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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跟車走」到「跟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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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BC汽車保險新規例全解析

1.	 保費計算「因人而異」

不同於以往的主要以車主的駕駛記

錄來作為定價依據，新的政策添加了共

同駕駛人的信息記錄來作為決定保費的

重要條件。

保險費中75%基於最經常駕駛該車輛

的人的駕駛記錄決定，而另外25%則由

共同駕駛人中風險最高的人的記錄來評

估。

按照ICBC的言論，他們是希望將保

險成本更多的交給「高風險」駕駛人員

來承擔，從而降低「低風險」駕駛人員

的保險費用。

新政保留了無事故折扣，但將會參

考駕駛人過去40年內的無事故歷史。另

外ICBC將不會再提供預估保費服務。

2.	 賠償金額超過2,000元以上不可

以賠錢免漲保費

很多時候為了免受保費暴漲的困

擾，很多人在事故之後寧願自己掏錢一

次性埋單，從而保持自己的保費水平。

然而9月1日之後，如果事故賠償金額超

出2,000元，即使自己掏錢埋單，也逃脫

不了保費增加的命運。

3.	 違規駕駛保費增加

從9月1日開始，任何違規駕駛而被

警察開罰單的情況還會導致保費增加。

例如超速、分心駕駛、闖紅燈等等。IC-

BC會回溯3年的駕駛記錄，並重新評估是

否增加保費。總而言之，違規駕駛的成

本大大增加。

4.	 非本地駕照和年輕駕駛者保費大

漲

持非卑詩省駕照的司機，保費會有

不同程度的大幅增加。具體金額因以上

原因綜合評估而定。而剛剛獲得駕照的

年輕人普遍面臨高昂的保費，ICBC認為

駕齡很少的年輕人比平均水平多出3.5倍

的意外風險機會。

從2019年9月1日開始，卑詩汽車保險局（ICBC）進行政策改革，如今保險新規例已經實行一個多月，

又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哪些具體影響？ 我們帶你一探究竟。溫哥華Allwest保險公司首席運營官James Beau-

lieu說：「對我們來說，這只是一種不同的算法。以前的保險是『跟車走』，現在是『跟人走』。」

5.	 增加折扣項目

出廠自帶原裝AEB（自動緊急制動系

統）的車輛可以享受10%的折扣，因為

這樣的車輛被認證為技術方面可以減少

事故發生機會。另外對於那些不經常開

車，或一年駕駛里程數少於5,000公里的 

駕駛者，也會有10%的折扣。

總括來說，ICBC新規例對於駕駛記

錄良好的司機比較友好。安全駕駛，且

駕齡較久的司機在此次新規例實施後，

保險費可能會降低，但多次違章，且有

事故記錄的駕駛者，保費很可能會增

加。◇

疑點解析-未註明司機保護

Unlisted Driver Protection 
如果妳會將車偶爾借給別人使用，這個未註明司

機保護項目會幫到你。它會在被借出的車遇到問題時

為車主人提供保護。

這個項目以前額外收年費50元。新政實施之後免

費，但如果遇到意外有索賠，翌年會變成收費項目。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未註明司機」駕駛你車的次數不

超過每年12次，或者是家庭成員等，否則就應該羅列

在駕駛人名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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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駕駛安全指南
行車在外，遇到交通事故是非常不幸而且

令人沮喪的事情。然而人生路漫漫，偶爾發生

意外很難避免。當事故發生時，知道如何恰當

的應對和處理就非常重要了。

當懷疑有情況發生，需要首先保持冷靜，

打開危險警示燈，就地停

車。下車查看時一定要保

護現場，立即拍照。不要

只拍撞到的地方，還要注

意拍下周圍環境、街道、

路標等，以便解釋經過，

保存證據。然後確認是否

需要報警。

通常如果有以下幾種

情形需要立即報警。1.人

員傷亡。2.造成公共財

產損失例如建築物、消防

栓、停車場設施、樹木

等。3.車輛損傷明顯，估

計損失金額較大時。4.對

方有明顯敵意或感到自身

或現場不安全時。 

檢查完現場保留完整證據，然後要與涉及

事故司機交換資料，包括車主，車輛及保險公

司資料，如有警察到場要記下警號和聯络方

式。如果現場有目擊者，最好留下聯絡方式邀

請作為證人。

記錄下關鍵資料之後

就盡快給自己保險公司打

電話報告事故，並酌情處

理後續事宜。

強烈建議事故之後，

約見一次家庭醫生做身

體檢查。很多時候車禍

當場神經高度緊張，未察

覺身體受到傷害，另外高

度緊張本身也可能帶來血

壓升高，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等。立即就醫，

也有利於留下準確記錄。

最後，祝大家都出行

順利，平平安安！ 

交通事故處理貼士

常見問題解答

    1.問：新政策之下購買或者更

新汽車保險，需要提供哪些資料？

    答：購買或者更新汽車保險，

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一.駕駛者名單以及每個人的駕

照號碼，出生日期。

    二.在羅列名單中，誰是主要駕

駛人。

    三.當前汽車公里數的照片（如

果每年駕車公里數在5,000公里以

下，可能會享有相應折扣）。

    四.查看車主手冊或與車行核實

你的車是否有廠家配置的自動緊急

剎車系統（AEB）（配置有自動緊

急剎車系統的車輛將會享有相應折

扣）。

    2.問：我的汽車保險費用是如

何計算出來的？ 

    答：每一份保單都是從保險基

本金額1,063元開始計算的。然後看

汽車狀況、駕駛年齡、歷史記錄、

額外保險、第三方保險等綜合加上

或者減去合適的數目。新政策施行

之後，不僅要看主要駕駛人的狀

況，還要看駕駛人名單上其他駕駛

者的歷史記錄、駕齡等信息，綜合

計算出最終價格。

此外，還有違反交通規則被處罰的情況，也會引起

保險費上升，也是今次保險新政策的重要變革，需要引

起大家重視。從2019年6月10日往後的違規情況都有可

能被記入考慮範圍。具體增加幅度要看犯規的次數和嚴

重程度。

嚴重違規例如刑事指控、危險駕駛、嚴重超速、分

心駕駛等，將會在一次違規之後增加保險費用。輕微違

規例如應停未停、應讓未讓、超速、沒有配上安全帶

等，則會檢討過去的記錄而決定會否增加保費。

不論ICBC政策如何變更，注意安全小心駕駛一定沒

有錯。不僅僅是為了能夠節省保險費用，更重要的還有

保障人生安全。正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

1. 出行歸來清理乾凈車身。

2. 在爬坡路段使用低速檔       

    小心慢行。

3. 預留更長車距以備隨時 

    剎車。

4. 注意路上黑冰。

5. 知道如何應對汽車打滑。

   A. 保持鎮定，放鬆剎車。

   B. 輕轉方向盤，調整

      重心。

  

C. 反復輕點放鬆剎車，直

到恢復正常駕駛狀態。

6. 注意輪胎、剎車皮、

電池、發動機等運行狀況，定

期檢查維修。

7. 了解路邊救援服務信

息，預先計劃和安排緊急情況

預案。

8. 若條件允許，請減少

開車次數。

    3.問：為甚麼要提供其他駕駛者的名單和資料？

    答：根據ICBC 網站資料，不同於以往針對車主追

責的計算方法，新政策更加注重考慮駕駛者的駕駛記錄

和行為，通過把所有可能的駕駛人都計算進來，能夠更

加準確的確定你的車輛所涉及的風險，從而更加合理的

定價。其中主要駕駛人的折扣將會佔75%，而另外25% 

則由名單中風險最高的一位構成。

    4.問：過往的事故經歷甚麼情況下可以被「免責」

（不做保險費用考慮）？

    答：每位擁有20年駕齡的司機可以擁有一次「免

責」機會，前提條件是在過去的10年內沒有發生過任何

意外。 

    5.問：萬一發生意外，我可以賠償損失費用來換取

保險費水平不增加嗎？

    答：從2019年9月1日開始，賠償金額超過2,000元

的事故，將不再允許通過事故責任方一次性賠償來換取

保險費不受影響的做法。因為ICBC認為這種做法掩蓋了

肇事司機的實際風險程度。但是發生在2017年3月1日到

2019年8月31日之間的事故，不論理賠金額多少，事主

仍然可以選擇是否進行一次性賠償，直到2020年8月31

日。



周士心《山水》

呂雪貞《初春》

任施明《綠樹青山含煙雨》

梁石峯《山水》

熊玉英《萱草蝴蝶》

劉蘭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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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章《心經》

胡曄寧《紫氣滔滔 馨風悠悠》李國明《心經》 方秋業《春風一聲歌》

葉榕《Would you marry me》

葉榕《Send her a flower》

藝 彩 生 輝

義賣和拍賣會盛大開幕
「藝彩生輝名家綜藝展」自2005年由著名攝影家葉

榕湋發起以來，每兩年舉辦一次，廣邀本地著名華裔藝

術家參與。溫哥華四季分明，是藝術家喜歡居住及創作

的地方。今年我們的活動在列治文市3號路的力邦藝術

港舉行。除了保持一貫的義賣外，我們添加了一拍賣環

節，讓大家能有機會收集到藝術珍藏。

義賣的收入將捐給《中僑新天地》作印刷經費，而

拍賣的收入將捐給中僑基金會支持未獲得政府資助的項

目(詳情參考第17頁)。以下是其中一部份的作品。◇

方秋業《紅梅報春》

任施明《金玉滿堂》

劉蘭芳《山水》

義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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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再圓《古松秋韻》

章金生《荷花》

吳榮添《紫玉圓潤》

吳榮添《《紫玉飄香》

溫一沙《寒冬/芬蘭漁村》

陳田恩《彩色繽紛》

陳維廉《舒懷》

藝 彩 生 輝

林再圓《楓山酒肆》

章金生《鯉躍龍門》

陳田恩《繁花似錦》

章金生《花開富貴》

章金生《褚事大吉》

吳榮添《碩果豐盈》

陳維廉《壽山石》

林再圓《溫村春暖》

林再圓《松泉琴韻》

溫一沙《菲莎河》

溫一沙《不朽/漂流》

司徒勤參《和平的漁港》 司徒勤參《綠樹林中有人家》 司徒勤參《古城晨曦》

拍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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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傳承與規劃

   鄺劉金嫦會計師卑詩省投機及空置稅
投 資 理 財

此前談過了溫

哥華的房屋空置 

稅EHT，今期談的

是卑詩省的投機

及空置稅SVT。卑

詩省的 SVT是從

2018年起開徴，同樣是以省府每年的物

業評估值（BC Assessment Value）作為評

稅值，稅率則視乎業主是否稅務居民，

加國公民，永久居民或衛星家庭（Satel-
lite family）的成員。 對於外國人業主及

大部分家庭在國外賺取收入而沒有在加

拿大繳稅的衛星家庭成員，會以比較高

的稅率徴稅。

衛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

在 S V T 的 稅 法 中 ， 有 一 詞 為 

Untaxed  Wor ldwide  Ea rne r，沒有

課稅的全球收入賺取者，是指合計

的家庭全球收入中，大部分不是在

加拿大報稅的家庭，亦即是所謂的 

「衛星家庭」（Satellite family）。 

即使此等家庭的成員當中，有加國公民

或卑詩省的永久居民，若在加國申報的

家庭收入少於其全球收入的50%，便屬於

衛星家庭的成員。

並非全省性及所有的物業

SVT雖說是卑詩省府所繳，但觸及的

範圍則不是全省所有的物業，而只是針

對省內一些因住屋價格及租金暴漲以致

全省民眾難以負擔的地區。當中包括大

溫地區的溫哥華、列治文、本拿比、素

里、北溫、西溫等等，還有阿博斯福、

米遜、芝里華克、內陸的基隆拿及溫哥

華島的那乃磨等地。

除了不在徵稅的地區內，免稅的物

業亦包括保留地，與原住民有協定的地

區或自治區及一些偏遠的離島地區的物

業。此外，由原住民、省、市、地區政

府、註冊慈善團體、房屋合作社及某些

非牟利機構所擁有的房屋，即使是在課

稅地區之內都不須課稅。 

2018年是第一年實施SVT，所有課

稅的物業都以評稅值繳稅0.5%。但從

2019年起，便會因為業主身份及類別

的不同，按照不同的稅率繳稅。非衛星

家庭成員的加國公民，永久居民稅率是

0.5%，外國人及衛星家庭的成員，稅率

是2%。

聯名的物業

SVT稅法要求所有物業的持有人都必

須申報，如一幢物業是由兩人或者多人

持有，每一個持有人都須各自以其本身

的情況（例如自住、出租、空置等）申

報。

豁免的對象

對於徵稅範圍內的物業，稅法設有

豁免的條款，豁免的物件分為三大類：

個人，發展中的土地及公司、信託、合

股形式持有的物業。 

（一）個人物業的豁免

個人名義持有的物業，在以下14種

條件下可以豁免SVT

1.業主的主要居所：業主必須是加

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居住於卑詩省，

並且非衛星家庭的成員。因年長、疾患

等原因入住長期護理設施，或者醫療

理由而離家，在此之前是以該物業為家

者，有兩年的豁免期。此外，卑詩省居

民因其他理由而離家可享有每10年一

次，為期1年的豁免期。

2.出租予住客6個月或以上（2018年

只要求3個月）。

3.房屋不宜居住：因為有嚴重損毀

或者有危險的因素存在，連續60天以上

不可入住的房屋無SVT。
4.靠近醫療設施的第二個居所：因

治病的理由而需要使用比較接近醫療設

施的第二居所，可以免除SVT。
5.剛剛購入或繼承的物業：條件與

溫市的EHT同。

6.離婚或者分居：離異的夫婦，若

其中一人遷出，因而沒有以該房屋為主

要居所。而離異的狀況若超過了90天沒

有復合，這種情況下，沒有居住於該物

業的業主可免去SVT。
7.破產的個案：因為申請破產，房

屋交由託管人處理，此等情況下的空置

可獲得豁免。

8.業主離世：即使房屋不是業主的

主要居所，比如說度假屋或者投資物

業，且沒有出租，在業主離世當年以及

下一年度均可豁免。 （下轉第七版）

我相信無論資產多少，每一個人

都需要做一份遺囑（亦稱為平安紙）

，原因是希望在百年之後我們可以按

照自己的意願進行分配，透過遺囑來

減低家庭裡所產生的猜疑和糾紛。

卑詩省最近有一輯新聞值得大家

參考。這是在七月尾時發生的。內容

講有一對農夫夫婦身後透過遺囑進行

分配，他們有四個女兒及兩個兒子。

值得留意的是遺囑內容是將93%的資產

留給兩個兒子，而剩餘部分由四個女

兒平分。我們暫且不要評論這個分配

是否公平，結論是卑詩省法庭介入將

資產重新分配。對於一些人來説可以是

大快人心，因為在這個案件裡，女兒一

直以來負責管理及投放了不少時間和精

神去營運農場，而兒子的貢獻則有限。

透過這個新聞，我們知道其實即使

我們生前定立了遺囑，在某一些情況

下，其實內容仍然有機會被推翻。因

此，我們更應該計劃未來，安排一個方

案來避免這些情況出現。

在加拿大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財工

具可以考慮。我看到有很多人士其實會

在生的時候將部分財產分配或進行加

名。但是當中有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

題。譬如後人理財能力及能否妥善管理

資產，或者擔心後人繼承財產後自身遇

到婚姻問題而變相將財產與第三方進行

對分。轉名或加名亦導致控制權減少，

在某一些情況下要把送出去的資產拿回

來是十分困難的。所以在加名時仍需諮

詢專業人士意見才作出決定。因為某些

情況亦可導致額外稅務問題。

每一個家庭都可以享有一套自住物

業，日後變賣是不用支付資產增值稅。 

但是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若我將自住

的房子把我後人的名字加進去而他本身

自己亦有一套自住物業，那是否有可能

日後他要選擇那一套房才是自住的物

業？本身不用繳稅的部分可能就要變成

要支付稅項。

我建議大家善用一些工具能夠指定

受益人。這些工具可以是註冊帳戶如免

稅儲蓄戶口(TFSA),註冊退休儲蓄計劃

(RRSP)或註冊退休入息基金(RRIF),人壽

保險或保本基金等等。能夠指定受益人

的帳戶意味著這些財產不用通過遺囑進

行分配，不單能夠免除認證費，同時亦

有機會增加私隱，及有機會受到債權人

的保障，清楚自己需要支付的稅項亦非

常重要。其中一個我常見的問題是家庭

的資產沒有足夠的流動性來支付身後的

相關費用和稅項。到了財產交接時候，

人往往需要變賣相關資產才能夠成功轉

折。（下轉第七版）
   楊卓穎 註冊理財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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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of Music Terminator: Dark Fate

Charlie’s Angels

Ford v Ferrari 

這是由經典電視節目改編的音

樂劇，把花生漫畫的氛圍和電視節

目中的聖誕音樂重現。

故事開始時，Charlie  Brown有
「聖誕抑鬱症」，因為聖誕的友善

氣氛已被遺忘，但由於史諾比狗和

其他朋友的幫助，使他和很多人重

拾聖誕的意義。 

(圖片提供:Vancouver Theatre) 

  英米

Email: info@wongsinsurance.com
Website: www.wongsinsurance.com

這是一齣經典浪漫歌劇，在上世紀60年代曾被改編成電影《

仙樂飄飄處處聞》，成為史上最賣座電影之一，電影拍懾外景

的地方Salzburg(薩爾斯堡)至今仍是奧地利的旅遊熱點。這歌劇

的故事背景是二次大戰之前的奧地利，劇情描述女主角Maria到
Von Trapp家族任家庭教師，不但對這一群學生產生了感情，後來

還愛上了男主人Von Trapp上校。劇中的歌曲例如Do-Re-Mi已成為

家傳戶曉的歌曲。(圖片提供: Arts Club Theatre) 
日期：2019年11月7日至2020年1月5日

地點：Stanley Industrial Alliance Stage
            2750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購票電話：Arts Club票房604-687-1644

歌 影 劇 場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日期：2019年11月24日及25日 

    地點：Vogue Theatre, 918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購票電話：844-765-8432

購票網頁：https://www.vancouver-theatre.com/theaters/ 
                           vogue-theatre/charlie-brown-christmas.php ◇

1983年，加拿大導演James 
Cameron編劇及執導的科幻動作

片Terminator，由曾經在多個健身比賽中獲獎

的阿諾舒華辛力加演一個名叫Terminator的電子

人殺手，連續兩星期成為美國票房冠軍電影，

後來這部電影繼續拍攝了第二至第五集。今年

這部經典動作片又推出第六集了，故事承接第

二集，由原班演員包括阿諾舒華辛力加、Linda 
Hamilton和Edward Furlong等演出，導演則是曾

執導超級英雄片Deadpool的美國導演Tim Miller。  

(圖片提供:Skydance Productions and Paramount Pictures)

  英米

Charlie’s Angels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

典偵探電視劇，三位美女私家偵探也成為

那些年的女神，2000年和2003年，荷里活

曾重拍這部電視劇為電影。今年這部電影

又再重新出發，新世代的天使由曾經演《

吸血新世紀》的美國女星Kristen Stew-
art、在真人版《阿拉丁》電影中演茉莉公

主的英國玉女Naomi Scott和另一位英國演

員Ella Balinska飾演。曾在電影《飢餓遊戲》中演出的美國女星Elizabeth Banks不但是本

片的編劇和導演，更在片中客串演出。(圖片攝影：NADJA KLIER)

本片根據1966年發生的真人真事改

編，Matt Damen飾演的Carroll Shelby是個有

遠見的美國汽車設計師，Christian Bale 演的

Ken Miles是個在英國出生的大膽賽車手，

兩人聯合對抗大企業的干預、物理定律和

自己的心魔，為福特汽車公司設計了革命

性的賽車，參加1966年在法國舉行的勒芒

24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Le Mans)。(

圖片攝影:Merrick Morton TM and © 2019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片也是改編自真人真事，故事來自美國

Esquire雜誌的一篇文章，劇情講述由Matthew Rhys 
演的記者Tom Junod被委派寫一篇著名美國電視節目

主持人Fred Rogers (Tom Hanks飾演)的人物專訪，

他克服了他的懷疑態度，透過訪問過程，跟Fred 
Rogers學懂了仁慈、愛和寬恕。 

(圖片攝影:Lacey Terrell. ©2019CTMG, Inc.) ◇

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

大溫開畫日期：
                        11 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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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再回流

投 資 理 財

一位十多二

十年前回流香港

的朋友打電話給

我，問我對在溫

哥華買柏文的意

見。原來他是又

想回流了，不過

這次是回流來加拿大。

這也沒有甚麼，先前的回流是為

了打拼賺錢，現在年紀老大，回到溫

哥華這個有人說是退休天堂的城市，

也很合理。

不過他說除了他夫妻倆，在港工

作的成年子女也計劃著回流。這是時

勢使然吧，「人生到處萍飄泊」…

對於樓市，我沒有甚麼詳細研究分

析，也沒有水晶球，只能告訴他一些一

般情況：溫市先前的樓價急升現在緩和

了，而柏文的供應量也很充足；買屋不

宜急躁，也別「隔山買牛」，要自己親

身過來看過才好；也提到先前列治文市

的一單樓花(presale)交易，被發展商取消

合約的案例，請他小心，能力之內以購

現貨房屋較好。

令我聯想到的是，他和他子女的在

港資產，是不是也會調回加拿大？這是

很合理的，人在哪裡，主要資產也應在

哪裡。最起碼他和子女在香港的房屋，

會變成在加拿大的房屋，人總是要有瓦

遮頭的。

看來，加拿大的經濟，也會因此得

到一點點助力，統計數字說在香港的加

拿大人有30萬，像我朋友一家的中產階

級的，應佔大部分，若大規模回流，就

當20萬人，每人帶30萬元吧，那就是600

億元！然後我又想到，加拿大之得，也

就是香港之所失，600億加元是3500億

港元，是香港外匯儲備約三萬五千億的

十分之一。除了加拿大，還有澳洲、紐

西蘭、英國、美國甚至新加坡、台灣等

等呢？離開香港的「移民錢」會是多龐

大？這還未計有錢人的「走資」，例如

報章已有報道香港資金流向新加坡，高

盛(Goldman Sachs)估計6月至8月可能有

高達40億美元存款由香港流入新加坡。

另有消息稱新加坡應接不暇，開離岸戶

口(最低百萬港元)輪候時間都要兩三個

月。

當然，香港本來根基雄厚，4,500

億美元外匯儲備世界排名第六，作為只

是一個城市，排在「國家級」比較中仍

能名列前茅，而且金融中心地位，地理

位置優勢等也近乎不可取代，況且「走

資」一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應

不會有崩潰式的場面，而仍有迴旋的空

間和緩解的時間。

但信心之為物，建立往往須經年累

月，但其破壞則可於瞬間，就像股市泡

沫爆破時之急跌。為政者，能不慎乎？ 

回到我的朋友，他正在憂心忡忡出

售香港住房，成敗如何(住房始終是香

港中產的重要資產)，能否套回足夠資

金。近來香港的緊張局勢引發全球關

注，自然也令他擔心不已，我也只能祝

他好運吧。◇

   鄧愛玲

(註冊財務規劃師)

(上接第五版)

在聯名持有的房

屋，其中一位業

主離世，其餘在

世的業主都可受

惠，同樣獲得兩年的豁免。

9.按遺囑託管：依照死者的遺願，

物業交由託管人為未成年收益人管理

者，沒有SVT。
10.有出租限制（只限於2018和2019

年）：必須是在2018年10月16日之前購

入而同時又有限制出租的房屋，2018及

2019年可以豁免，2020年開始若再空

置，必須課稅。

11.分契式的酒店單位：只限於2018

和2019年，2020年開始若繼續保留作為

個人度假之用或者空置的話，便須課稅

了。

12.房屋包含有領取拍照許可經營的

兒童日托場地。

13.無住宅的土地。

14.其他：這包括評估值15萬以下的

房屋；沒有分契而有四個或者以上居住

單位的公寓大廈；含有用作療養院、休

息室或者野營等等的建築物；由慈善團

體、合作社、原住民信託人、政府機構

所擁有的房屋；由非牟利機構所有而主

要做慈善用途的房屋等等。

大廈附例限制或禁止出租

物業不可租出，是由於大廈業主委

員會有附例限制出租單位的數目或完全

禁止出租，這不是業主所能控制，即使

空置亦無需課稅。不過，此豁免只適

用於2016年11月16日或之前已存在的附

例，此日之後所訂的附例並不適用。

法庭命令

物業在法庭命令下、在法律訴訟中

或政府當局禁止有人入住的情況下而空

置，無需課稅。

有限用途的住宅物業

住宅物業只限於停車之用，或是由

於土地面積或形狀等固有因素的限制，

以致不宜建築住宅，因而無人可居，亦

不屬空置。

因全職工作而使用

業主在大溫地區以外另有主要居

所，但為了全職工作而需要入住溫市內

相關的物業6個月或以上，雖然溫市的物

業不是其主要居所，亦可獲免，但在溫

市的物業只用作辦公室的話，此豁免便

不適用。

溫哥華的房屋空置稅，只對住宅

房屋徵收，對商用物業 (Commercial 
Properties) 並不適用，無論空置多久，均

無空置稅。當然，業主們亦不希望任其

物業空置而無收入的！◇

(上接第五版《資產傳承與規劃》)

這個過程中有機會因市場或費用導

致留給後人的財產減少。這些問題往往

都能夠通過及早策劃來解決。

最後大家亦可以透過遺產規劃來進

行一些回饋社會的事項。愈來愈多的人

士會在生時或透過遺囑或一些理財工具

來將一些財產捐出去。作為一個中國人

除了講福有攸歸福延子孫，其實捐獻在

加拿大扮演了一個重要的理財角色。相

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每當捐款超過

200元時退稅可到四成多。收入高而作

出捐款退稅更有機會高達49.8%。

在我們身故的那一年，我們需要支

付的稅項有機會比平時的年份要高。原

因是因為我們所有的資產需要進行一次

清算，未支付資產增值稅則要當年全數

支付，RRSP和RRIF的餘額則當那年全部

提取。所以我們要支付的稅項很高。

簡單來説若然我捐出10萬元給慈善

機構，我的退稅可以高達接近五萬元。

在這個遺產規劃的話題中適當的規劃固

然重要，但是足夠的溝通更為重要。因

為我相信很多的爭拗紛爭都是因誤解引

起，而往往這些都能夠通過家人互相溝

通同理解來解決。◇

楊卓穎(Eric Yeung)是一位擁有豐富
經驗的註冊理財規劃師(CFP)、特許投資
經理(CIM)、註冊健康保險專家(CHS)、及
長者策劃顧問(EPC)。他亦是中僑舉辦的
「家族資產傳承」粵語研討會的主講嘉賓 
(詳情參閱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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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遐想
   陳華英

新  松

三 皇 五 帝
中國人的帝王思想

實在太可怕了，本來沒

有皇帝的一定要造個皇

帝出來，甚至要人們相

信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之後便就有了皇

帝，因此造出了所謂三皇五帝，將三皇

五帝放在中國歴史的第一頁。

甚麼是三皇？有的說是天皇、地

皇、人皇，但天地是自然界現象，怎麼

可以使它人化？於是便改說是伏羲、神

農和燧人，其實伏羲氏、神農氏和燧人

氏，都是氏族的名稱，於是將它們人

雖是深秋，但

路旁的草叢中，不

少金黃色的蒲公英

花兒，仍在秋風中怒放。

和蒲公英神交已久。遠在小學

就讀時，就在課文《冰心寄小讀

者》中，看到冰心如是説:沒有蒲

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平凡顯不出

超絕……不能因為大家都愛雛菊，

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那時年紀還

小，沒認真地看過蒲公英，但已對

這種平凡的野花產生一種朦朧的傾

慕。中學時看到林燕妮的散文集《

小黃花青草地》，更對這種小花兒

產生了一種浪漫的感覺，想像著躺

臥在小黃花青草地上看書是怎樣閒

適的一回事。

移民溫哥華之後，春風一來，

屋前的草地上便長滿這種小黃

花——長長的鋸齒形葉子，襯托著

雛菊般的花兒，成熟的時候還長出

一個在陽光下閃爍生輝的小絨球。

這種小花金黃而不耀目，平凡又不

乏風姿，遇見神交已久的朋友，心

中自是喜悦。但本地的朋友卻警告

我，這種小花是「草地殺手」，快

快從速鏟除，否則，它的小絨球漫

天飛舞，播種之後，你的草地便遭

殃了。頓時，浪漫的感覺消失。迫

不得已學著左鄰右里，蹲在草地上

把它連根拔起。

過了些日子，在小公園裡，看

到一些公公婆婆或是女士，蹲在草

地上採摘蒲公英，起初以為他們為

公園清除雜草，便上前搭訕。他們

對我說:採摘蒲公英的葉子是拿回

家當野菜炒著吃，它的根部還可

以曬乾作茶葉用。蒲公英含有豐富

的礦物質和維他命，能强化肝臟，

降低膽固醇，還可以助消化，增食

慾，清熱解毒等等。原來這種小花

一身都是寶。

今天，看見鄰家的小女孩撮著

嘴兒，拿著一個小絨球吹著，滿天

的小傘兵飛著飛著，在陽光下閃閃

發亮，女孩甜甜的笑了。我對蒲公

英久違的浪漫感覺又來了。

(作者按:謝謝石貝對拙作《蝸

居滄桑錄》的關注，當時我居住環

境的變遷見證了香港經濟的向上

游，生活水準的提升，所以我覺得

只是滄桑。但石貝專欄所言她童年

居所的巨變，予人的感覺就仿如一

場噩夢了。)◇

化，成為傳說中伏羲教人織網漁獵、畜

牧、整八卦；神農教人製耒耜、耕種，

嘗百艸，發現草藥和茶；燧人教人鑽木

取火，脫離茹毛飲血生活。這様的人或

神，根本就沒有自稱為皇的可能，都是

後人給他們的稱呼。

五帝是指黃帝、顓頊、帝嚳、帝堯

和帝舜，他們實際上都是氏族社會裡部

落聯盟的大酋長，當時是否有帝這個稱

呼值得懷疑。李唐著的《三皇五帝》一

書中說；「從黃帝起，經顓頊、帝嚳，

到帝堯，雖然後來歴史上稱他們為帝

王，事實上仍還停留在母系氏族社會部

落聯盟的階段中。所謂天下萬國的國也

就是當時的部落。所謂萬國諸侯，也都

是當時的部落酋長。

黃帝也好，顓頊、帝嚳、帝堯也

好，甚至後來的帝舜、帝禹也好，都還

沒有脫離部落聯盟的過程。他們被後世

人尊為帝王，這帝王稱號，就是當時部

落聯盟大酋長，是天下各部落的一個總

頭子。」所以黃帝本身的氏族屬於熊圖

騰，故又名有熊氏。他們與後來的帝王

不同，例如帝堯的個人生活是「茅茨不

剪，釆椽不斫，糲粢之食，野藿之羹，

冬麑裘，夏日葛衣。」也就是說，堯雖

是帝王，住的還是茅棚，樑柱的木頭也

沒有砍削過，吃的是糙米，飲的是野菜

湯，冬天穿的是野獸皮，夏天穿的是麻

布衣，與夏桀的傾宮瑤台，商紂的瓊室

鹿台簡直是天壤之別。

據說帝堯時代有佐堯推行政事的四

岳和群牧，其實所謂四岳，就是四位小

部落聯盟的首長，所謂群牧，就是各個

氏族單位的代表，因此四岳和群牧的權

力相當大，往往可以否決氏族聯盟大酋

長的決定，甚至可以推行大酋長不同意

的事。

據說舜在死前徴詢四岳和十二牧的

意見，誰能繼承他最好，是四岳十二牧

推薦禹的。◇

中

國文學

史上，

兩兄弟

同 時

留 名

後 世 ，

對 中 國

文學產生影響的，想得起

來的，有漢代的曹丕、曹

植、宋代的蘇軾、蘇轍，

以及現代的周樹人、周作

人。

一家有兩兄弟從

事文學，這種機會當

然不少，但同時有過

人成就，就很不容易

了。通常兄弟之間，

天份相近，家庭的傳

統也相同，興趣互相

影響，接受的教育也

可能不相上下，但兄

弟雖是一母所生，性

格卻可能不一樣，有

的甚至南轅北轍，因

此儘管都喜歡文學，

但兩人同時成就斐然

的，當然就很罕有

了。

魯迅和周作人，對中

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幾

乎就佔了最前面的兩位。

魯迅可稱一代宗師，他

的小說﹑散文﹑雜文﹑

翻譯﹑學術研究，都讓後

人很難企及，他的小說深

刻而具開創性，散文和雜

文都辛辣刁鑽，開風氣之

先。周作人的散文﹑雜文

和翻譯，也足以對後世寫

作者有深遠的影響，自成

一派，兩兄弟各領風騷，

足以流芳百世。

魯迅和周作人都是人

道主義者，關心人的命

運，人的價值和人生的處

境，他們都站在時代進步

的正面，推動社會向文明

合理的方向發展；他們都

一樣有憐憫之心，同情天

下受苦人，控訴和譴責黑

暗勢力；同時，他們也都

對中國人民族性中的劣根

性有深入的觀察和批判，

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

爭，國人品性麻木因循苟

且，習慣於接受命運，這

種種劣根性，正是造成我

們民族進步艱難的

原因。

但魯迅和他弟

弟的性格還是很不

同的，魯迅特立獨

行，好鬥而不容

人，鄙視媚上欺下

者。他不惜在不同

陣地上開戰場，與

敵人纏鬥，追殺資

本家的走狗，對那

些卑鄙的小人，甚

至「連眼珠子都不

轉過去」。

周作人則比較

沖淡平和，一副

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姿

態。他關注民間疾苦，但

較少動怒，他批判中國文

化，多數心平氣和。他又

喜歡說一些家常細事，生

活上的小小趣味和細節，

從中體味人生的苦澀回

甘。

長遠來說，很難說誰

更好一點，應該說各有各

的好處，只看讀者希望從

中得到甚麼。魯迅也曾慨

歎，說他花了太多時間去

對付論敵，要是多用一些

時間在創作上，可能會有

更多成果也不一定。◇

  顏純鈎

周

氏

兄

弟

   黑字

因工作緣故，

我不時接觸許多來

自「過去」的信

件。舊年，我幫忙

翻譯解釋數百封家書，從中國寄往

加國，信中人經歷晚清、民國、共

和、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等時

代變遷。尤其在那些中加信息互通

相對封閉的年代，這些越洋信，每

一張信紙，當中每個字，彷彿都特

別珍貴，能簡則簡，只説最要緊的

事情，連標點符號都省去。正因如

此，我花去很多時間精力，逐字逐

行判斷如何斷句，如何取意。但亦

正因如此，我明白到一封信的力

量，包含著多少信中人的希望和情

感。「匯銀已收」，「早日能聚」

，「需買布匹」，「家中安好」。

信末最常見的，是「紙短情長不能

盡述」。有無法書寫的人，便會請

家中或村中文化人代筆。這些信，

飄洋過海，是一份信念。

在學術研究中，信有非同尋常

的價值。文學家王爾德被囚時，曾

寫下一封給他好友的長信，道遍

自己的情感心事，人性的明亮陰

暗。後人將其出版，叫做De Pro-
fundis（自深深處）。而在史學家
眼中，一封簡單的家書，可以映射

亂世之中生命的軌跡，受難者的心

聲。在加拿大育空地區，兩年前有

學者讓一批信件及史料重見天日，

是關於曾被納入印地安人寄宿學校

的孩童寫下的信，卡片，及教師的

日記。這些資料，印證了加拿大這

段不幸的歷史，讓現世人反思，不

知也可否算是對寄宿學校的幸存

者，親屬，及原住民社區的一種遲

來的撫慰，一份無聲的交流?

又如有學者，挖掘出在二戰時

期的個人歷史。有本書叫《吞聲忍

語》，收集了經歷日治香港時期的

香港平民口述歷史，反映殖民社會

的種種悲慘，動亂，制度變遷。

兩年前，在本拿比Nikkei Museum
的展出，關於二戰時日裔加拿大

人被驅趕至勞動集中營時，給加

拿大政府寫的述求信。這些不同

角度的故事，或以口代筆，或白

紙黑字，包含多少凄涼，無奈，百

感交集，無法盡述。歷史如鏡，來

自過去的一封封信，就像照在鏡上

的一束束光，讓我們把這浮世繪看

得更清楚。不過現在，大家都即時

通信了。短信，微信，活在當下，

想發就發，不必深思熟慮，甚至發

出的信息還可兩分鐘内撤回。信息

時代，不知信念是否也像信息一樣

多？不知未來人看我們寫下的信

時，會否又覺得可信？◇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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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澤

感恩節後感

生命是甚麼？

這個問題好像

很大，但也很簡

單，你父母把你

生下來的

那一天，你從此就擁有了

生命，至於你的生命究竟

如何波瀾壯闊地展開，那

就要憑你的健康及家庭、

所處的社會、所受的教育

而鋪展開來，這也是我們

常説的命運，命運造就性

格，性格也決定了命運，

二者相輔相成。而命運所

給予你的，不論好壞，你

都不得不坦然應對。

年少時曾經苦苦思索

甚麼是生命的意義，走

過人生大半條路逐漸醒悟

到，那意義就是你將你的

人生活成甚麼樣子，那就

是甚麼樣的意義，比如你

整天飽食終日，無所事

事，那種人生就是空虛兩

個字。

我有個香港女友，

年紀輕輕，剛結婚不久卻發現患了

鼻咽癌，但她毫無畏懼，一方面積

極配合醫生治療，另方面則在港大

報考碩士學位，她告訴我，選擇繼

續學習是她想爲充實這可能不會太

長的人生。結果數年之後，她的鼻

咽癌得到控制，碩士學位也順利拿

到，後來還當選爲香港傑出青年。

假如這位女友患癌後，終日怨

天尤人、自暴自棄，那也是一種人

生，一種慘淡意義的人生，不僅那

負面情緒嚴重影響自己，更會波及

家人朋友。而她選擇的「充實未來

可能不會太長的人生」，也讓

我看到她對人生的那種「遠

視」，那種對生命終止的「輕

視」。作家史鐵生說，生命本

無意義，是我們使它有了意

義，是「我」，使生命獲得意

義。可以説，世界上每一個人

的「我」走在人生的路上，或

長或短，都賦予了生命不同的

意義。

史鐵生還説，生病也是生

活體驗之一種，甚或算得一項

別開生面的游歷，生病的經驗

是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

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

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

喉嚨多麼安詳。不論生甚麼

病，小到傷風感冒，大到心臟

病發作，當你病癒之時，都會

有一種舒適、解脫，一如邁過

鬼門關的戰勝感。幾乎所有人

（除早夭及突發意外者）在

生命的過程中都免不了生病，如何

對待這不請自來的魔障，或理智堅

强，或悲觀怨懟，都體現了各人對

生命的態度。

生命也猶如旅行，看盡這世上

的美好，聆聽最美妙的音樂，體驗

人間的溫暖，到站下車，不帶走一

片雲彩。◇

賦
予
生
命
的
意
義

  石貝

在 管 理

學上， Key 
Performance 
Indica tor是
有量地表達

項目或工作達標與否。標準多

來自管理層，用來推動員工一

起向公司的目標進發。這些KPI

不能籠統，大多以數據或統計

支持，計算頻率基於公司的需

要。有了實質數字，每部門便

可依據作檢討，找出差距，瞭

解問題徵結，共同策劃解決方

案，好能改善其團隊表現，盼

能帶動整間公司的業績。那麼

管理「家」這盤生意呢？做夫

妻做爸媽有KPI麽？

家是社會最基本的團體細

胞或單位，若這細胞健康地成

長，它不單有能力抵禦外來的

攻擊，更有能力把內在的質素

影響週遭的細胞，甚至治療受

了傷的細胞。於是家的基礎便

是夫妻二人愛的關係，而這關

係可謂第一個KPI。愛沒有行

動或表達或被接收是死的，一

個擁抱、一句稱讚、一件小禮

物、一刻相伴的時光、一個為

對方的服務，成為了愛有量有

質的表現。

夫妻二人同心協力在愛的

關係內建立家庭，第二個可見

的KPI是財務管理。一個恆常

入不敷支、足襟見肘的財政情

況必須要正視。基本的財政預

算、平日的開支、長短線的投

資或儲蓄等，夫妻二人有商有

量定下可行的目標，好好運用

財富提供家中各人物質的需

要。

育養孩子方面，縱使孩子

天生的性格不由我們選擇，但

不論是五育德智體羣美的栽

培或身心靈的發展，品格KPI

不可或缺。小時候，我們有否

教孩子聽話嗎？誠實嗎？有條

理嗎？上了小學後，我們有否

教孩子有勇氣嗎？做事堅持到

底嗎？勤力嗎？有耐性嗎？負

責任嗎？有正義感嗎？慷慨

嗎？步入青春期，我們有否教

女孩子服裝言行舉止端莊嗎？

男孩子有紳士風度嗎？青少年

有自制能力嗎？真誠嗎？跟別

人融洽嗎？懂得建立真正的友

誼嗎？尊重別人嗎？愛國嗎？

有智慧嗎？有彈性嗎？體諒別

人嗎？忠誠嗎？有膽量嗎？謙

虛嗎？樂觀嗎？（參考David 
Isaacs著作《Character Build-
ing》）
因為夫妻關係重要，做爸

媽教育孩子成為成熟而負責任

的成人更責無旁貸，這些KPI有

助提醒和促進家人順境逆境都

一起成長！◇

踏進十月，秋意漸濃，溫哥華無處不在的楓

樹，特別在士丹利公園、女皇公園、鱒魚湖公園、

鹿湖公園、本拿比山不同地區，楓葉都呈現漂亮驚

艷的丹紅、橙紅、淺紅、金黃、淺黃、深黃…… 

顏色深淺交錯的美景。

今年十月又是我完全退休後的第一年，和朋友相敍時，他們都

了解我是一個好動的人，他們都關心我怎樣打發空閒的時間？其實

自三年前離開藥廠後，內心確有一些茫然的空虛，對退休後的生活

沒有刻意的安排，不過生命便是充滿不斷的感恩。

感恩是香港的兒子在那時候推薦我上網參加一個社工訓練課

程，我並不是計劃成為一個專業社工，而只是願意學習一些新知

識。

感恩是隨後不久，另一位舊同事介紹我加入一間治療睡眠窒息

病的公司，參加一個部分時間工作的職位，一直到去年十月，完成

了一個最適當的全退休適應期。

感恩是透過一班教會朋友的鼓勵，參與了他們一星期一次的行

山活動，雖然每次只是兩小時多，但初期對於上落㞳峭的山徑，確

實有㸃吃力，不過經過恆常的鍛煉，現在狀態已略有進步了。而在

行山過程中又認識了一些新朋友，相約一起看電影、晚飯和安排不

同的聯誼活動。

感恩是仍然可以和一班球友每週兩次打羽毛球，經過去年的肩

周炎後，活力已大為遜色，感謝各球友仍然包容我的不足，讓我可

以繼續我的打球興趣。

去年十月，一間家庭治療教育的中心開辦了一個十八個月的導

師訓練班，以每一星期整體上課訓練加上六個月的實習為一單元共

三單元。我戰戰兢兢地寄出我的報名表格，由於取錄要求嚴謹，我

基本上沒有很大期望。但奇蹟地我竟然被取錄，十三位入選的同學

中，除了自己外，全部都是專業的家庭治療師、輔導員和社工。上

課初期，由於缺乏實用技巧，我根本沒有信心可以完成整個課程。

完成第一單元後，我還是掙扎是否要繼續下去。又是得到導師的鼓

勵和同學的支持。在感恩節的前一天，我終於順利完成了第三星

期的訓練課程，亦肯定了自己有能力在未來的六個月達到結業的目

標。

我很感謝我的小女兒二十多年前在初期移民時寫給我的一封

信，其中一句話我現在還是銘記在心：「爸爸：你不會失敗，除非

你停止嘗試。」◇

  蔡師奶

董
培
新
漫
畫



   何鳳鳴

  百合谷

    劉全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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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神童」草堆街和草堆橫街

歷經風雨 靜待彩虹

新  天

心 之 所 安 是 吾 家

六十年代的

澳門草堆街上有

很多布店，還有

金舖、傢俬舖、

麵店、喜帳店、

壽衣店、故衣店

和服裝店等，是一條頗熱鬧的街

道。記得街道上最小的一個舖

位，是上蓋只有三坑瓦片的「三

坑瓦涼茶」，店面淺窄，店內僅

容得下店主一人。

從草堆街轉入草堆橫街就不

同了，草堆橫街是一條狹窄的小

巷，我們住在三號A二樓。

我們搬進去時，屋子裡已經

住上了幾伙人，我們一家三口就

租住尾房。

樓下祥發印務是一間家庭式

的印刷工場。那時澳門爆竹業興

盛，我們對面就有一家人，總動

員投入「搓炮」(就是利用搓炮

殼機，搓捲炮竹的外壳使成筒狀

的炮身)的家庭手工業。此外，

我們旁邊還有間糊紙盒的小工

場，街尾還有個收買佬用來放爛

銅爛鐵和堆雜物的貨倉，破舊東

西一大堆，全用鐵絲網圍住。

草堆橫街這條小巷子帶給我

最難忘的回憶，是那深巷裡經常

響起的叫賣聲。扛著一紥長長竹

竿的小販，一邊走著一邊喊著「

衣裳竹」的嘹亮叫賣聲；「剷刀

磨鉸剪」的鏗鏘叫喊聲和那別

具韻味的「收買爛銅爛鐵」呼喊

聲……一一劃破了長巷的寂靜。

遇到有賣乾貨的，我們就用繩子

把一個小竹籃吊到地下，叫賣的

小販就把東西放進小竹籃裡。我

們把貨品吊上來後，便把該付的

錢放進小竹籃裡吊下去給小販。

每天，媽媽會把吃剩的飯菜

留下來，交給一個上門來收「餿

水」的婦人。由於是用來餵豬

的，所以又叫做「豬餿」。

我也忘不了深宵半夜，巷

子裡有個婦人在門外輕輕地

敲著門，低聲地喊著：「倒夜

香啦……」她接過媽媽木桶裡

的「夜香」，倒進她手推車的

盛器中，便在那黑漆漆的小巷

裡，慢慢地把木頭車子向巷口推

進……◇

常常聽說墨西哥

人要偷渡美國，移民

加拿大，但究竟有沒

有人移民墨西哥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要說其他後發國，就

是先進國，也有為數不少來自包括美國

和加拿大的移民，甚麼原因吸引這些發

達國的人民選擇移民墨西哥呢？開玩笑

的說，這些是經濟移民，他們大多是退

休人士或藝術家，移民墨西哥是因為這

裡生活指數較低，買房便宜，物價低

廉，對加拿大人，還有氣候宜人之便。

墨西哥九月十六日剛剛過了國慶，

但幾乎是在不察覺的情形下渡過，對一

個暫居的外國人來說，若不是發現有隣

居插起了國旗，根本不知道當天是國

慶。記得總統選舉時，政客們喊出的口

號Viva Mexico, 直譯是生活吧墨西哥，

也可解釋為長壽啊墨西哥。長壽必然要

好好地生活，活得好才是長壽的原因

吧！墨西哥人上上下下大都認同這句說

話，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每天出外工

作上課遊戲，累了就想到回家，家是休息

的地方，不只是一片遮蔭之瓦，而是個可

以自由自在，無憂無懼的安心之所。

其實過去在墨西哥，家也不是個可以

免於恐懼的地方，單看家家戶戶的鐵窗鐵

閘鐵欄就知道，此地盜賊猖獗，民眾防盜

甚於防川，就是住入了有警衛的小區也不

忘安裝鐵窗，新買的車必有防盜器，半夜

不時誤警，代替了鷄鳴。墨西哥四年的生

活，讓我體會到幸福不是必然的，也不是

僅僅個人感覺良好就夠，幸福感是來自整

個社會的氛圍，一個互信互利，人人自

律，有愛護公家如自家的良知和責任的

社會，隔開家與家外的牆做得愈低，幸

福感才會愈大。

移民有人逼不得已，有人為了尋找

更適合自己的生活，不是人人生而自

由，能夠一生擁有，真是要好好珍惜，

看墨西哥能成為美加等先進國的移民選

項，相信她會愈來愈好，祝福墨西哥，

心之所安是吾家，離別在即，聊表寸

心。◇

剛當媽那會，自家孩子是這好那

好，怎看怎親怎覺得厲害。

可以從一張亂七八糟的塗鴉裡看出

梵高的潛質，立馬送去學畫畫。這娃一

放到冰上，居然就可以扶著助滑自如

了，立馬送去學滑冰。她一聽到音樂就

高興地拍手，口裡還哼哼呢，嗯，只怕有音樂天賦，送去學

了舞蹈和鋼琴。

刷刷刷時間就過了兩三年。昨天，書中有一道題，大概

是將文章意思畫出來。娃速度倒是很快，三下兩下就完工

了。我一看：「這……這畫的是狗？這就是妳學畫2年的成

果？」

也不知道她是沒認真還是水平真的就那樣了，反正從那

四不像的狗裡，我看到了自己的錢打水漂的樣子，以及未來

又少了一個畫家。還有鋼琴。裡面的故事咱們之前提到過，

大概是沒回國前覺得我娃技術那是極好的，天賦是絕對充足

的。暑假一回國，幻滅了，同齡的比她晚學的孩子的水平，

早甩她幾條街了。當媽的於是意識到，在鋼琴上，她也算不

上有天賦，甚至因為管教不嚴，以後這路能走多長尚且不

知，但她自己倒是不想退學，當媽的便只能支持。想想也覺

得荷包痛。

畫畫和鋼琴其實還不算燒錢，上的都是團體小班，學費

吧很中肯，滑冰就另當別論了。娃還在社區時，才上6級，不

知怎麼的就被俱樂部的招生老師看上了，那人對著娃爸一頓

猛吹，大意是我娃在滑冰上能力很強，不需要把常規的8級課

程上完，可以直接進俱樂部了！

她爸一聽，心花怒放：敢情我們家這是要出一位奧運冠

軍了？立馬就把社區的基礎課停了，報了俱樂部。一進俱樂

部，就傻眼了，課程時間大大增加，要求也繁多。設備貴得

肉痛，一雙鞋近千加元，一套衣服也要幾百，課時費自然也

比社區基礎課程貴多了。

關鍵是受到的「打擊」。娃基礎課都沒上完轉過來，是

班裡技巧最差的，總是落後於人，她的自信和樂趣也少了很

多。而我們，本以為家裡要出一個世界冠軍了，風裡雨裡送

了幾次後一觀察一思考：娃可能是比別人多了一點運動細

胞，可是世界這麼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說到底她也只是

個凡人啊。

話說神童認知幻滅後的一天，我帶娃去冰上玩，「偶

遇」了娃的滑冰俱樂部同學。小姑娘在那一圈一圈地苦練，

一有倦怠，旁邊的虎媽已開始滔滔不絕。我娃側臉看了一

會，放棄了過去打招呼的想法。唉，甚麼神童不神童，成功

都是逼出來的啊。◇

身邊有十多

位朋友，起初

婚變時，是在

人生的暴風雨

中，震驚、迷

惘與困惑，徬徨無助，淒涼和孤

單。除了在心靈上受到重創、情

緒困擾之外，有些甚至身體出現

問題，變成與病共舞。有些卻患

上嚴重抑鬱，影響日常生活，更

甚的是放棄自己。這些强烈的侵

蝕，不知如何適應和解決生理心

理的問題，若能以積極的心態去

面對，從新處理問題和了解自己

的情緒，一定會否極泰來，走出

陰霾，對人生徹底改變，帶來新

方向。

相反，用消極的心態，終日

鬱鬱寡歡，自暴自棄，只會將自

己推向懸崖，跌進深淵，沒法適

應新的改變。

有些朋友雖然經歷痛苦和打

擊，但卻為了身邊仍然對自己關

愛的人，決定咬緊牙關，在悲傷

的困局中，努力掙扎走出來。

學習明白自己的心路歷程，

情緒的變化，認識自己的能力和

潛能，知道要徹頭徹尾的改變，

就必須不再眷戀昔日的往事，不

再停留在悲傷仇恨中，將危機化

為力量，向新環境挑戰。更從過

往的經歷和體會，把握機會作多

方面嘗試，發展新方向，為未來

人生奮鬥，為自己生命負責，使

生命變得更有意義和精彩。

她們的努力和堅強，改善了

自己的人生，更得到身邊的人讚

許及鼓勵了同路人。

當然，婚姻失敗，受害者遭

受嚴重的打擊，並不是三言兩語

或用時間可以冲淡一切，而是真

正需要用正確的心態去面對。不

過，面對同一樣的事件，都會有

不同的心態，因為每個人都有選

擇權利，有人選擇活在痛苦當

中，用自衞機制來阻止自己接受

事實，壓抑自己的情緒，否認事

實真相，採用逃避現實。又或者

自暴自棄，用悲憤和怨恨折磨自

己，埋怨自己，對自己不滿，覺

得錯的是自己，經常沉溺於，如

果當初不是這樣.....就好了。

這樣活在對自己不滿當中，

不願意改變。對於旁人的勸導，

未必願意聆聽，只有帶來更痛

苦，對事情完全沒有幫助，更不

能自拔。◇

   養樂多



枇杷葉莢迷又

名皺葉莢迷、山枇

杷、野枇杷、黑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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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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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Young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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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吊籃：

作者︰Nelson Yung

枇杷葉莢迷

光圈 : F4.8

快門 : 1/1600 

感光度 : 400

吊籃能在微弱的光線下進行光合作用，吊籃能吸

收空氣中的有毒有害氣體，一盆吊籃在8-10平方米的

房間就相當於一個空氣凈化器。一般在房間內養1-2

盆吊籃，能在24小時釋放出氧氣，同時吸收空氣中的

甲醛，苯乙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致癌物質。吊

籃對於某些有害物質的吸收能力特別強，比如空氣中

混合的一氧化碳和甲醛分別能達到95%和85%。吊籃還

能分解苯，吸收香煙煙霧中的尼古丁等比較穩定的有

害物。所以吊籃又被稱為室內空氣的綠色凈化器。

(培英園藝社導師)

有人擔心植物表面長期吸收有毒的氣體，本身是否

會中毒而失去吸收毒氣的能力甚至死亡。植物吸收了有

毒氣體，並不會如重金屬般在體內累積，而是會通過

「代謝作用(metabolic breakdown)」轉化成為其他的物
質。1956年德國的科學家做了一個碳十四(C14)同位素追
蹤法的實驗，自然界的碳元素絕大部分是碳十二(C¹²)，
只有極少數是碳十四。但甲醛(formaldehyde)含有碳十四

能吸收空氣中
95%的一氧化碳和
85%的甲醛

放射性同位素。他利用

一盆吊蘭(spider plant)用
锺型玻璃罩罩住，有一

條管道通入甲醛讓吊蘭

吸收含有甲醛的空氣。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取出

吊蘭的葉片，加入蒸餾

水打碎，用化學的定性分析方法分解吊蘭含有的物

質。發覺吊籃所含的葡萄糖及氨基酸均含有碳十四放

射性同位素，證明吊籃將揮發性有機物質轉變為本身

的養分。所謂「大菌食細菌，細菌變補品。」◇

(以上論據食摘錄自韓國建國大學生命環境學

院韓國園藝療法協會會長孫基哲教授)

條子等。常

綠灌木或小

喬木，樹姿

優美，葉色

濃綠。春天

白花襯著綠

葉，秋果累

累，紅果秀

麗非常。冬

天綠色葉片

和白雪形成

很 好 的 景

觀。适應性

較強。莢迷

屬植物是世

界著名的庭院觀賞植物，具

有獨特的觀賞價值。

枇杷葉莢迷分布于中國

的陝西南部，湖北西部，四

川東部和東南部及貴州。喜

溫暖、濕潤、較耐陰，但不

耐澇。好生於深厚肥沃、排

水良好的砂質土壤。

枇杷葉莢迷，顧名思

義，葉片象枇杷葉，有明顯

皺紋，葉厚革質，單葉對生，葉面深綠

色，有光澤，葉底灰白色有絨毛。葉脈

深凹陷而呈極度皺紋狀，下面有凸起網

紋。近緣處互相網結，很少直達緣端。

葉柄粗壯，聚傘花序稠密，總花梗粗

壯，花生於第二級輻射枝上。花期晚春

至初夏，果熟期秋天。

雌雄異株，至少有兩個不同基因才

能交叉授粉結果。繁殖可播種、扡插、

壓條、分枝，栽培容易。

有詩云：

「皺葉莢迷春花白，

小果如珠粒粒紅。

四季常青枇杷葉，

欣賞獨特葉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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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 四 方

   文 圖︰莉莉

150年老店的
  經典紅豆麵包
筆者是愛吃麵包之人，每次到日本

東京，都會光顧超人氣的木村家麵包店

(Kimuraya Ginza)。
這間老牌麵包店位於東京銀座的購

物大街，名店林立，乘地鐵在銀座站A9

出口，步行約一分鐘便抵達。木村家佔

一整棟大廈，地下是麵包店，二樓是咖

啡店，三、四樓是餐廳，七至八樓則是

工場。

這家歷史悠久的店鋪創立於1869

年，算一算有150年歷史。當年明治8年

（即西曆1875年）四月是櫻花季節，木

村家向天皇獻上風味獨特的櫻花紅豆麵

包，甚得天皇喜愛，從此成為皇室的御

用麵包，此後在日本掀起熱潮，近年更

是遊客必買必吃的東西了。

只供應一小時的早餐

三文治食材新鮮健康

入夜後的木村家，仍然人流不斷。

（上及左）著名的酒種紅豆包有多款

用紅豆泥及奶油來塗麵包，

原來十分美味。

   文 圖︰莉莉

該店最有名的是酒種麵包，是使用

代代傳承的酒種酵母製作，配上優質小

麥粉，餡料有多種選擇。十多款酒種麵

包分別放在木製的箱子裡，標籤雖是日

文，但有切開了的樣本，可看到麵包內

裡是甚麼餡料。當中最受歡迎的是招牌

紅豆麵包，外皮鬆軟但有嚼口，內裡是

滿滿的紅豆泥，香滑細緻，不甜不膩，

據說是選用北海道十勝的國產紅豆作餡

料。

店內也有很多其他款式的麵包及糕

餅，只見人潮擁擠，遊客忙於選購外，

也不停到處「打卡」，真不愧是人氣麵

包店專門店！

地址：東京都中央區銀座4-5-7

http://www.ginzakimuraya.jp◇

木村家設於二樓的咖啡店也很值得

推介，早上10時至11時供應五款早餐套

餐，由於只限一小時，不到一會兒整個

餐房已坐滿了人，若免向隅，要提早到

達。

五款早餐各有特色，雖然份量不

大，但十分精緻和健康，每款都配上咖

啡或奶茶。經典紅豆麵包套餐當然是首

選，兩款麵包分別是小倉紅豆包和櫻花

紅豆包，後者就是當年獻給天皇的那

款，除了紅豆餡，中央凹洞有粉紅色櫻

花花瓣，是經過用梅醋醃過後，再用鹽

潰製成，有一絲絲的鹹味。

多士套餐包括蔬菜沙律、穀物乳

酪、用來塗多士的紅豆泥及鮮奶油，是

健康的選擇。

另一款火腿雞蛋三文治套餐也不

錯，勝在材料新鮮。每款760日元的早

餐在銀座區算是平宜了。◇

紅豆包套餐有小倉（左）

及櫻花兩款麵包

店
內
也
有
很
多
其
他
款
式
的
包
點



材 料:

哈利拔魚柳				480克

雞蛋										1隻

麵粉										¼	杯

馬鈴薯	(中)				2個

橄欖油								1湯匙

迷迭香								½	茶匙

意大利香草				1	茶匙

鹽、胡椒粉				少許

1.	將哈利拔魚柳用鹽及胡椒粉

調味，蘸上蛋液，再蘸上麵粉。

2.	將易潔鍋加熱，倒入少許

油，把哈利拔魚柳煎十分鐘至兩面

金黃色或至熟透。

3.	馬鈴薯連皮切成楔形，放置

在焗盤上。

4.	拌上橄欖油、迷迭香和意大

利香草、鹽和胡椒粉。

5.	放在已預熱攝氏400°F的焗

爐，焗約30分鐘或至薯條變脆。把

魚塊放在薯條上，配上甘藍菜牛油

果核桃汁便成。

甘藍菜牛油果核桃汁：

甘藍菜	 100克

牛油果	 1個

酸忌廉	 ½杯

牛奶	(1%)		½	杯

核桃							¼	杯

1.	 將甘藍菜切碎。	

2.	 把以上材料(除核桃外)和甘藍菜混

和，放入攪拌機打成糊狀，調校味道及濃度，

再灑上核桃即成。◇

和感冒季節(註冊營養師)

配甘藍菜牛油果
做 法：

飲 食 廣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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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C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感冒季節，有

些人會攝取維他命C來補充劑預防感

冒，現今沒有足夠的科學理據證明維

他命C可以降低感冒的嚴重程度和持

續時間。但要留意高劑量的維他命

C(2克以上)可引起消化系統的不適。

維他命C並不能降低感冒的發生率，但維他命C對我

們免疫系統的健康是很重要的。有了強健的免疫系統，

身體便可以有效地預防傷風感冒了。維他命C還幫助我

們的骨骼、牙齒、皮膚等的成長和修復，和增加鐵質的

吸收。

維他命C是一種會溶於水的維他

命，多餘的維他命C會經尿液排出體

外，所以身體不會儲存大量的維他命

C。我們需要在每天的飲食當中攝取足

夠的維他命C。一個成年人每天需要約

75至120微克維他命C。每餐都有半碟

蔬菜和每天都吃水果，不難達到維他

命C的建議目標。

維他命C只在蔬菜和水果中找到，尤其是酸的水果和

十字菜花類的蔬菜含有較高維他命C。在蔬菜當中，燈

籠椒、西蘭花、椰菜花、蕃

茄都含有較高的維他命C。

在生果當中，番石榴、木

瓜、奇異果、橙、荔枝、草

莓、菠蘿和西柚都含有較高

的維他命C。

要有效預防傷風感冒，

建議健康飲食，包括每天攝

    龍寶雲

   謝其賢

焗薯條
哈利拔香草

取很多不同顏色的蔬菜和水果，從而攝取足夠的維他命

C。如果你吸煙，每天需要額外35微克的維他命C，大約

相當於多吃一份水果。其實服用維他命C補充劑之前，

可注意一下自己每天的飲食習慣，是否包含豐富維他命

C的蔬菜和水果，便是預防傷風感冒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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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神話
    穿行歷史
      遊歷希臘

提起希臘，很多人會聯想到愛琴海的小島，藍天

白雲。但今次要介紹的是另一種旅遊，主要是看古

蹟歷史。第一個地方是希臘中部的一個小鎮Kalaba-
ka。在那裡有一個叫Meteora的地方，有令人嘆為觀
止的修道院。從首都雅典乘四個多小時的火車，到

達了Kalabaka，再乘汽車到Meteora地區，跟著當地
導遊，先到一個在岩石山洞內，建築為修道院的外

圍。導遊說因裡面住的人不喜歡被人騷擾，所以只

能遠觀。這修道院是利用岩石山的洞穴，在外面用

磚封起來，有陽台及窗戶。聽說裡面住了四個人，

都八十多歲了，不會外出的，日常生活用品，靠著

用繩子吊上半山的修道院去，生活非常艱苦。

繼後前往這裡最大的修道院Great Meteoran Mon-
astery。這修道院建在一個較高的岩石山頂，要進入
參觀，先要走一條婉然典折的石梯，雖不算很高，

但也有點吃力。進入修道院後，先有一個石室，裡

面放滿了釀制葡萄酒的工具。原來以前的隱士或僧

侶，都會喝葡萄酒的。再往前走，有一間不太大的

教堂。典型東正教風格。中央吊著一盞大吊燈，四

面牆壁都繪上了關於宗教的圖畫，非常精緻。另外

一家比較大的教堂卻鎖上了門，不能參觀。穿過了

這兩個教堂，有一個觀景臺，往下看，便是另一個

修道院St. Stephen Monestery。此修道院建在一個比
較矮小的岩石山上，而這修道院本身也比較細小。

但從高看下，整個修道院像與石山連成一體似的，

真是鬼斧神工，令人驚嘆。離開這修道

院後，沿途還經過兩間修道院，但因時

間關係，加上這些修道院是要爬著建在

岩石山邊的吊梯而上，有點危險，所以

沒有再上去參觀。

回到雅典，名聞世界的衛城Acropo-
lis是不二之選。早上八時到達了衛城，
在自動售票機買了票，便開始參觀。先

經過一個古羅馬式的劇場，沿著石䃈而

上，便到了衛城的入口。由於時間較

早，遊人不多，不用排隊，就可直接進

入。就在進入期間，金色的陽光從入

口的石柱照過來，令我眼前一

亮，就像前往有光耀奪目的寶

藏一樣，十分期待。

進入衞城後，第一眼就給

巴特農神殿吸引着。雖然還有

很多鐡架圍著它，但仍被它的

雄偉及優雅的氣質震攝住。這

神殿主要是供奉希臘的戰神雅

典娜女神的。原來的神殿因戰

亂毀壞了不少，很多部份已不

再見到，現在還是在維修中。

在它的對面，有着另一神殿

Erechtheion，它沒有巴特農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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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那麼宏偉，但卻有其特式，其中有五個

雕啄成少女的石柱，支撐着一片樓頂，十

分精緻及充滿藝術氣息，美輪美奐。當

然，山下附近的博物館也不能錯過，裡面

陳列很多古時希臘的工藝品及雕像，不少

是在衞城發掘出來的。希臘實在是一個文

明古國，可參觀的地方不少，短短時閒是不

夠的，還會再到這個國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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