖然娃才

K班，但學鋼琴學中文那可不
是我強加的作業，老師在紙上

明明白白寫著要求呢。

然而，陪娃寫作業能不焦

躁不罵人者，真佛也。所以一

到作業時，雞飛狗跳。娃也曾

眼淚汪汪過，後來乾脆小嘴兒

一撅，雙臂一叉，不配合了。

再後來，長勁了，不卑

不亢、有理有據，直視你的

雙眼，說：「你不能那樣說

話！」

喲，開始嚇唬媽了。

我不爽：「這麼簡單，你

總是錯，就是沒有用心！」

結果娃竟然丟「名言」：

「When  I  made a mistake, I 
know what it mean, my brain is 
ready, to grow and learn hard 
things.(我知道犯錯誤意味著甚
麼，這是我的大腦在成長，要

學更難的東西。)」

好吧，犯錯還有理了，你

贏了。

話說現在的孩子不好教育

啊。想想我們當年，父母和老

師的話就是權威，就算有異議

也只敢在心裡說的。現在呢？

小孩子超級敢表達，還邏輯很

順，說話一套一套的，個個人

小鬼大。

前陣子微博上有一個小姑

娘火了，應該是小學三年級

的年齡，媽媽正批評著呢。

小姑娘反過來「苦口婆心」

了：「你就知道罵人，而且

總是在那裡啊啊啊的叫，你

倒是用古詩來罵罵人看？我

現在才上小學(這些不會正常)

，你們都已經上完小學、中

學、大學了，怎麼教育孩子

就只會啊啊啊呢……」

媽媽沒出鏡，但網友們感

覺她的臉都要歪了。這麼小就

伶牙俐齒，以後還怎麼教呢？

不過，話說回來，小孩子

敢於表達總歸是一件好事。像

我們這一輩總是把情感心裡憋

也不利於健康和人際關係的增

強。

比如，這幾天，娃突然就

會從背後抱你，然後探出一個

腦袋，說：「I  love  you,  Mom-
my」，清脆的童音讓人頓時心
裡都暖化了。雖然有點不好意

思，但看著小眼睛放射出期待

的光芒，娘就趕緊回了一個：

「I  love  you  too∼」
然後娃就心滿意足地走開

了。

小孩子的世界，真的有

時候好複雜，有時候又好簡

單……◇

一年前，因家居意

外，我的尾龍骨裂了。

由於尾龍骨不能打石

膏，醫生只吩咐先用冰

敷消腫，休息六至八星期，跟每天補鈣

和維他命D，尾龍骨便會不治而愈。

小小的意外卻打亂了本來尋找工作

的計畫。不能小覷尾龍骨，意外後的一

星期，不論上車下車，每次轉換姿勢，

都引來肌肉抽搐，疼痛不已，唯有硬著

頭皮，靠止痛藥和冰敷來接送孩子、買

菜煮飯和最基本的家務。1歲多的老六剛

開始走路，還要彎腰抱他上落車，確有

一定的難度。生活上的不便總帶來心情

煩燥的一刻，幸好家人朋友每天噓寒問

暖，我才有力積極接受現實和調慢生活

的速度。

就是因意外要繼續留在家中當家庭

主婦帶老六，我意識到從來沒有全職經

驗帶一至兩歲的孩子。

以往當一年的產假完結，孩子便是

送往公司附近的保母家。大約每兩年一

個孩子，我便是一年上班儲蓄，一年全

職帶孩子，梅花間竹，十年不斷。因此

我帶的不是零至1歲，便是2至3歲，或4

至5歲。

原來1至2歲的孩子模仿力超級強，

基本上我做甚麼，老六便做甚麼。可能

就是因為我動作慢，我只需做一次，老

六便能重複。於是不論是把衣服放進洗

衣機，或拿出濕衣服放進乾衣機，或打

掃吸塵，或把乾淨的碗碟從洗碗機拿出

來放回廚櫃，他都能幫上一把。每天大

的孩子放學回家，我便報告老六新學的

動作。

當我樂在其中看著老六每天的小成

就，尾龍骨已不再痛，一切活動可回復

正常。看著老六的成長和我為孩子轉校

安排的一切，外子大力支持我繼續全職

留家！我非常珍惜不需一心二用，能全

心全意安排各家人需要和愛好的一切。

我仍在學習節流，暫時最成功的是為家

人朋友做生日蛋糕和每天的家常菜。而

老六也成功戒奶戒片，開始顯現獨立個

性，進入新的學習階段。

不經不覺地我成為了家人的重要後

援，提供身心養料，也默默地保持生

活的健康愉快節奏。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

博士畢業之後初

入大學工作，讓我接

觸到學術生活的另一

面。去年我換工作，

由教員轉為職員，由一名普通講師變為

一個國際教師培訓課程的輔導員。大半

年來，得以目睹一些大學職場的生態，

體驗象牙塔裡別樣的東西。

有時我在學術殿堂的地面。輔導員

要做很多雜事，並不如外人所看那樣光

鮮體面。從斟茶遞水，送餐擺檯，到課

堂錄影，材料準備，五花八門的事情不

一而足。但基層工作的好處，是令我認

識了許多在大學裡默默保障基本後勤運

作的員工，亦令我反思，博士學歷讓我

增長智慧，創造知識，並不是教我傲氣

沖天，眼高手低。我常與同事半開玩笑

半認真地說，在大學的生態圈裡，我們

很接地氣。

有時我看到自己學術理想的反面。

曾研究種族問題，性別平等，批判教育

不公平，但現在所見卻令心裡不是滋

味：課程請來的講者，80%是白人男性，

依舊扮演一個在課堂上擁有知識權威的

角色，而其他類型的講者，少之又少。

曾寫論文詮釋多元文化，而課程裡

許多學員對加拿大的歷史、文化、社

會、和身分認同，仍然抱著單一的刻板

印象。我想到曾熟讀的學問，曾想傳遞

的知識，工作上非但少有機會施展運

用，有時自己都成為局內人，難免便有

些失落了。

「你不妨試試這份工作，也可了解

到學術生活的另一面。」當初上司對我

如是說，而我只笑答，「我是抱著學習

的心態來的。」大半年後的今天，她再

問，「這份工作，你會不會覺得委屈？

」我依然笑對，「我學到很多東西。」

時光飛逝，培訓課程的學員們都已畢業

離開了。煩心事和雜事少了許多，但我

又有幾分想念朝夕相對的幾個月，記起

每位學員的特點。

走在校園，我還時常有些錯覺，以

為在某棟樓裡，某個轉角處，某個車站

前，會遇見他們/她們。臨走送別時在機

場，我們都擁抱甚至落淚，想把急景流

年都留住。現在櫻花季了，不知他們/她

們還會否記得我？◇

大 學 畢

業 已 經 7 年

了，但長的

臉愈來愈困擾我！我小學至初

中的時候，臉長得比較焦急，

那時的我已經長得像個大人，

到餐廳時，還給侍應取笑我長

得像個侏儒(那時只有小學三年

級，還不知道甚麼是侏儒，所

以連生氣也來不及！)然後過了

中三以後，我臉的變化也緩下

來了。

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要跟

年紀比我大挺多的人打交道。

我在銀行當 corporate credibil-
ity banker 時的大客老闆(也是

給我最多生意的客戶)剛80歲，

有時候我也不好意思，在食鹽

多過我食米的他面前班門弄斧

講 credit。那時的我只有23歲，

客戶們當我小娃也情有可原。

直至這兩年，我的困擾又來

了！幸運的是，這次是個 good 
problem。現在的我已經在 tech-
nical 上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也

建立了互信的客戶群，很多事

情上也是可以容易解決的。

不過，每次見新客戶時問題

就來了。初次見面，客戶總是

問「你甚麼時候大學畢業的？

」，又或「你應該畢業才兩年

吧，怎麼說話這麼老練？」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故意逗我開

心，那時我唯有說實話。然後

他們通常流露出真心驚訝的眼

神，所以我也要多運用 technical 
knowledge 和長一點的時間來建

立自己的 credibility。
天啊！雖然我在結婚的時候

答應過我自己，40歲時也要長

得像25歲，絕對不可以放棄打

扮，但這娃娃臉又在事業上為

我帶來了矛盾！待我35歲時再

給大家寫個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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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書仔

語 文 樂 園

日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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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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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畫班(每月$15)
逢星期五上午10:15至午11:45

歡樂園地歌唱組(每次$1)

逢星期五下午12:30至下午4:00

   俆阿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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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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至6月

      逢星期三及五

      上午11:30至下午13:00

AMC班（粵語教學）

日期：4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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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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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吩咐！
       Anytime,  just  ask !
     
2. 對不起！ 
       Excuse  me ！
      
3. 絕對不是！ 

      Absolutely  not ！
       
4. 別逼我！ 

      Don’t  push  me ！◇

非以役貓，乃役於貓。

己所不欲，勿施於貓。

愛貓者貓恆愛之。

有貓自四方來，不亦樂乎！

貓之相知，貴相知心。

救貓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貓吾貓以

及人之貓。

惻隱之人，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愛貓之心，人皆有

之。

狗我所欲也，貓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捨狗而取貓者也。

一兜糧，一勺米，在冷巷，人

不堪甚憂，貓也不改其樂。賢哉，

貓也！

養貓之道，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賢者樂

貓。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

糧 (被鼠偷吃)而育貓，未為遲也。

有貓真富貴，無事小神仙。◇

以下乃愛貓人自勉亦勉人的格言︰

貓 格 言

 沒問題！

Can   do！

(參加者須為中僑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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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祖

吊  鐘

(溫哥華華埠中山公園，是中

國以外第一個蘇州古典式花園，本

欄專門介紹這個花園的花卉。)

光圈 : F1.8

快門 : 1/160

感光度 : 2600作者︰Wayne  Leung 

照片提供：中藝攝影學會。學會1974年

成立，是加拿大第一個非牟利華裔攝影組

織，以聯繫同好、切磋影藝、培養後進及提

高攝影水平為宗旨。每月第二個及最後的星

期四晚上舉行例會，歡迎參加。

網址：www.chungai.ca 

生 活 情 趣

   陳鈺祥 

(培英園藝社導師)

花言花語巧配對

 吊鐘花

( E n k i a n t h u s 
perulatus) 是杜鵑

花科。吊鐘花屬

共有十種，分佈

喜馬拉雅山至東

亞，是落葉灌木，枝條常輪生，

葉互生，花朵在4、5月開放(南

方則在2、3月)，遠遠望去，吊

鐘花彷彿樹枝上掛滿了一個個小

燈籠，因此又名燈籠花。

其果實10月成熟，有趣的

是，它的果梗完全向下垂著，而

頂端彎曲向上，然而果實直立向

上。

吊鐘花枝葉扶疏，花形奇特

優美，猶如串串小鈴鐺掛在枝

上，花朵茂密，花色艷麗，花期

長。在中國的廣東省，香港和澳

門是春節前後開放，故南方人視

之為年花之一。因為吊鐘花花語

為「鐘鳴鼎食、圓滿富貴」。另

外將開紫紅色的吊鐘花稱為「金

鐘」，開白色花的稱為「銀鐘」

。由於吊鐘花的花朵長在枝頂

上， 亦有「高中」科舉的寓意。

吊鐘花可藥用，有去火，

平肝明目等功效，還有美容作

用。◇

花是很好用來傳遞信息的

東西，故有「解語花」

之說。

「且讓心香一瓣，送上祝

福無限」，無論是示愛(包括情

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

友……之愛)、探病慰問、新居

入伙、升職加薪，或是感謝幫

忙，都可以憑花寄意。花言花語(當然不是口花花)

，但意思各異，送花者必須知道各種花卉背後的代

表意思，否則表錯情，鬧出笑話事小，假若導致情

人「掟煲」收場就大件事了。

今期筆者列出十種常見的花卉及花語，一表為

花名，另一表為花語，作一個配對小遊戲，看看讀

者是否配當得宜，答案會在下期刊出。◇

中  文 英  文

1 菊花 chrysanthemum 
2 大麗花 dahlia
3 梅花 Japanese apricot
4 薰衣草 lavender
5 牡丹 peony flower
6 曇花 epiphyllum
7 蝴蝶蘭 phalaenopsis
8 康乃馨 carnation
9 玫瑰 rose
10 百合 lily

  花   語

A 大富大貴

B 月下驚嘆，瞬間芳華

C 清雅脫俗

D 移情別戀

E 祝你幸福

F 傲骨凌寒

G 你是我愛的全部

H 高風亮節

I 心想事成

J 母愛偉大

大麗花

梅花

玫瑰

題目︰晚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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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麵糰材料:

傳統十字包
做  法:

暖鮮奶                         1¼杯

無鹽牛油(置室溫放軟)      2湯匙

大雞蛋                      1隻 

黃砂糖                    4湯匙

鹽                        ½茶匙

肉桂粉                      1茶匙

葡萄乾(浸軟)                ¼杯

蔓越莓乾(浸軟)                 ¼杯

檸檬皮茸                      1茶匙

高筋麵粉 (bread  flour)         3杯
乾酵母 (bread machine yeast)    1½茶匙

蛋液(1隻蛋黃加1茶匙牛奶）

1.將麵糰材料依上述次序倒入麵包機

桶內(除蛋液外)，在麵粉上弄一個小洞，

放入酵母。

2.選擇麵包機麵糰 (Dough) 功能，按

鍵運作，約1½小時後完成第一次發酵。

3.把麵糰放在灑上麵粉的桌面上，輕

輕按壓排出空氣，分成10等份小麵糰。

4.每個小麵糰搓成圓形，排放在已塗

油的焗盤上，每個麵糰之間不用留空位，

焗起來麵包才會隆起，用布蓋上45分鐘第

二次發酵。

5.預備粉漿：把麵粉和水拌勻至沒有

粉粒，放入乾淨的膠袋內，剪去一小角，

就可以當成唧花袋了。

6.預熱焗爐375°F，在麵糰表面掃上

蛋液，然後唧上粉漿作十字型，焗約20分

鐘或至金黃色便成。◇

低筋麵粉                  4湯匙

水                         3湯匙

十字粉漿材料：

雞蛋        4隻 

黃砂糖      80克
牛油        40克
麵粉         100克
吉士粉       2湯匙

發粉          1茶匙

呍喱拿油        ¼茶匙

飲 食 廣 場

飲食真樂趣

    謝其賢

    文與圖︰莉莉

    龍寶雲

(註冊營養師)

做法：

復活節

馬 拉 糕

復活節期間，

超市或餅店

都會推出應節的十字包 (hot cross buns)
。這是一種添加了香料的甜麵包，根據

歷史記載，是猶太人為紀念耶穌受難

日 (Good Friday) 吃的傳統麵包，包上有

一個十字符號，象徵耶穌為拯救世人被

釘在十字架上。

傳統的十字包除了一般做甜麵包的

材料外，另加上葡萄乾和一些香料如肉

桂粉 (ground cinnamon)，肉豆蔻 (nutmeg)
、丁香 (clove) 等。我還特別加上檸檬皮

茸，新鮮出爐的十字包，有肉桂的香氣和

乾果的甘甜，更有一點檸檬的清香，全家

一起享用，增添不少節日氣氛。

全新的加拿大飲食指南用

了簡單易明的健康碟來展示健

康飲食的概念。除了健康碟之

外，新的飲食指南還提倡健康

的飲食觀念，表達了要飲食健

康，除了要在食物上的選擇和

配搭要注意之外，在如何進食

也要注意。

首先，留意一下你進食的

習慣，例如你進食的時間會否

太快，大腦要20分鐘才知道吃

飽，慢慢嘴嚼，給時間讓身體

消化。留意自己何時肚餓、何

時吃飽？你會否兩餐相隔時間

太長，令自己極度肚餓，以致

容易吃得過量？你會否感覺到

飽仍繼續進食?一般來說，進食

五至七分飽便好了。

健康飲食還包括要多自行

煮食，時常計畫一下自己和家

人每天的三餐，利用健康碟與

家人一起計畫。一起計畫可令

膳食包括各人喜愛的食物和嘗

試到新的食物。與小孩一起計

畫和準備食物，可幫助小孩從

小學習健康飲食。

享受食物也是健康飲食的

一環。有些人盲目跟從各式各

樣的飲食方式，放棄自己喜愛

的食物和味道，強迫自己吃不

喜歡的食物，又或每天重複著

一樣的餐單，令飲食變得沒有

樂趣。這就違背了健康飲食的

意義，因為健康也包括了心理

健康，進食時留意一下食物的

來源和食物的色香味。

其實健康碟絕對容納到你

喜愛的食物和喜慶派對的美

食。例如在大食會時可準備五

顏六色的蔬菜；蛋白質方面可

以選擇咖喱鷹嘴豆、雞肉加豆

乾串燒和香草焗三文魚；在全

穀類方面可選擇藜麥雜菜沙

律、全穀類意大利麵配蕃茄洋

蔥汁和焗新薯。

跟著健康碟，多選擇新鮮

和少加工的食物，享受健康飲

食的樂趣。◇

1.將雞蛋黃及蛋白分開。

2.雞蛋黃、黃糖、呍喱拿油混

合，用手動攪拌器打勻，打起成

糊狀。

3.輕輕拌入篩過麵粉、發粉及

吉士粉，慢慢拌勻。

4.混入室溫融化牛油。

5.蛋白用手動攪拌器打起，拌

入蛋黃糊內拌勻。

6.蒸約25分鐘或至熟，可用

筷子插入，拔出無粘上麵糊即已

熟。◇



2019年4月     15

食 在 四 方

中央咖啡館

文

圖

：

莉

莉  

維也納

喝咖啡是奧地利維也納生活的一部

分，單是位於市中心區的大小咖

啡館已有數十家，最著名的要算是開業於

1876年的中央咖啡館 (Cafe Central)。
這間充滿古典氣息的咖啡店，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前，是著名詩人、音樂家、藝

術家及外交人員的聚腳地。到維也納旅

遊，要到這處走走，悠閒地享受及體會一

下當地的咖啡文化。

中央咖啡館於早上7時半就開始營

業，除了供應咖啡及甜點外，也有早餐、

午餐和晚餐多款菜單，晚上還有樂師彈奏

莫扎特的名曲，在悠揚的樂聲中進餐，特

別感到滿足。

走進中央咖啡館，入口處有一個坐

著的雕像，是世界知名作家 Peter Alten-
berg，像是在沉思寫作，也像是在歡迎每
一位食客的光臨。華麗的餐房有高挑的樓

底，特色的大理石圓柱和細緻的拱型天花

裝飾，呈現一片典雅的氣派。

這裡的咖啡和茶品種十分多，餐牌上

印有英文，不難找到你喜愛的種類。甜點

更是十分吸引，可親自到餐房中央的玻璃

櫃內挑選，每天早上10時開始供應各款蛋

糕、果撻、鬆餅等，琳琅滿目。來這裡

當然要試試奧地利著名的傳統蘋果卷餅

(Wiener Apfelstrudel)，這款有多層酥
皮卷著蘋果餡料的甜點，可配上呍喱拿

漿或雪糕，薄薄的酥皮香脆可口，內裡

微暖的果餡有玉桂香，感覺不太油膩。

另一款奧地利的傳統甜品是皇帝煎餅

(Kaiserschmarrn)，即叫即做，要等上20分
鐘，它似撕開了的鬆餅又似蛋糕，濃濃的

蛋香加上酸甜的果醬，感覺稍甜，但配上

香濃咖啡，還是不錯的選擇。

另一款被譽為奧地利名菜的維也納炸

肉排 (Wiener Schnitzel) 也值得一試，當
地差不多每間餐廳都有供應，而中央咖

啡館是選用切塊的小牛肉，打至薄薄的，

沾上麵粉、蛋液和麵包糠炸至金黃色，外

皮香脆，內裡嫰滑，伴有馬鈴薯和青菜沙

律，份量頗大，可作午餐或晚餐。

這間滿有歷史價值的百年老店，不止

充滿咖啡香，它著實有過人的魅力，不

愧贏得「世界十大最美咖啡館」的美譽。

地址︰Herrengasse 14, 1010 Wien, 
Austria
網址︰https://www.cafecentral.wien/

en/◇

食在四方，現在流行手機先食，

歡迎讀者介紹本地及各地美食。

好食俾個like，唔好食可以彈，

文章圖片長短多寡都得，旨在分甘

同味。今期先由莉莉小姐請飲咖

啡。◇

知名作家Peter Altenberg 歡迎各位到來

奧國名菜

炸肉排

維也納

著名甜點

蘋果卷餅

香濃凍咖啡放滿厚厚

忌廉再撒上朱古力碎

中央咖啡館古典華麗的餐房與外觀

琳琅滿目的甜點

食在四方  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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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上的牛群幾乎令作者遇上車禍

橫跨菲沙河的羊溪大橋

公路旁雜貨店，但賣酒招牌更巨大。

原住民部族聚居地智高田

20號公路 自駕遊 (上)

2018年7月初獨自駕車走了一趟20號公路，終點是貝拉庫拉 (Bella  Coola)。
20號公路東起卑詩南中部威廉斯湖市 (Williams 

Lake)，向西直達海岸的貝拉庫拉止，全長約450公里。
省公路局原只是將公路築至安娜協湖 (Anahim Lake)，
雖然這距貝拉庫拉還有百餘公里，但這一段要上高原，

過山隘(約高1500公尺)，耗資巨大而服務人少，所以省

府就不建造了。為此，在山嶺西面的貝拉庫拉和客家

堡 (Hagerberg) 居民，自行籌資協力開發，終於1953年通
車，並命名這段為「自由之路」(Freedom Road)，以紀
念他們不再受困海邊，能自由地往東跑，並向卑詩省其

他地方進發。

20號公路出了威廉斯湖約6、70公里，就遇上從北向

南流的菲沙河，過了羊溪大橋 (Sheep  Creek  Bridge) 後，

一直到終點海邊，相對是頗為荒僻的地方。

這裡都是第一民族聚居的地方，整個地區叫

做智高田 (Chilcotin)，因為不受淘金潮影響，
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相當的原始樣貌。智高

田地區，白人當然有，但所見大多是第一民

族，或第一民族和白人混血的面孔。

地圖上，近公路而列出地名的地點，其

實都只有百餘200人，要找食宿的話，也就

在路旁，加油站也在路旁，但並非我們在城

市地區所見到的大公司油站。就如麥當勞，A&W 等快餐
店，全條公路都沒有一家；不過總會

有雜貨店，大多沒名字，只叫 Gener-
al  Store，甚麼都賣，也賣酒。
店名General Store 的招牌已不

細小，但賣酒 Liquor Store 的招牌更
大更顯眼，這正好說明，第一民族很

多人酗酒，政府對他們的補貼可能太

好，不知是要幫助他們，還是要陷害

他們。

在安娜協湖有一家雜貨店口氣真

大，標明「若我無有，非你所需」(If 
We  haven’t  got  it.  You  don’t  need  
it.) 。
公路一帶居民的生計，除旅遊

業，還有林木、畜牧、採野菇的，

因而路上牌子除有給司機警告，前方可能有野生動物

外，還有警告有人養的牛隻。

公路上車少路直，不少路段限速為時速110公

里，但沒有人那麼守規矩的，都超速，除了裝滿木頭

的大卡車。我那時在上坡，以我自己的駕駛經驗，上

坡之後是下坡，車在上坡，下坡那邊的情況看不到，

所以一定稍為放慢。果然，一到坡頂，即見大群牛隻

呆在路中，見我車衝上來，馬上前走，我亦即時剎

車，也幸好牠們都向前走，不然以我雖在剎車的車

速，一定碰撞。定睛看時，有母牛數頭，帶了中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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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協湖路邊小油站

走完11公里

泥濘路後泥

漿滿車

安娜協湖的騎警分部

牛20餘，母牛當中也有正懷孕的。

這20號公路上，我停宿過三個地方。

威廉斯湖是大埠，不說了。貝拉庫拉(居民

約2500)和安娜協湖(居民約250)，地方算

較大，都有騎警分部，而且他們的的房子都

是當地最宏偉漂亮的。他們管理的範疇很廣，

若說鼠竊狗偷，因為民風純樸，大家認識，那就

肯定沒有，只是懶地養懶人。

在安娜協湖，我找不到小旅館留宿，問油站，雜貨

店，都只知有度假村。但度假村對於只留宿一晚的我，

並不適合，那只有去問騎警了。那時是星期五下午未到

3時，分部外有警車數輛，但分部卻重門深鎖，玻璃門

上分明寫上辦公時間是星期一至五，由早上8時半到下

午4時。門外有緊急電話一部，說明緊急才好用。我晚

上無處留宿，算不得緊急事，最多就是睡車內，也就不

能用這電話。

幸好我在大路轉入所謂市區之前，看見一藍色牌

子，好像有指住宿的，回頭去看，才跟指示走過11公里

泥窪路，到了安娜協湖區唯一的 B & B (牀鋪加早餐)
，留宿在 Dew  Duck  Inn (露鴨小旅館)。
安娜協湖的汽油站也一樣，星期六、日都休息，幸

好公路旁的小油站不會休息，而且我有過非洲長途駕駛

經驗，總帶備20公升後備汽油的。(下期續)◇

路口指示露鴨

小旅館所在

小旅館也提供

豐富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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