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溫
哥
華
開
畫
日
期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01月10日

乭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01月31日

The Rhythm Section

日期: 1月10日及11日

地點: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630 Hamilton Street, Vancouver, BC

購票網頁: Ticketmaster.ca◇

  英米

歌 影 劇 場

The Shoplifters

  英米

這是一部關於復仇的電影，由小說改編，女主角

Stephanie Patrick，由曾經主演著名電視劇Gossip Girl 

(花邊教主)的女神Blake Lively飾演。她的家人在空難中

喪生，使她走上自我毁滅的道路，當她後來發現空難不是

意外時，決定尋找仇人的下落。參加演出這部片的還有英

國型男Jude Law。(圖片提供:Paramount Pictures)

這是一部根據越戰英雄William H. Pitsenbarger(Jeremy 
Irvine飾演)的事蹟改編而成的電影。他是美國空軍救援人員，

在1966年的4月11日，他本可以乘搭直升機逃離戰場的，但他寧

願留下來拯救美國軍人，後來更犧牲了性命，但三十多年後，他

才獲頒最高榮譽勳章。(圖片提供:Roadside Attractions)

這部喜劇由擅長拍攝喜劇，曾

執導黑色喜劇The  Good  Girl的Mi-

guel Arteta導演，故事講述Mia和Mel 

(Tiffany Haddish和Rose Byrne分別

飾演)是好朋友，兩人一起創辦的化

妝品公司面臨財政危機，在行內有名

的惡人Claire Luna(Salma Hayek飾
演)提出的收購建議，將會影響Mia和

Mel的友誼。(圖片攝影:Eli Joshua 
Ade)◇

Like a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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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開畫日期：01月10日   

這是加拿大劇作家Morris Panych的作品，劇情講述職業小偷在雜貨店偷

東西時，被保安員制止。由1月9日至2月9日期間，這齣舞台劇在卑詩省低陸平

原多個地區的劇院巡迥演出。(圖片攝影:David Cooper)

Just Mercy 

日期: 1月9日至2月9日

地點: 低陸平原多間劇院

網頁: artsclub.com

英國劇作家Ben Elton寫的搖滾音樂劇We Will Rock You即將在溫哥華

Queen Elizabeth Theatre公演，在這音樂劇當然可以聽到很多七十年代走紅

的英國樂隊Queen的歌曲，包括We Will Rock You、Radio Gaga、Somebody To 

Love、Don’t Stop Me Now等。(圖片提供:Queen Elizabeth Theatre)



由中僑松鶴之友會與松柏畫框廠聯合

主辦的2019「藝彩生輝名家綜藝展」12月

6日圓滿閉幕，在參與者群策群力努力工

作下，今屆的綜藝展取得滿意的成績。義

賣售出近半的作品，拍賣也售出數件，收

入逾3萬5千元。

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藝術家呂雪貞

與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

義賣和拍賣會圓滿落幕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與眾藝術家大合影。

藝術品義賣的部分收益是撥捐《中僑

新天地》作為出版經費。中僑出版部及松

鶴之友在此感謝各參展藝術家、義工及善

長們的鼎力支持。「藝彩生輝名家綜藝

展」是大溫哥華地區兩年一度舉辦的藝術

盛事，自2005年舉辦至今已是第八屆。◇

中僑「松鶴之友」現定於3月5日 

（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舉行週年會員

大會，回顧「松鶴之友」過去一年工

作，展望新一年的計畫，並選舉2020-

2022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

「松鶴之友」會主要為支持《中僑

新天地》月刊出版，肩負聯絡讀者，彼

此交流，協助籌募經費的重任。過去一 

年，主辦多項活動，包括健康排舞班、 

卡拉OK歌藝班、中國剪紙班、水墨畫

班、食物安全初级證書班、財務講座、

及「藝彩生輝名家綜藝展」等，大受會

員歡迎。

中僑「松鶴之友」
3月5日會員大會

根據會章規定，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少

7名，最多15名，每屆任期兩年，推行會

務。「松鶴之友」執行委員會期盼選賢與

能，有更多熱心會員參與。有興趣者只須

於週年大會前一個月（即2月2日）成為中

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即可參與選

舉。入會及提名表格可到中僑出版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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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110

室，共商「松鶴之友」的發展藍圖。 

查詢：604-408-7269。◇

三星會員（贊助會費50元）

梁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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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 健康排舞班（國/粵語）
  1月6日至3月30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時）      
   共10節  $40，每節 $5。
  （歡迎隨時加入）

● 家族資產傳承研討會
    1月21日

    星期二上午10:30-12:30

    免費參加，座位有限，

    中僑松鶴之友會會員優先留座。

    地址：140-10451 Shellbridge Way, 
          Richmond,BC V6X 2W8

● 卡拉OK歌藝班（國/粵語）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1月9日至3月26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至12時）  

   共八節，每節  $7。

  （2月休假，歡迎隨時加入）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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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success.bc.
ca，註明「新天地伴我行」，照片恕不退回。◇

本報讀者Esabella Ng 攝於 

英國著名景點Stonehenge

(從左往右)松柏畫框廠代表Leon Yin、 

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 

中僑互助會理事會主席楊子亮、

攝影名家及藝彩生輝綜藝展創辦人葉榕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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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吾  幼

靦腆不多話的 O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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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吧)，
它有被好好照顧...

今 年 在 九 月

底，Orion楊承昊的

母親在電話裡和我聊

了許久，得知他們是

去年才由中國移民到

溫哥華。為了不讓在國內習畫多年的兒

子中斷國畫，於是透過另一位同學家長

的介紹，要來我這裡上課。這位九年級

生，180幾公分瘦高的男孩，在母親的陪

同下前來，他靦腆又有禮貌，話不多，

大部分是以微笑代替回答，屬於內向斯

文的那一類型男孩。

Orion的母親以兒子繪畫的好成績

為榮，來之前媽媽已經將他在國內開過

畫展的一些照片傳給我看了，包括他的

鋼筆畫、油畫等作品，的確是有底子，

且畫的不錯。以前他的國畫作品比較渾

厚、重彩。我倒是非常喜歡他的鋼筆

畫，如果心不夠細、又沒有耐心，是絕

對不可能有這般好成績的。他的動物鋼

筆畫，傳神又精準，真的非常好，是個

很有藝術天份的大男孩。他如果能継續

朝藝術方面這條路前進，應該是正確的

選擇。

聽楊媽媽說自從Orion騎腳踏車摔斷

小腿後，因為要復健，所以繪畫也暫時

中斷了。為了想了解他目前的程度，上

課的第一天，我就讓他在眾多的繪畫圖

片中挑選他今天想畫的題材，他選了一

張梅花喜鵲的圖片，並叮嚀他構圖儘供

參考。

我為他鋪上了長型宣紙，他不疾不

徐地畫上梅花的主支幹。他用的是

淡墨側峰，相信這是他以前畫畫的

經驗，我覺得有點兒軟弱不堅，於

是我教他加上主幹的筆觸，兩側用

點中鋒，以快慢的節奏勾勒出老樹

幹的質感，好像他也挺滿意的。畢

竟和以前不同，對他來說有點新意

吧！

他畫了上下兩隻喜鵲，墨色及

造型都挺好的，畢竟他有素描基

礎，造型能力就是不一樣。至於梅

花，他的點梅比較隨意，略顯粗

糙，我示範了幾朵梅花造型，幾個

面向，希望他能應用在畫裡面。這

張作品他用了兩堂課完成，我問他

喜歡嗎？他還是靦腆的微笑點頭，

小家伙真內斂啊！哈哈！說實在的

我也挺喜歡他的這張作品，身為老

師能教上一位聰明、領悟力強的學

生，真的也很開心。

記得他第一天來上課，他的母

親擔心他會不習慣我這個老師，要

求試上一堂課，我說沒有問題呀！

下課了要回家前，他母親問他，下

次還要來張老師家上課嗎？他還是

用他的招牌「微笑點頭功」，於是

我們的師生緣就這樣定下來了！◇

   張麗娜   

   番書仔

日常用語
英語用Hand（手）的日常用語

1.轉手
  Change hand
2.嘗試
   Try your hand at... 
3.不再參與
   Wash (one's) hands of...
4. 輕易勝出
   Win (something) hands down

It's in good hands !

 

         

                      

      基督教培英中心  是由具有 140年歷史的中國和香港的培英中學在 
       加拿大開辦的一所教育機構。我們是一所註冊非牟利團體，旨在提供各類 
       社區服務，包括兒童 / 成人教育，社區活動及托兒服務。 
 

                                        培英中心 新增皇牌課程 

   成人英語/英語拼音/會話/入籍班-馬老師 Richard Ma 教授 
                                                          培英中文學校 
   培英中文學校創校已 27年，分校遍佈大溫，為本地幼兒至中學各級 

        學生提供國、粵語之中文班及會話班，透過輕鬆活潑和趣味方法， 
         引發同學對中文的興趣。中文班共分兩個學期，由 9月至翌年 6月。 

        培英 Alpha 中文學校(本拿比 Alpha中學)九月招收新生–國語幼兒班 
 

                      飛鷹托兒中心 (全新校舍) – 年齡 由 2.5至 5歲 
  孩子在三文兩語 (英語 / 普通話 / 粵語) 的學習環境裏，寓學於樂，  
        潛移默化地推行全人教育。    每月設有不同主題，以音樂、繪畫、 
        手工、芭蕾、運動等方式，為孩子提供一個輕鬆活潑的學習環境，  
        確保孩子安全健康成長。     

T : 604-821-1262    E : info@puiying.org  W: www.puiyingcentre.org 
#101 – 858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即列治文置地廣場對面) 

 
 
   

基督教培英中心 
              Pui Ying Christian Services Society 
 

 

 

 

 

 
 



花君子精神。在其《離騷》、《九歌》

等詩作中，出現了大量詠蘭的佳句：如

「秋蘭兮青青，綠葉與紫莖。滿堂兮美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浴蘭湯兮

沐芳，華釆衣兮若英」，「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等。屈原熱愛蘭花，不僅佩

蘭，還廣為種植，表現了詩人的志

向，在對「香草美人」的吟詠中，

借物寄懷，反复抒發著忠君愛國的

高尚情愫。在屈原的筆下，蘭花被

高度人格化，他分別用佩帶和遍植

香草蘭花來比喻德才的進修及為國

廣培人才，希望天下到處皆是有

德君子，推行「美政」，痛恨禍國

殃民的姦佞，卻反被讒而遭疏遠、

流放，最終以自沉汩羅來殉國、報

國，給後世樹立起為國擔當的豐

碑，成就千古高節。後人對蘭花的

贊譽，也就是對孔子和屈原高尚品

格的景仰。

蘭屬植物品種繁多，成千上萬，

爭妍鬥艷，各具奇姿。我卻對中國蘭花

情有獨鍾，可能也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

吧。蘭花本隱於深山，不求聞達，不趨

俗，不喧嘩，不炫耀，淡泊明志。「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開落自如，綻放

著真實的本色，彰顯著「君子慎獨」的

美德。雖為世景仰，卻終老空谷，豈不

惜哉？偉大如孔子、屈原者，以蘭自

比，高潔芬芳，雖流芳百世，又豈能為

污穢的世俗所容？終究擺脫不了傷不逢

時、懷才不遇的命運，難道這就是蘭花

的宿命？！

故予近日特试寫蘭花图，聊表惜花

之意，並賦詩以寄懷：「幽獨不求王者

香，汩羅腸斷楚辭章。何當紉佩文君

鬢，空谷忍教影自芳！」◇

月讀/詩林

歷史慘劇不能重演

   陳華英

聯邦大選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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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上的猶太人》這本書，詳細

地描述了生活在焦土上的猶太人面對極

端苦難的無奈，是一本生與死、血與淚

交織成的短篇集。世人把注意力都集中

於死難者，同情他們無端遭受厄運，遇

到慘絕人寰的殺戮。但僥倖逃出生天的

倖存者，是否此後就風平浪靜呢?絕不!

本書記錄的倖存者，有的是從屍坑中跨

過爸爸媽媽、兄弟姊妹的屍體而爬出來

的孩子，有是被棄於林間大樹下搖籃

中的女嬰，有的是目送父母、親人進入

毒氣室的小男孩，有的是看着納綷軍人

殺害自已弟弟的少女，有的是長期被匿

藏在僅可站立的土洞中的孩子，頭上還

要頂著一籠兔子，兔子的便溺常從頭頂

灑下。有的雖然是德裔的美少女，卻被

挑選，被隔離，作為與「優良的」雅利

安人配種的工具，完成優化種族的强制

令，生養眾多纯正種族的後裔。

大戰之後，他們重出生天，受到其

在2019年10月21日，聯邦大選投票日清晨，我與美玉冒雨趕

到附近的小學校，在投票站門口，手持選票拍照留念。投票畢回

到家裡，第一時間把照片連同幾句話，電郵給加拿大眾親友，

提醒大家投票。我靈機一觸，又把那幾句話分了行，成了一首六行小詩，詩題是 

《這一票》，即時廣發給國內、海外的親友：

        加拿大人/勿忘投票

        這一票  寶貴/用生命換來的

        別人同樣用生命/也換不到

    這照片和小詩，收到不少回應，有的說已經投了票，有的說多謝我提醒，

會立刻去投，也有讚賞這小詩的。其中最早的回應，幾分鐘後就傳來的，是漢學

家王健教授的英譯：

       This Vote  

       by Han Mu   Translated by Jan Walls

   

       Canadians

       must not forget to vote.

       This right to vote, so precious,

       was gained in exchange for lives.

       Others hav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and still not gained this right.

有些海外朋友不明白，為甚麼加拿大的選票，是「用生命換來的」。我於是

把我的詩《一朵罌粟花的聯想》傳去，說看了自然明白。

其中一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裔青年踴躍志願參軍/由於他們的英

勇和犧牲/使到華裔獲得了公民權」◇

   韓牧

—焦土上的猶太人

中國傳統名花中的

蘭花，是指分布在中國

蘭屬植物中的若干種

地生蘭，如春蘭、惠

蘭、建蘭和墨蘭等，即

通常所指的「中國蘭」

，已有兩千多年的栽培歷史。它與花大

色艷的熱帶蘭大不相同，沒有奪目耀眼

的艷態，卻具有質樸文靜，淡雅高潔的

氣質。其葉修長，其花芬芳，非常符合

中國人的審美情趣。人們歷來把蘭花看

成是高潔典雅的象徵，並與「梅、竹、

菊」合稱「四君子」。古人對蘭花頗

有偏好，通常以「蘭章」喻詩文之

美，以「蘭交」喻友誼之真。所以，

歷代詠蘭佳句層出不窮，讓人品味不

盡：有贊美蘭花之香的，如「夫蘭當

為王者香」；有贊美蘭花之清的，如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更多

的是贊美蘭花之高潔的，如「縱使無

人亦自芳」等。蘭花的美態和品格，

更使它獲得「王者之香」、「花中君

子」、「空谷佳人」的美譽。

其實，最早在精神層面為蘭花定

調，並賦予特定品格的，當推古代兩

位偉人：孔子和屈原。他們不僅愛

蘭，更以蘭花的高潔自比和寄托自己

的理想、懷抱。

據東漢文、史學家蔡邕記載：「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

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

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

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

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

』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

陰以雨。之子于归，遠送於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

世人暗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

將老。』自傷不逢時，托辭於薌蘭云。

」可見孔子周遊列國，最終未能實現自

己的政治理想，慨嘆時運不濟，以蘭自

喻，有感而發。孔子還有不少贊美蘭花

之句，如「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

而不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等，足見孔子對蘭

花的情怀。

而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更賦予蘭

   許國挺

空
谷
忍
教
影
自
芳

他家庭的領養照

顧，供書教學。有

的成爲學者、教

授，有的成爲企業

家、富商。但他們

终身受著噩夢的纏

繞，慘痛的回憶像

毒蛇般咬噬著他們

的心靈。他們無法

逃脱這個往事的夢

魘，所以有的自殺，有的精神錯亂，有

的在修道院終其餘生，有的流亡外國，

潦倒醉死街頭，有的藉吸毒麻醉自已而

死于醫院。創傷後遺症使他們無法過正

常的生活。

一個狂人領袖加上一個瘋狂國家，

可以造成人類史上的一場浩劫。仇恨可

以和解，但歷史不可以忘記。以史爲

鑑，可以防止世人重蹈故轍。這就是 

《焦土上的猶大人》成書的目的。

此書榮獲2000年「波蘭文學奬Nike 

Award」最佳著作。原書是波蘭文，現在

己翻譯成希伯來文、英文、意大利文、

德文、日文、匈牙利文和中文。

作者伊麗特.艾米爾IRIT  AMIEL，
是少數倖存的猶太兒童。家鄉如何被燒

焦，自已和友伴怎樣走過苦不堪言的逃

生路，都是她親身的經歷。譯者蔡黃玉

珍女士，爲美國急流鎮浸信會神學院基

督教教育碩士，經常帶領聖地之旅到以

色列、约旦、埃及、土耳其、希臘等地

考察。近著為《慧賢女人心》。◇

書名:焦土上的猶大人

出版社: 向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4月

作者:伊麗特.艾米爾 

        IRIT AMIEL

譯者: 蔡黃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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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新風

歲月綿長，一縷相思贈過往

山   屋

記得一個清晨，家母催促我們早

起，要到山上萬佛寺去。當年的萬佛寺

才建成不久，沒有今天沿途豎立了五百

羅漢銅像的威勢，只有寺內由月溪法師

自己擔泥運石，親手塑造歷時八載才完

成的萬餘尊佛像。萬佛寺佛堂內給我的

印像現已糢糊不清，但佛寺外的古樹名

木，我倒記憶猶新。佛門附近的落葉大

喬木銀杏(Ginkgo Tree)，被儒學和佛學

認為是聖樹，所以僧侶在廟院內爭相

栽種，而且養護上千年。(銀杏壽命極

長，有植物活化石之稱)

山屋給我最驚喜是，香港夏天天氣

本來很熱，但山屋卻保持著相當的涼

快，坡上是通風的，四圍長滿山松，晚

風過處，松濤呼呼作響，有時還加上夏

蟬在唱夜曲，睡睡醒醒中又過一夜。早

上起來，滿山滿谷的鳥聲，靈巧悅耳，

正所謂「鳥鳴山更幽」，鳥兒的晨曲不

單止不會破壞山居的靜謐，反而增加了

四周安寧祥和的意境。

是的，山屋的回憶距今已超過六十

載，忽然想起，卻能喚起我已逝去多年

的美好往事，再一次暖了我的心。◇

  純老貓

不知為甚麼突然記起這山屋。

屋是建在山腰上的，門窗開處盡是

林木，屋有兩層，從二樓窗户望過

去，可隱約看見一條頗為陡峭的山

徑。但每天登山的人可不少呢，只

因山上有香港沙田著名的萬佛寺 

(Ten Thousand Buddhas Monastery)。
山屋是我表嫂租來度假的，那年

我還是初中學生，我和妹妹在暑假期

間，應邀到山屋小住數天，當然家母才

是最重要的嘉賓，兩老表感情融洽，可

以有許多時間給她們閒話家常。

最初抵達山屋，它給我的印象還算

不錯。這小屋依山勢築成，正門前園的

草坪像緩坡，微微的往山下傾斜，盡頭

處有木欄圍著，木欄腳邊長滿白色小野

菊，星星點點的，十分好看。山屋右邊

一小片草地，有鞦韆架在其中。

第一個晚上，我和妹妹同睡一床。

本來窗兒明淨，是舒適的小房間，但我

們都整夜眼光光，不能成眠，望著天花

板牆上幾條四腳蛇(壁虎)，唯恐牠們的

尾巴隨時會掉下來似的。後來表嫂知道

我們的恐懼，便買來蚊帳掛好在床頂

上。

我一生之中盪鞦韆最多的時間就

在這山屋，盪到最高處可以看見山

坡下的叢林，其中有幾株木棉(cotton 
tree)顯得特別挺拔，英雄樹果然有英

雄氣勢。此外，也有零零星星的宫粉

羊蹄甲(Camel’s foot Tree)，只因它

們有美麗粉紅的花朵，才知到它們的

存在，遠處還勉强看見山麓排頭村 

(Pai Tau Village)的村户人家。

新年伊始，常常

是一個讓人鮮明的感

受到時間流逝的時

刻。總有各種各樣的

信息不斷的提醒著我

們，月末午夜的鐘聲

一過，我們又置身於

另一個時間的世界裡：也許是到處燈火

鮮艷的party人群，歡騰喧鬧著倒數新

年；或許是寫信落款下筆的一刻，習慣

性的寫下2019，哦不，錯了，應該是

2020。

大多數時間，大多數的我們是光陰

之路上沉默的單程旅人，在日復一日的

平凡生活裡踽踽獨行。昨天、今天、明

天似乎無甚分別，亦會不時覺得枯燥、

疲倦，甚至自問：「生活的意義在那裡

呢？」

然而時間就是有這樣的神奇魔力，

看似涓涓細流，不足為道的一日日重複

之後，在某一個瞬間驀然回首：曾經牙

牙學語的嬰孩，已然亭亭玉立；曾經抓

耳撓腮的難題，或已游刃有餘，或已淡

出眼界；當然有得亦有失，只是當面對

那些生命裡必然經歷的得到和失去，困

境和選擇，多了幾分時間贈與的淡定從

容。

近日筆者在家整理舊物，忽然翻到

一雙女兒在數年前聖誕時候的照片。正

值憨幼可愛的年紀，尚不明世事，任由

媽媽打扮，像兩個聖誕娃娃甚是討喜。

其實那時候剛來加國，夫婦兩個諸事不

熟悉，又要做獨立新手爸媽同時帶兩個

寶寶，所有挑戰一一來過，很有些緊張

侷促、手忙腳亂。不記得是如何24小時

互相「倒班」，硬挺過最初的摸索與掙

扎，只記得那時候彷彿時間太慢，總有

熬不完的夜，換不完的尿不濕，和哄不

定的哭鬧。我倆只好互相安慰鼓勵，説

等她們長大了，要如何如何放手，然後

自己兩個一起去旅遊……

也許歲月的溫柔之處也正在此，當

所有坎坷經歷扎扎實實的走過，回頭再

看時，卻刪繁就簡，記憶裡留存最多

的，是那些歲月裡獨有的樂趣，甚至辛

苦也頗有回味的餘甘。

現如今兩個小傢伙已然學齡，人丁

點兒大，主意卻很多，也很堅定。每日

要穿甚麼已經全然由不得老母親說話，

我偶爾看到諸如一隻腳一個顏色的襪

子、鞋子，或者長衫短褂、五顏六色亂

搭一氣的「傑作」，也只能哭笑不得，

默默安慰自己這是尊重她們的天性和想

法。每每這時，我就非常懷念那個媽媽

就是世界中心的simple time。

又到了辭舊迎新的跨年時光，看著

兩個孩子打扮一新在鏡頭前肆意歡笑，

像兩顆小樹苗茁壯的成長，總是讓人感

歎時光的力量。

我想，我要好好珍惜此刻，不論酸

甜苦辣，因為多年之後重新回看，也必

然已被歲月陳釀的回味悠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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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炳光

由Bridgeport 

Skytrain站出發，

沿River Road向西

南 方 向 前 進 ， 經

Bridgeport Market
到達Riv e r  R o c k 
C a s i n o，再沿河

邊 ， 穿 過 M o r a y 

Bridge，到達Cam-

bie Road，不久即

可見雄偉的冬奧體

育館。在此休息、

午膳、攝影，以及參觀體育館內的設

施。之後，繼續沿河邊小徑前進，直

達River Road與No.1 Road交匯處。

再沿1號路向南，就抵達Westminster 

Hwy之Terra Nova Park，在這裡完成

了該條線路全程。在此即可搭乘#401

巴士回到Richmond Centre Skytrain總

站，或者就此取道回家。

是條線路全程6公里，馬路與碎石

小徑兼而有之，沿岸小徑無樹蔭，路

平無坡度，平靜而寬闊的河面，水不

揚波，空氣清新，對岸

機場及水上飛機一覽無

遺。你可以見到每5分

鐘一架飛機起飛的繁忙

情景，亦可以感受到河

畔清風徐來，寧靜安逸

的舒心。◇

怸怸天光水色之菲沙河線

   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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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廣告

名額有限，報名請從

速，額滿後(每班12人)，須

等待參加下一期課程！

報名或查詢近期將舉辦

的其他中/英文課程或組長

培訓，請上網到：

http://www.selfmanage-
mentbc.ca/ (資料由廣告客戶提供)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組員體會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2月11-3月17日

2020，國語

逢星期二上午      

9:30到12:00

Menno Court 
1750 E 41st Ave

溫哥華

請致電: 

(604) 940-8967

2月11-3月17日

2020，粵語

逢星期二下午

1:30到4:00

 Menno Court 
1750 E 41st Ave

溫哥華 

請致電: 

(604) 940-8967

2月21-3月27日

2020，國語

逢星期五上午   

9:30到12:00

Richmond City 
Centre Community 
Centre,5900 Minoru  

Blvd,列治文

請致電:

(604) 204-8588

(需要告知Course number:      

2757227)

2月22-4月4日

2020，粵語

逢星期六上午   

9:30到12:00

(3月21日無課程)

Richmond Caring 
Place,7000 Minoru 

Blvd,列治文

請致電: 

(604) 940-8967

2月24-3月30日

2020，粵語

逢星期一 上午   

9:30到12:00

Renfrew 社區中心 

2929 E 22nd Ave

溫哥華

請到社區中心樓下

辦公室，或致電:

(604)257-8388分機 1

經常運動，

對每個人的身心

健康都有諸多好

處：

• 增強力量、身體的柔韌度與靈活

性，

• 提高精力、平衡力、和心血管系

統的功能，

• 減輕焦慮、便秘、疼痛和疲勞，

• 舒緩情緒、改善睡眠，等等。

保持一定強度的定期運動，還能夠

有效地幫助控制血壓、血糖和血脂的水

平，因而在這些慢性疾病的臨床治療指

南（Clinical Guideline)中，運動都被

列為一種「非藥物療法」。

溫哥華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夏季氣候宜

人，環境清新優美，近在咫尺的公園、

山區、河湖四圍，提供了大量的步行

道。男女老少都願意做些戶外運動，即

使在自家周圍的社區裏走一走，也是很

愜意的享受。不過「冬時制」一過，沒

到5點天就黑濛濛了。即使沒有東部那麼

多降雪，外面也常常又濕又陰又冷，步

行的大軍就紛紛偃旗息鼓了。

殊不知，運動必須達到一定的量，

並且一年四季持續進行，才能有效地維

護健康。寒冬血管會隨溫度降低而收

縮，人體的血液循環減慢。這些季節性

的生理變化，加之最舒服的事情，不是

用大餐來禦寒；就是在寒冷的夜晚坐在

電視、電腦前面，邊看邊吃。以致身體

各部分既供血不足，又「負擔」加重，

帶來的畏寒、便秘、關節痛、下肢血

栓、情緒低落，甚至抑鬱、心臟病高發

等等，都使冬季成為不折不扣的健康大

敵，對長者們尤甚。

可見，冬天應當是最需要適當運動，

來幫助身體平穩度過的季節！

那麼怎樣做，才是「適當」呢？

1.運動的種類要全面：三種主要類型

的運動會帶給身體不同的益處，必須相

互配合進行，才能滿足身體在柔韌性、

力量和耐力三大方面的健康需要。

2.運動量和運動的強度，要適合自己

目前的身體狀況。只有安全進行，避免

損傷，運動才能長久堅持。

3.運動項目要適合自己的興趣，最好

多樣化。例如，如果你覺得走步機、踩

單車這些太枯燥，不妨試試跳舞、約上

朋友打球、到大商城裏走走。不想出門

的，也可以跟著網絡上多種多樣、長短

不一的保健操、健身舞的視頻動一動。 

選出幾個自己喜愛的項目，視情況交替

進行。

4.運動的時間要靈活。冬季的環境

條件不盡人意，就更需要「降低執行的

難度」：化整為零，見縫插針，哪怕每

次只做1、2分鐘，甚至多喝水、多去幾

次衛生間，都能為自己增加活動身體的

機會，防止久坐不動，促進血液循環。 

也可以留意將運動融入生活：比如步行

去購物；看電視的時候可以對著屏幕做

伸展、甩手等原地運動；早上起來或是

晚上睡前，可以做些柔韌運動，舒活筋

骨，也很有助於放鬆身心。

以上的每一點，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醫

學院研究編寫的「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

能力」系列課程中，都有系統的講解。

除了翔實地介紹三種主要類型的運動如

何進行，以及如何運用簡單的方法來確

定既安全又有效的運動量，課程尤其著

重帶領學員們，每一周為自己製定具體

的行動計畫，幫助大家通過反覆實踐和

及時調整，找到更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

以及切實可行的運動量。

不少學員在6周的課程中按照由少到

多的原則進行嘗試，發現運動原來並沒

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困難。並且很快嘗到

做些力所能及的運動，就可以帶給自己

的多種好處，從而增加了冬季也要堅持

進行的興趣和信心。

鼠年將至，給各位拜個早年！盼望

更多朋友年節慶祝過後，就來參加免費

在大溫各地常年舉辦的「培養健康自我

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早日得到BC政

府已連續10年為我們華人預備的這個實

在、有益的健康禮物！◇

「課程詳盡實用，課本資料

充足；組長很關心學員，解說

清晰，並像朋友般幫助我們。

完成這個課程後，認識到自我

管理對健康的重要。尤其六週

的實踐練習，使我感覺對自身

的健康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六週時間雖短,但收穫很

大。我在課上不但學到多種自

我管理的工具和技巧,更學到了

使用行動計畫堅持做適量的運

動，還有變通方法來解決計畫

執行當中遇到的問題。短短幾

周就看到明顯的效果，所以增

加了我今後堅持運動的信心。」

義工組長們在課上帶領學員們通過原地運動，學習如

何測度和感受自己的運動強度。 

學員們在相互出謀畫策，幫助對方按照所學的原

則，制定出適合自己的具體行動計畫。

全面、得法、適當的運動，帶給你更健康愉快的冬季！
冬季運動好處多

積極自我管理-做好健康的主人



靜 觀

傷風感冒良藥（Cold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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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錦興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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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而 康

中 國 人 對 於 「

靜」向來有心得。出

家人修行會打坐，稱

為靜坐。儒家講究「

吾日三省吾身」，「

靜坐常思己過，閒談

莫說人非」這種做人

態度早已成為中國人

的座右銘。宋朝理學大儒程顥則有傳誦至今的

詩句：「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描繪中國讀書人靜觀世界時，那種從容不

迫、悠然自得的心境。

着重反思、禪修，以至入定，屬於東方傳

統文化，無論佛家、道家，都有一套練功方

法，例如盤膝而坐，不言不語，控制自己思

想，要求減少雜念和專心。又或加上呼吸鍛

煉，稱為氣功，那就不僅增長智慧，對健康也

大有裨益。

西方醫學一向擅長「生理」（身體）健

康，但早在1946年，世界衛生組織在籌備成

立時，已經清楚說明，健康的定義是：「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

sence of disease」，也就是說，健康包含生

理、心理、和良好的人際關係（「社交健康」

）。

事實上，隨著科技進步、醫學昌明，人類

壽命增長，生理健康已非妨礙美滿生活的主要

障礙，精神壓力反而要多加注意。西方醫學眼

見世人愈來愈多「身心症」（即心理問題導致

身體有病），便試圖從東方文明古國的傳統智

慧處找答案，以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心理健

康問題。

靜觀治療

https://www3.ha.org.hk/cph/imh/mhi
/article_04_03_03_chi.asp

近二三十年流行的「靜觀」mindfulness，

可說是其中一個相當成功的方向。它的精萃，

是訓練大家把精神和注意力，從外在世界，轉

回自身；活在當下，不批判；去除情緒，留意

自己的呼吸，察覺自己的感覺；學習鬆弛，將

不必要的雜念放下，從而進入「靜」的境界。

這種「靜」，不強求身體長時間靜止，亦

沒有特定姿勢，不必學和尚打坐；坐、站，緩

步都可以。最重要是要達至心靈的靜，所以環

境宜靜，或只有天籟，如鳥聲、海浪聲。一些

主持靜觀課程者，亦會利用一些簡單音響，例

如敲金屬缽或鈴聲，作為靜默中的一種節奏。

醫學研究已證明，靜觀訓練，對不少病人

都具療效，包括精神病與生理疾病，例如癌

症、心臟病、腸激症等。

無論自己有否上述疾病，我等中國人，多

聽祖宗的話：每天留點時間靜一靜，肯定不會

錯！◇

步入寒冬，正是流行性感冒的季節。

其實感冒菌無論氣候，都可以從一人傳

染給其他人。在天氣寒冷時，這種細菌

會變得特別活躍，因為它們在冷空氣中

可以生存長欠一些，氣溫下降令空氣變

得較乾燥，從而使鼻黏膜失去水份，身

體原有的抵抗機能減少效用，令人容易

患上傷風感冒，十分不舒服。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叫Coldrops的

產品，服用後會使你減輕感冒時的嚴重

症狀。它的成份十分簡單，全天然，不

含顏色染料、薄荷（menthol）和椰子

油。Coldrops有兩種，依照年齡而定，5

歲至12歲小孩，若經醫生許多，可以用

kids Coldrops，而12歲以上的則用成年

人的配方。另外的好處是它不含豆類、

麥、糖、花生和玉米等，更不含防腐

劑。

Coldrops是不會防止傷風感冒，但

它卻可以舒綬那些可惡的感冒症狀。用

後會給你一種清新和清涼的感覺。它亦

可以幫助塗飾喉嚨，暫時性減少咳嗽、

喉嚨痛和流鼻水的症狀。

用法十分簡單，成年人將藥瓶倒

轉，將一滴藥水滴在你的手上，然後放

入口內，讓它在口中停留數分鐘才可吞

食。用後若然有不良的反應，便應立刻

停止使用，向你的家庭醫生求助了。◇

   陳慧敏醫生

感
冒
的
預
防
及
食
療

在氣溫變動大

或者乍暖還寒的冬

春季節，稍一不慎

就會感冒風寒，尤

其是體弱的高齡人

士，抵抗外邪的能

力較差，最易染

病，而且因為體

質較弱，一旦染病

之後，常會久久不

癒，甚至繼發或併

發其他較為嚴重的

疾病，例如肺炎，

即相當於中醫所謂

風寒內困之症，常

對老年人生命構成

嚴重的威脅，不可

不慎。

無論一般的感冒風寒，或者風

寒內困之症，多因為寒溫失和，而

平日飲食失調，引致正氣虛弱、衛

氣不固而致。

肺為表臟，風寒乘虛而犯，

甚則影響肺的肅降，阻塞氣道，

或令血行受阻，故有氣喘、痰

鳴、發熱、煩躁的症狀。

頻頻感冒風寒的老年人，

就要想辦法加強本身抵抗力，

除了慎起居、調飲食之外，要多

做運動，令身體內血氣通暢，增

強正氣，抵禦外邪。加強脾胃功

能，是防病的重要方法，例如人

參（或黨參）、白朮、雲苓、淮

山、甘草等中藥有補氣、健脾的

作用，而黃芪更能補氣升陽、固

表，對於經常因表虛而感冒的人

甚有幫助：黃芪五錢、白朮四

錢、防風錢半，用水煎服。

食療方面，經常感冒及體質

虛弱者，不妨用黃芪五錢、淮山

五錢、大棗十枚（去核）、生薑

三錢，煲粥食，有助於氣虛怕冷

的人增加抵抗力。

至於平時比較容易感覺「熱

氣」的人，則需要多食蔬果，以

清理五臟的內熱，這樣有助於抵

抗外邪。在流感盛行的季節，可

用洋蔥切片，或加檸檬一、兩

片，沖水飲用。肝熱較盛則宜用

山楂子三錢（搗碎）、杭菊二錢

混入茶葉飲用。◇

The power 
of minderfulness

STD,DP20190086,#4

Tue Oct 08 2019 12:26:43 GMT-0700

VIETNAM HOUSE RESTAURANT
越南之家餐廳

七天營業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歡迎社團及生日派對預訂

電話 604.251.1268
2122 E Hastings St. Vancouver, B.C. V5L 1V1

*優惠期有限*

冬季特價益食家
大"Pho"越南牛肉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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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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 學 漫 談

一.基本電腦及智能手機技巧課程 

內容包括︰怎樣使用桌上電腦或平板電腦,認識上網,網絡及

在線安全,電郵的運作,智能手機之基礎操作,發短息及學習

創建新地址薄等等。 

地址、日期及時間如下︰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7700 Minoru Blvd.) 
日期：2月7、14、21、28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国語輔助班)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G36室（溫哥華片打西街36號）

日期：2月3、10、24及3月2日(逢星期一)

     上午10:00至下午1:00(粵语輔助班)

*列治文加愛中心320室(7000 Minoru Blvd.)
日期：2月7、14、21、28日(逢星期五)

     下午1:30至下午4:30(粵語輔助班)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350 W. Georgia St. Van)
日期：3月9、16、23、30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粵语輔助班)

二.日常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 

內容包括︰認識在線存儲，網絡安全，共享/社交網絡功能: 

WhatsApp，Wechat(微信)和Facebook(臉書)，數碼照片管

理，如何使用政府各種上網服務等等。 

地址、日期及時間如下︰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7700 Minoru Blvd.)
日期︰3月6、13、20、27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国語輔助班)

 

歡迎55歲或以上長者參加，費用全免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溫哥華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83 

電郵︰digital.literacy@success.bc.ca

長者皮膚養護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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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是外貌的一部份，當出

現問題，一定會使人心情沮喪，

甚至情緒低落。皮膚粗糙多縐

紋，以及長者的皮膚變得鬆弛、

乾癟而粗糙，是由於出汗和皮脂

線減少而引起。由於膠原蛋白的

流失，皮下的組織減少，尤其眼睛

周圍會產生魚尾紋。長者皮膚防止感染的作用減弱、

割傷或疼痛會較難癒合，是因為細胞受損壞後更新速

度減弱的緣故。

皮膚的護理

a.正確的清洗對於保護皮膚十分重要。不同類型

的皮膚如乾性、油性、中性和混合性，都有相應的清

洗方法和清洗產品。

b.洗面時使用溫水，而非熱水，並用毛巾洗去臉

上的死細胞。乾性皮膚要選用較溫和、含脂多的洗滌

用品，而油性皮膚每天要洗面3次。

c.不要用太熱水或鹼性太強的洗滌用品洗身、浸

浴，這會使皮膚變乾。若是乾性皮膚，則只應在面

部、前臂、生殖器部位、手及腳處使用。浸浴後，用

毛巾擦乾身體，無需大力擦拭，只要輕輕拍乾，並立

即抹上潤膚油或潤膚膏。

d.保持家裡空氣濕潤和涼爽。

e.多喝水，在屋內擺放加濕機。

f.減少攝入辛辣食物。

避免日曬

日光紫外線會損害皮膚中的彈性纖維蛋白，會

使皮膚鬆弛、容易踫傷。建議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盡量避免日曬。假若在此時間外出，必須戴帽、墨

鏡和穿長袖衣服。

戒除吸煙

因為吸煙會阻止血液流向皮膚，吸煙者的縐紋

較一般來人更多。

皮膚乾燥

耆英長者尤其容易皮膚乾燥，因為低濕度、或

者室內空氣過熱使皮膚乾燥，建議用溫水沐浴，每

隔兩天洗澡一次，要選用軟性洗滌用品。

發癢

  陳兆淦醫生

勤護理、防疾患
(英語授課，提供中文輔助學習教材，每課程共四堂) 

皮膚乾燥引起發癢

是很煩人的，甚至會干

擾睡眠，有時會與糖尿

病、腎臟疾病有關。

擦疹

皮膚之間相互摩擦引起

的炎症，會造成臂下、頸

部、腹股溝、腳趾間搔癢。

熱天，尿失禁和癡肥都會使

此來症更嚴重。

建議時常保持皮膚潔

淨，穿着輕便、寬鬆、純棉

質衣物。

偶爾會見到白念珠菌刺

激患處，須請教家庭醫生。

帶狀庖疹

常見於50至7 0歲的長

者，此類病毒會在體內留存

中僑免費耆英電腦課程

數年之後，產生出皮膚感染。損傷處紅腫，然後形成

水泡，最後結痂，長者會感到神經疼痛。請約見家庭醫

生。

濕疹

由於刺激所引發皮膚炎症，通常在長者中無法確定

其原因。搔癢、紅腫、水泡和分泌物，可遍佈全身。有

多種類型：1.鬱積性，2.脂漏性，3.過敏接觸性。皮膚

科專家確立診斷是由何種刺激物引起濕疹，會建議使用

特殊乳液或局部皮質類固醇軟膏擦拭。

皮膚癌

長者常見的是色素瘤，是由過度曝晒引起。請注意

皮膚，如有一顆痣外觀改變了，立即看家庭醫生。假如

痣的顏色、大小、或形狀有變，或痣出現滲出物、出血

或結痂，也應與家庭醫生聯絡。◇



（ 本 文 出 自 陳 兆 淦 醫 生 著 作� 
《醫學漫談-延壽必讀》）

哮喘 可以 控制 嗎？

醫學新知

24     2020年1月

治療哮喘的目的，除了常發作時能

及早緩解症狀之外，還需要做出預防

復發的措施。醫學界人士深信妥善的策

畫，加上患者合作，控制哮喘症狀至最

輕微的程度，務求達到不幹擾患者的日

常生活，這個理想是可以實現的。

根據國際哮喘防治組織GINA (Glob-

al Initiative for Asthma)近期的統

計，大部分哮喘患者未能有效地控制病

情，先進的西歐國家，只有5.3%患者達

到指標，而香港更低於0.5%。香港胸肺

科學會前主席余衛祖醫生指出，控制哮

喘的困難在於沒有訂下目標。以下是加

拿大哮喘控制的指標：

·日間哮喘症狀每週少過四天。

·夜間哮喘症狀每週少過一夜。

·正常體能活動。

·輕微而非經常性的發作。

·沒有因哮喘病而請假。

·除了在運動前吸入短暫性的

Beta-2受體激動劑外，患者需要額外採

用它來緩解症狀，每週少過四次分量。

·在測量肺功能時，FEV或PEF的數字

達到患者最佳狀態時的九成。白天測量

PEF的差異少於10至15%。

2004年一個全球性研究GOAL（Gain-

ing Optimal Asthma Control）指出，

妥善治理哮喘病可以達到控制哮喘的指

標。

（A）［完全控制］是指患者在接受

指定治療計畫的八個星期內，其中有七

個星期是毫無哮喘症狀。

（B）［良好控制］是指在八個星期

內的特定療程，其中七個星期內，每週

不超過兩天會有哮喘症狀。同時，病者

在這八個星期內，完全沒有症狀加深的

跡象，在夜間也沒有哮喘的症狀。

在GOAL的研究中發現，同時使用抗

炎的類固醇噴霧劑和長期性的Beta-2受

體激動劑，可以完全或良好地控制哮

喘。◇

   陳兆淦醫生

「你羞恥不羞恥？我告訴你不要開

車你非要開，這下好了吧？我還能當你

兒子不？」當爸爸酒駕被查時，十歲的

兒子邊哭邊「教訓」自己的爸爸，這是

發生在中國太原的一則趣聞；而美國亞

利桑那州的一個小姑娘更厲害，先拍了

媽媽酒醉開車的視頻，然後打電話給警

察舉報。

喝酒的危害，不只影響交通安全，

更影響身體，特別是肝臟的健康。家長

們比小朋友更明白酒精的危害，卻常一

時興起而喝過頭。春節將至，正是親朋

歡聚、舉杯同慶時。在你舉杯前，了解

一下安全飲酒的建議，看看你是應該小

酌，還是暢飲，還是滴酒不沾呢？

此文中的「1杯酒」，相當於一杯

341毫升酒精含量5%的啤酒，或142毫升

酒精含量12%的紅酒，或43毫升酒精含

量40%的蒸餾烈酒。

成年人低風險飲酒量是幾杯？

為減少長期健康風險，成年人應將

飲酒量控制在每周10杯以下，且多數日

子每天不超過2杯（對於女性)，或每周

15杯以下，且多數日子每天不超過3杯

（對於男性）。

特別場合喝幾杯？

喜逢好日子如除夕、大婚等特別場

合，每次也不能超過3杯（對於女性）

或4杯（對於男性）。而且需要在安全

的環境中喝，比如在家中慢酌而不是在

夜店裡悶酒。而且仍要遵照每周總量不

超過10杯（對於女性）或15杯（對於男

性）的標準。

甚麼時候喝零杯？

如果你是處於以下情形，你的最高飲

酒量是「0」杯，即滴酒不沾：

• 開車或者使用機器或者器械工

具；

• 接受或服用可能與酒精有反應的

藥物；

• 進行任何危險性的體力活動；

• 有心理或者身體健康問題；

• 有酒精依賴；

• 懷孕或者打算懷孕或者哺乳；

• 對他人的安全負責比如照顧小朋

友時；

• 做重大決策時。

孩子大了，可以與爸爸把酒言歡了？

且慢！酒精可損害身體與大腦發育。

如果青少年選擇喝酒，應該在家長指引下

進行，且任何時候都不可以一次喝2杯以

上，也不可以一周內喝兩次以上。青少年

飲酒需要事前計畫，遵循當地有關酒精使

用法規，並參照有關的安全飲酒注意事

項。

安全飲酒註意事項

• 設定自己的飲酒限度，並堅守這

一限度；

• 細酌慢飲。在任三個小時內不喝

超過2杯；每喝一杯酒，就喝一杯非酒精

飲品；

• 飲酒前及飲酒同時吃一些食物；

• 你的年齡、體重及健康狀況可能

需要你減少酒精的攝入量；

• 雖然飲酒可能對某些特定的人群

有助益，但請永遠不要為了健康目的而開

始飲酒或者增加飲酒量。◇

佳宴當前，喝不喝？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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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列治文婦女會25週年慶典

今年是中僑列治文婦女會成立25

週年。該會於2019年11月26日假座幸

運酒樓慶祝中僑列治文婦女會成立25

週年暨2020年委員會就職典禮及聖誕

聯歡晚會。

是日誠邀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

潘坤玲、中僑互助會項目總監鄭麗

姍，中僑列治文辦事處經理朱玲等嘉

賓前來與婦女會全體會員一同慶祝。

是晚有頒發2019年委員獎狀、切蛋糕

儀式、並有兩位會員得到25年獎杯，

又有抽獎以及文娛節目助興，晚會節

目豐富，氣氛歡愉，非常成功。

2020華埠春節大遊行誠招義工
隨著春天的腳步姍姍而來，2020庚子鼠年農曆新年就要到來了！農曆春節是全

世界華人共同慶祝的盛大節日，傳統文化、特色美食、風俗人情、傳奇故事都在這

裡匯集一堂，帶給人們最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綜合體驗。

趕快做好計畫來溫哥華華埠一起感受農曆新年的非凡魅力吧！1月25日、26日兩

天，這裡有充滿異域風情的中國民族歌舞、中國功夫表演，26日（週日）還有激動

人心的大遊行活動！

想要更加深度的體驗中國農曆新年的魅力嗎？希望結交更多不同族裔的朋友，

服務社區，了解多元文化並樂在其中嗎？加入我們的義工隊伍吧。

春節遊行義工 —— 2020年1月26日（週日）

申請通道：

http://bttr.im/qs1l5 

文化集市義工 —— 2020年1月25、26日（週六、週日）

申請通道：

http://bttr.im/c6fhl ◇

暨2020年委員會就職典禮及聖誕聯歡

共慶佳節 同享歡樂

列治文婦女會25週年慶典合影

圖文：Winnie 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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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年的道路是漫長艱辛的，是來得

不易的，全賴中僑互助會各界、各級

領導鼎力支持，和中僑列治文婦女會各

屆委員的無私奉獻，以及會員的積極參

與。

凡任何女士想了解更多中僑列治文

婦女會的活動，請前往加愛中心中僑

列治文服務中心（#220-7000 Minoru 

Boulevard，Richmond）查詢。

祝中僑列治文婦女會會務蒸蒸日

上，越辦越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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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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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於十二月

十九日，假座華埠富大海鮮酒家舉辦

「2019年聖誕聯歡會暨秋冬季會員生

日會」筵開二十三席。由聯會主席葉

承基主持，蒞臨嘉賓有中僑互助會贊

助人及創會主席葉吳美琪、中僑基金

會理事會主席許祖澤、中僑互助會及

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及中僑

互助會項目總監鄭麗珊、中僑基金會

高級經理李紹明、中僑列治文華人耆

英會會長白惠嫻及中僑三聯市耆英友

代表社廖錦。

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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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不少掌聲及唱彩聲，充滿熱鬧氣

氛，會上并為中僑基金會籌得約1400

加元善款。

聯歡大會之壓軸幸運大抽獎，獎

品豐富，皆大歡喜。◇

（上）中僑CEO周潘坤玲與

演職人員大合影

Staff Appreciation Party 李育嬌

（左）

來自不同分部的員工們

身穿節日盛裝熱情歌舞

(右)

參加活動的員工及家屬們

紛紛起舞，熱鬧歡快。

2019年12月6日，中僑互助會及中僑基金會

年度員工感謝派對在列治文一間酒店舉行，感

謝員工們一年來的辛勤工作，和對中僑機構文

化的熱情支持和傾力付出。

中僑各分部辦公室創作的糖果屋作品

中僑員工感謝派對，齊歡聚迎聖誕

表彰多年來勤力工作在一線的員工

當晚超過200名員工及家屬參加了晚宴活動，除了豐富的晚餐之

外，還組織了名為「SUCCESS Got Talent」（中僑有才藝達人）的

文藝表演，員工們紛紛展示才藝，表演節目多元豐富，非常精彩，

令觀眾目不暇接。現場掌聲和歡呼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

當晚還為多年在中僑工作的員工給與表

彰，同時還舉行了多次抽獎活動，以及展示各

個分支辦事處所做的薑餅人糖果房子，引得小

朋友駐足觀看，非常開心。◇

一眾嘉賓在聯歡會前獻唱國歌

嘉賓李淑英、葉承基、許祖澤、葉吳美琪、

曾祥文、餐前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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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INTERPRETATION SERVICE 

Healthcare Support for
Immigrant Seniors

Limited time offer until March 20, 2020
2020 3 20

 

 
 
 
 
 
 

FREE 

Eligibility: Seniors 55+, live in Richmond and Vancouver
                        and have English Language Barrier  
                       (Canadian PR/ Citizens only, proof of address is     
                        required)   

: 55
                          ( ) 
             

Registration/ Enquiries: / :
604-408-7274 Ext.  1382
(Mon-Fri, except holidays , )
At least 2 weeks advanced registration required 

2

S.U.C.C.E.S.S. 38 W. Pender St., Vancouver, BC
- 38

12月18日，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的聖誕慶祝活動溫馨上場。由安老院管

理團隊帶領屬下員工和義工們，一起為

院友們準備了豐富的文藝表演，同時為

12月生日的長者慶祝生日，共同籌辦了

這個溫馨美好的下午聚會。

活動現場座無虛席，大家都在聚精

會神的觀看工作人員帶來的歌舞表演。

「甜蜜蜜」、「夜上海」，一首首經典

老歌給大家帶來美好回憶，現場氛圍熱

鬧歡快。

工作人員還為過生日的院友準備了

生日蛋糕，大家分而食之，一同與壽星

們分享美好的寓意和祝願。◇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

是中僑互助會早於1989

年開始籌建護理安老

院，為耆英提供切合文

化背景的護理服務。

經過12年的努力，

護理安老院終，2001

年9月落成啟用，並於

2001年9月24日接收第

一位住客。

工作人員伴著經典老歌舞姿優美

李國賢安老院歡度聖誕節
溫馨喜樂聖誕節  聚會慶生歡樂多

護理安老院得

到李國賢先生的支

持，並命名為李國

賢 護 理 安 老 院 ，

由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一個不牟利的

機構負責運作，為

社區有需要的耆英

提 供 最 優 質 的 服

務。

壽星們坐在前排看表演

院友聚精會神觀看演出

現場氣氛熱鬧溫馨

安老院墻上的裝飾很有聖誕節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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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僑 基金會

2020中僑慈善獎券 現正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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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獎券每張售價$5，或十張一

本售價$50，並於2020年2月29日的中僑星輝夜進行抽獎儀式，

所有中獎號碼將刊登於3月15日的明報，中僑互助會各辦事處及

中僑基金會網頁www.successfoundation.ca。

今年的獎品非常豐富，最受矚目的頭獎是現金獎$10,000加

元，二獎是加拿大航空送出兩張經濟客位機票。三獎是Lugaro

送出Baume & Mercier Ladies Promesse名貴手錶；其他豐富獎

品包括按摩椅、太陽眼鏡、美食禮券、名貴首飾及時尚背包等

多項大獎，總值超過$26,147。善有善報，購買中僑慈善獎券幫

助他人，並把握中獎機會。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604-408-

7228。◇

  2020中僑慈善獎券 - 獎品清單
頭獎︰現金$10,000加元。

二獎︰加拿大航空送出來回溫哥華到任一加航飛往城市的

      經濟客位機票兩張，價值：$7,000加元。

三獎︰Lugaro送出Baume & Mercier Ladies Promesse

      名貴手錶，價值：$3,976加元。

四獎︰高登生活館送出按摩椅，價值：$2,988加元。

五獎︰大都會眼鏡送出Salvatore Ferragamo

      精美太陽眼鏡一副，價值：$548加元。

六獎︰Kiku Sushi高級日本料理送出美食禮券， 

          價值：$500加元。

七獎︰Garfield Production送出Michael Hill

      名貴純銀耳環，價值：$499加元。

八獎︰幸運海鮮酒樓送出晚市美食禮券，價值：$400加元。

九獎︰Kelly Chan送出保時捷Motorsport背包一個

      價值：$236加元。

獎品總值︰$26,147加元。

助人為快樂之本，敬請大家多多支持。

眾位中僑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

為中僑慈善獎券進行抽獎儀式

中僑基金會將於202 0年2月29日星

期六晚上，假溫哥華市中心The  Westin 
Bayshore酒店舉行中僑星輝夜。這是溫哥華

其中一個最受矚目的社區盛事，每年都有多

位社區團體、政界代表、贊助商及善長等盛

裝出席，用行動支持中僑。

2020年中僑星輝夜的籌款目標是五

十萬九千元，所籌得的善款，將用於幫

助中僑繼續和維持為大溫社區提供不少

增值項目及社會服務，您的支持能讓更

多移民、長者、家庭、青少年和婦女受

惠。中僑星輝夜除了有VIP酒會、無聲及

現場拍賣和晚宴外，當天晚上將帶來更

多豐富精彩的節目，敬請期待。

中僑星輝夜晚宴票價為$868、$568

、$368及$268，每張可獲$130退稅額，

歡迎致電中僑基金會查詢及購買,電

話：604-408-7228,或瀏覽網址www.suc-

cessfoundation.ca。晚宴門票數量有

限，請速購票。◇

在2019年12月3日的Giving 

Tuesday，我們共籌得$6,225，

較所定下的目標的$4,500超出

30%！

中僑基金會在此感謝所有捐

贈者的支持，特別是中僑互助會

及中僑基金會一眾理事的慷慨捐

款。特別感謝同事們及義工們的

恊助，幫忙拍攝一段捐款短片，

給引了不少觀眾收看。Giving 

Tuesday的捐款短片及籌款結果

已在中僑基金會的臉書上發佈 

-https://www.facebook.com/

SUCCESSFDN/。請大家繼續留意

中僑基金會最新消息。

您仍然可以成為這運動的一

份子！繼續捐贈善款到中僑基金

會www.successfoundation.ca 

或參加義工服務。如有興趣參與

義工服務可聯絡中僑義工團隊

604-408-7260或電郵volunteer@

success.bc.ca，亦可上網到

http://Bit.ly/successvolun-

teer登記。◇

慈善星期二
中僑共籌得善款

$6,225

2020 
中僑星輝夜 望眾參與惠澤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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