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ands-trustee.com
778-735-0495

kto@sands-trustee.com

可減80%債務

債務重組
個人破產
公司清盤

杜偉芬
Kimberly To
CIRP, LIT, CPA,CGA
    政府認可持牌
   信托師

                 另領有註冊會計師牌照

專業服務
直接辦理

         免費保密諮詢

備有加拿大破產局執業資格
歡迎國粵英語免費初步諮詢

                                       在卑詩省擁有16個辦事處為您服務

列治文辦事處:
#926-6081 No. 3 Road

(麒麟酒家樓上)
近加拿大線天車站

778-735-0495

‧債務重組

 (可避免破產及可減去八成債務）

‧個人破產

 (最快可在９個月後解除破產)

松鶴天地413期

中僑新天地61期

2020年

2月

文︰李育嬌  

子鼠迎春 繼往開來

Published  by  S.U.C.C.E.S.S.•FEB•2020www.success.bc.ca/evergreen

與中僑互助會同行     P.04

馬洛卡島的世外桃源   P.12

簡談退休資產規畫     P.22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   P.37

春節 報慶 雙喜來

《松鶴天地》是大溫地區第一份中文免費刊物，易名《中僑新天地》至今亦已踏入第6年，出版超過410期，感謝各

界的支持，得以維持出版至今，從未缺刊。本月為35週年報慶，適值為庚子鼠年春節，可謂雙喜臨門，故報慶以「春

節」為專題，祝願讀者鼠年風調雨順、闔家歡樂、身體健康。

春節專題………… P1-4
松鶴之友………… P5
新趣……………… P8
 生活情趣……………P9

食在四方…………P12 
飲食廣場…………P13
旅遊記聞………P16-19
投資理財…………P22
新松………………P24
新天………………P25

 新地………………P26
月讀/詩林……… P27
溫故/新風……… P28
 活出健康…………P29
健而康……………P30
醫學漫談…………P31

醫學新知…………P32
 歌影劇場…………P35
 幼吾幼……………P36
 中僑通訊…………P37
 中僑護理服務…P40-41
 中僑基金會………P42

《中僑新天地》35週年特刊

增加版面及內容，部分版面調整

如下，敬希讀者留意︰

目  錄

中國農曆新年（Spring Festival）

可以説是中華文化中最隆重的一個節日

了。自古以來人們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時

間段團圓歡聚，走親訪友，祭拜祖先，

是東方文化中以「家」為核心的生活習

俗集中展現。同時，春節期間琳瑯滿目

的鮮艷裝飾，奇巧美味的傳統糕點，寓

意豐富的敬語和習俗，以及熱情洋溢的

歡樂氣氛，無不讓人不由自主的被這種

「年味」所吸引，沉浸在充滿東方風情

的節日氣氛之中。

伴隨著華人的腳步走遍天下，過春

節的習俗也從中華大地，風靡世界各

地，以各大城市的唐人街開始，衍生出

許多豐富熱鬧的慶祝活動。它既是向世

界展示中華文化的一個絢麗窗口，同時

也是扎根在異國他鄉的華裔同胞們鄉愁

的慰藉。

如今加拿大全國華裔人數已接近

200萬之多，超過人口比例5%。在大溫

地區，華裔人口也是少數族裔中人口最

多的族群，約佔總人口的20%左右。隨

著人口規模的不斷增大，文化影響力也

是日漸顯著。慶祝春節，也不僅限於唐

人街，而是多元文化社會中豐富多彩的

城中盛事之一。而春節所代表的家人團

聚，重視親友，互助和諧，禮讓包容與

加拿大和諧多元的精神相輔相成。

每年冬春之交，加拿大從西到東，

溫哥華、卡加利、愛民頓到東部的多倫

多、滿地可，華裔社團就陸續開始歡慶

春節，舞龍舞獅、武術雜技、歌舞以及

廟會式的展覽、狂歡式的遊行等等，為

當地社區增添了一道道亮麗的風景，讓

初代移民的思鄉念舊之情得到慰藉，也

讓出生在加拿大本土的二代、三代們提

供了一個了解祖輩故土的體驗機會，

同時也給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氣氛錦上添

花。

值得一提的是，大中華區地域廣

大，雖然都是中國春節，卻也天南地北

千差萬別。例如北方習俗過年吃餃子，

形狀似元寶，象徴新年招財進寶，家道

興旺；而南方習慣吃年糕、湯圓，取義

「團團圓圓」……

各種習俗既與南北方自然地理條件

相關（例如北方盛產小麥，所以多喜麵

食，而南方多種水稻，因而多以稻米類

作為主食），也由於歷史文化原因而各

有特色，這些差異和多樣性都豐豐富富

的展現在慶祝新年的活動之中，正所謂

百花爭艷，和而不同。◇

子鼠迎春，繼往開來



问報 慶 專 題

今年溫哥華「華埠春節大遊

行」進入第47屆，於1月26日(星期

日)年初一上午11時舉行。如同往

年，「華埠春節大遊行」是溫哥華

中華會館、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

心、溫哥華華埠商會、中僑互助

會、雲埠洪門機構及加拿大鐵城崇

義總會聯合舉辦的「溫哥華華埠春

節慶會」重頭活動之一。

今年華埠春節大遊行有70多支

隊伍，主辦單位估計參加遊行人數

約4,000人，包括加拿大三級政府和

軍方警方代表；中國和各國總領事

等眾多政要；以及僑團、童子軍、

樂隊、醒獅團、金龍團、文化藝術

舞蹈團等隊伍參加，也有加軍後備

軍的銀樂隊和步操表演。此外，參

加活動還有不同族裔的人士，他們

都會穿上傳統民族服裝與市民共賀

新春。

「春節大遊行」路線在華埠千

禧門出發，沿片打東街(E. Pend-

er St.)、哥雅街 (Gore Ave.)、

奇花街(Keefer St.)至卡路街(Car-

rall St.)結束，在近3個小時的遊

行，吸引了途人沿路觀賞。

當日除大遊行外，華埠大溫哥

華中華文化中心、國際村商場的賀

歲迎春綜藝慶祝活動亦十分精彩。

傳統文化、特色美食、風俗人情、

傳奇故事都在這裡匯聚一堂，展現

了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

「溫哥華華埠春節慶會」已經

成為溫哥華家喻戶曉的盛會，得到

加拿大三級政府的支持和肯定，列

為溫哥華主要多元文化慶會之一。 

中國文化部也給溫哥華華埠春節大

遊行授予「歡樂春節」海外中華文

化慶會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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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大遊行

溫哥華華埠春節大遊行今年進入第47個年頭。

舞龍舞獅、派利市……濃濃的年味，讓每個華裔感

受到過年的溫暖及氣氛。春節遊行從最初只有4支隊

伍，到如今每年70支隊伍，可說是由小到大。

1972年，一批華裔人士籌組大溫哥華中華文化

中心，獲得時任省長巴雷特 (Dave Barrett) 大力支

持。文化中心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籌辦1973年

的中秋活動，當夜舉行了舞火龍，吸引近千華人觀

看。這次中秋活動，也為華埠春節遊行做熱身。

有了中秋節活動的經驗，1974年，大溫哥華中

華文化中心舉行第一次唐人街春節遊行。當年的遊

行隊伍號稱是「四獅一龍」，即洪門出一條龍，黃

氏宗親會、洪門、鐵城崇義體育會，李氏體育會各

出一隻獅，一共四支隊伍。儘管隊伍不多，但當時

唐人街是華裔的活動中心，加上除了遊行，還有花

市，年味十足，是唐人街的罕見盛事，熱鬧非常。

1978年10月溫哥華中華會館回歸全僑後，翌年

即與中華文化中心一起舉辦華埠春節遊行；1983

年，遊行開始由溫哥華中華會館主辦，中華文化中

心參與合辦。數年之後，由溫哥華中華會館、中華

文化中心、溫哥華華埠商會、中僑互助會、雲埠洪

門機構及加拿大鐵城崇義總會聯合舉辦至今。

遊行路線，最初只有片打東街一條街，從現在

的千禧門所在地點出發，到歌雅街就原路折返。到

了1986年，遊行隊伍增加到10支，短短的一條街，

前面到頭了，後面還沒出發，如何折返？主辦單位

於是向市府申請開放奇化街給遊行隊伍，之後遊行

路線就此定下來，而參加遊行的隊伍也愈來愈多，

活動也受到三級政府重視。◇

歷史話你知

「一元覆始，萬象更新。」

公歷2020年為閏年，2月有29天，全

年共有366天；而即將到來的農歷鼠年也

是閏年，有個「閏四月」，全年共有384

天。

兩個閏年一旦重合，就是雙閏年。公

歷中有閏日，也就是2月有29天的年；農

歷中有閏月，即1年有13個月的年即成為

閏年。通常情況下，每4年會出現一次公

歷閏年，每19年會有7次農歷閏年。

2020年春節是公歷1月25日，而2021

年春節是公歷2月12日。已經過去的農歷

豬年共354天，而剛剛到來的農歷鼠年全

年384天，與之相比多出將近一個月！

根據資料，出現陽歷閏年，是因為

地球繞日運行周期為365天5小時48分46

秒即一回歸年，陽歷的正常年份只有365

日，比回歸年短約0.2422日，每四年累

積約一天，因此就把這一天加於2月末(

即2月29日)，使當年天數變為366日，這

一年就為閏年。按照正常規律，被4整除

的年份一般為閏年。

出現農歷閏年，農歷一個朔望月大

約是29.5天，農歷一般以12個月為一

年，共有354天或355天；而一個回歸年

約是365.25天，比一般的農歷年多11天

左右。為了解決兩者的矛盾，古人采用

設置閏月的方法。現行農歷置閏方法是

「十九年七閏」，每隔2年到3年，就必

須增加1個月，增加的這個月叫閏月。因

而，農歷的閏年就有了13個月。◇

華埠春節大遊行

傳統民俗知多少 庚子鼠年多出一個月？

盡展中華文化風采

傳統習俗，從臘月二十三小年開

始，各家各戶都進入過年的準備期。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年肉；

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面發；二十

九蒸饅頭……那些年俗，

妳還知道多少？

臘月二十三，俗稱 

「小年」，傳說這日是 

「竈王爺上天」之日。

臘月二十四，撣塵掃

房子，這日是約定俗成的

掃除日。

臘月二十五，推磨做

豆腐。傳說玉帝會下界查訪，吃豆腐

渣以表示清苦。

臘月二十六，殺豬割年肉，人們

只在壹年壹度的年節中才能吃到肉。

臘月二十七，宰年雞、趕大集，

春節所需物品都在置辦之中。

臘月二十八，打糕蒸饃貼花花。

古人以桃木為辟邪之木，後來被紅紙代

替。

臘月二十九，上墳請祖上大供。對

於祖先的崇拜，在我國由來已久。

大年三十， 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

天。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

風。

大年初一，金雞報曉。晚

輩給長輩拜年，長輩給壓歲

錢，壓住邪祟。

大年初二，金吠報春。親

眷人家去拜年，東家留吃飯、

西家排酒筵。

大年初三，肥豬拱門。女

婿看望老丈人、媳婦回娘家，禮物帶雙

數。

大年初四，三羊開泰。竈王爺要查

戶口，恭迎竈神回民間。

大年初五，艮牛耕春。五路接財

神，東西南北中，財富五路通。

(下轉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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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代人對鼠的感情，會奇怪為

什麽鼠能入十二生肖，還是排第一，而

貓上不了榜？

據說，在很早很早以前，生肖這件

事歸四大天王掌管，當年執事的天王姓

什麽，那年出生的人就屬什麽。後來，

四大天王回歸天宮鎮守南天門後，玉皇

大帝就決定挑十二動物代表人間生肖，

並賜封為神，為體現公平原則，玉帝下

令，在規定的日子，人間的動物都可以

到天宮應選，並且以動物們趕到天宮的

先後作為排名次的順序，只取最先趕到

的前十二名。

那時鼠和貓是一對好朋友，他們約

定一同到天宮去爭取當生肖，並約定到

時老鼠來叫貓一同出發。可是，機靈的

小老鼠想，人間的許多動物都比自己漂

亮，並且還對人類有用，比如，貓念

經、兔拜月、狗守屋、龍蛇治水、猴鎮

山、牛馬耕田、豬羊供人食用，自己應

當想個法子才能爭取到屬相。於是，在

規定到天宮的那天一早，小老鼠悄悄地

起來，也沒去叫貓，自個兒偷偷跳上老

牛的角中藏起來，韌性最好、最勤奮的

牛帶自己上天宮去，老牛果然第一個趕

到天宮大門。天亮了，四大天王剛打開

大宮門，牛還沒有來得及擡蹄，小老鼠

從牛角中一躍而下，直奔天宮大殿。盡

管玉帝不願意封這個小小的老鼠為生

肖。可是群王口中無戲言，自己定下的

規定不能更改，玉帝也只好宣布鼠為生

肖之首。

貓在家等了半天，不見鼠的影子，

只好自己趕去天宮，由於等待老鼠耽誤

了時間，等貓趕到天宮時，十二生肖的

名額都已排滿，沒有貓的份兒了。從

此，貓恨透了老鼠，一見到就撲去咬，

以泄心中這憤，而老鼠呢，也覺得有些

對不起貓朋友，見到貓就逃。直到今天

貓和老鼠的還是死對頭，人們也覺得老

鼠的這生肖之首來得不怎麽光明正大，

也對老鼠失去了好感，其他動物也疏遠

了它。

十二生肖反映的是遠古先人的生

活，並不反映現代人的生活。先人看見

老鼠身手敏捷，眼睛骨碌碌地轉，非常

崇拜。有鄉俗仍認為肖鼠之人聰明，就

是這一古老仿生學的遺跡——壁畫中的

鼠以子神面目出現，扮演著辟邪、納

吉、引魂的角色。

老鼠的靈性還不止於聰明，它能「

咬天開」，引導人升入極樂世界，本事

真是了得！這是有考古學根據的——

1979年至1981年，在發掘山西太原北

齊武平元年（570年）東安郡王婁睿墓

時，發現在墓堂頂部與上中欄處繪有星

圖、十二生肖、雷公、電母等壁畫。其

中十二生肖圖為首見。它位於墓室上欄

一周，按正北為鼠，正東為兔順序排

列，高1米，長4.3米，僅殘留鼠、牛、

虎、兔。墓中的壁畫以祥瑞與天象為內

容，用於厭勝、驅邪，並引導墓主人靈

魂升天。壁畫中的鼠是以子神的面目出

現的，同樣扮演著辟邪、納吉、引魂的

角色。這種老鼠老大的哲學，實在讓現

代人感到陌生，卻是古人心靈史的一部

分。

鼠為十二生肖之首，與十二地支相

配，故稱子鼠。民間有敬奉子神的習

俗，難道人人喊打的「老鼠」還有什麽

可敬的嗎？當然，老鼠繁殖力強，古人

祈求生命繁衍、子孫興旺，於是，便產

生敬奉子鼠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觀。

記得有童謠如是唱：「小老鼠，上

燈臺，偷油吃，下不來……」的兒歌。

民間婚俗中有貼《老鼠上燈臺》、《老

鼠偷油》等生命題材的窗花，蘊涵了一

種古老的生殖崇拜觀，傳達著祈子多福

的情感，因為新人婚後的第一願望就是

生子，祈子的願望自然會寄托在繁殖力

強盛的老鼠身上。

而家喻戶曉的《老鼠嫁女》故事則

表現了人鼠關係的無奈和幽默，甚至在

江漢平原還有「老鼠嫁女節」，時間是

正月二十五，當晚，家家戶戶不點燈，

靜坐床頭，摸著黑吃一種叫老鼠瓜瓜的

麵食，給老鼠嫁女提供方便，以免得罪

了鼠族，一年消停不了。可笑的是，人

們送鼠女出嫁竟嫁給了老貓，折射出一

定的厭鼠情緒，卻通過以禮相送的形式

「送瘟神」，顯示國人化害為吉的美好

願望。◇

「鼠老弟」的好運氣
迎新納福 鼠年話鼠 

文︰李育嬌

大年初六，馬到成功。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大年初七，人壽年豐。攤煎餅吃七寶羹，安頓身心，休養生息。

大年初八，放生祈福。眾星下界之日，制小燈燃而祭之，壹寸光陰壹寸金。

大年初九，玉皇天誕。是主宰宇宙最高的神，人們都會舉行祭典以表慶賀。

大年初十，祭石感恩。有天還有地，人畜房屋都依地；米麥百谷都生地。

正月十一，祭奉紫姑。深受壓迫的女性，把她奉為弱女子的保護神。

正月十二，搭建燈棚。元宵節將近，開始做元宵賞燈的準備工作。

正月十三，竈下點燈。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

正月十四，臨水娘娘誕辰，又稱「順天聖母」。是拯救難產婦女的神仙。

正月十五，夜照田蠶(神)。觀顏色判斷壹年的豐歉，後演化為元宵節觀燈。◇

報慶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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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僑互助會同行

歡迎參加中僑義工活動

愛心連接世界，義舉溫暖社區

40年多來，中僑全賴義工及會員長期支持，令服務

不斷擴展。每年有800多名新義工加入義工大家庭，為

中僑及社區提供超過10,000人次的義工服務，及支援

100多個小組活動。

中僑為社區提供的義工服務，有超過150間機構，

例如：為加拿大海關及稅務局、各市學校局、溫哥華綜

合醫院、卑詩省兒童及婦科醫院、卑詩防癌協會、社區

送餐服務等提供義工服務，範疇包括辦公室助理，策

畫、組織及推行社區服務，傳譯等。同時，這些義務工

作不僅提高主流社會對華人生活、文化及需求的瞭解，

也為移民提供了參與社區的機會、更獲得本地認可的工

作經驗及擴闊生活圈子。

與此同時，中僑一直加強義工培訓及不同語言義工

的發展，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義工之間的交流合作，拓

展中僑會員的優惠計畫，也是義工服務之一。

一個和諧溫暖的社會環境，離不開每一個人的支持

與奉獻。人與人之間的熱情關懷，無私奉獻，是連接個

人和社區，團體和社會最溫暖和有效的潤滑劑。不論是

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每個人小小的舉手之勞，合

在一起就能夠改變整個社會的運作氣氛，也給我們的下

一代創造一個更和睦健康的社會環境。

加拿大歷來就有著良好的義工文化傳統，在這裡，

每年有逾千萬人在學習和工作之餘，拿出時間、專業知

識從事義工，貢獻社會。每年4月第三週是加拿大的「

國家義工週」(National Volunteer Week)，今年是在

4月19日至25日，藉以弘揚義工精神，嘉許義工群體。

不論從哪裡來，屬於哪一個族群，年紀長幼，積極

投身義工活動，可以從多方面給社會、社區和自己帶來

積極意義：

·服務社區，幫助他人：在醫院、學校、圖書館、

安老院等機構，義工們向需要幫助的人們伸出援手，讓

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發揮所長，積累經驗：作為新移民，在求職時往

往面對缺乏本地工作經驗的窘境，如果做一份能夠發

揮專業所長的義工工作，不僅可以幫助他人，還能為

自己積累工作經驗。

·廣交朋友，擴展人脈：做義工也是結識新朋友、

拓展社交圈的好機會，其間有機會結識來自不同地

此外中僑本身也需要大量義工，其中

包括中僑心理熱線、中僑護理服務協會、

前台助理、《中僑新天地》，以及舉行各

項活動期間，例如中僑百萬行、報稅服務

等。

對於義工的基本要求，通常是年滿19

歲或以上、具中等或以上英語能力、流利

粵語或國語，懂其他方言及其他國家語言

更佳，無犯罪紀錄。

在個別項目上也有特別要求，例如，

中僑心理熱線就需要有意當義工者，願意

接受40小時付費專業心理熱線訓練，一

年內每星期當值4小時等。有興趣者請電 

604-270-8611查詢。

《中僑新天地》是中僑出版的非牟利的免費社區月

刊，除了需要各方善長的資助外，在實際的運作上(包

括寫作、採訪、校對、美工、發行、廣告等)，亦需要

大量熱心義工幫忙。義工們的每一分力，能夠讓這份屬

於大家的刊物添一分色彩。

有興趣者，歡迎親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

室或致電604-408-7269。

此外，中僑的各項服務及活動，例如免費報稅、華

埠春節大巡遊、中僑百萬行等，同樣需要大量義工協

助，有意者請電604-408-7274內線1082或1086。

有關義工機會請至以下網站查詢︰

http://successmember.weebly.com/volunteer-

ing.html◇

分享關愛 ·傳達希望

合唱團排練，豐富長者朋友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僑義工答謝會，義工朋友們歡聚一堂。

域、文化和背景的朋友，多元化的社交網絡，

除了生活質素更豐盛，同時帶來更多機會。

·發展興趣愛好：無論你愛好電影、體

育、音樂、藝術，都能找到與興趣相關的義工

機會。

·對於留學生和新移民學生群體來說，做

義工在融入社會、了解當地文化以及提高語言

能力方面，是極有幫助。

·若是本地中學生，做義工對將來升讀大

學或將來就業同樣非常重要。

儘管很多大學招收學生仍以學業成績為

主，但義工工作也非常重要，在招收學生時，

更非常看重學生的義工經歷。雖然一般以40

    文圖︰中僑新天地編輯部

中僑義工答謝活動，感謝廣大義工與
中僑一同服務社區、奉獻社會。

小時的義工工作為基本，但若能夠完成基本要求，且

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任務，而是在這一個過程中歷練技

能，發展經驗，並拓展了眼界和對世界的認識，自然

更是受益匪淺。◇

支持和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積極就業。

幫助新移民學習語言，順利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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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鶴之友與美亞旅遊合辦的旅行團大受會員歡迎

28週年會慶聚餐

松鶴之友2019 多姿多彩

2020年2月     5

講座 旅遊 聚餐 藝術展
  李成彬

左起：講者Jessica Lo律師、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

     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講者Eric Yeung

中僑松鶴之友會在2019年安排了多

元化的活動，在豐富會員及支持者活動

的同時，為《中僑新天地》籌募更多運

作經費。

去年本會組織了一系列的興趣班包

括健康排舞、卡拉OK歌藝、中國水墨花

鳥畫、中國剪紙、手工藝等。講座針對

性舉行、主要圍繞身心健康及關心下一

代的題材，如「家族資產傳承」研討會

開了多埸，大受會員歡迎。

松鶴之友會28週年會慶聯歡聚餐，定於4月23日(星期四)中午在溫哥華珠城大

酒樓(地址︰喜士定東街1132號)舉行。聯歡節目內容豐富，包括精美午餐、歌舞表

演、慈善義賣及幸運抽獎等。

購票請至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查詢電話︰604-408-

7274內線1054。◇

餐券現已發售

中僑松鶴之友會定
於3月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半，在溫哥華中僑
社會服務中心舉行會員
大會，選舉新一屆執委
會。歡迎所有會員攜同
會員證出席，共商會務
及參加選舉。◇

「中僑松鶴之友會」希望大使陸玉荷女士發起及推動，籌備經費給中僑護理服

務協會。最終籌得10,000元購買一台天花板升降機給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我們

會繼續盡绵力為動不便的老人家籌款加添設備，送給有需要的老人家一份關懷。

一如過往，我們會繼續組織松鶴之友隊伍參加中僑百萬行，為中僑基金會及中

僑新天地籌款。

3月5日會員大會
選舉新屆執委會

剛過去的12月份，我們成功舉行的

第八屆「藝彩新輝名家綜藝展」，得到

「中僑松鶴之友會」希望大使葉榕湋先

生、多位本地藝術家及一位善長黙默的

支持，成績美滿。

今年本會將會组織不同的講座及多

元化的興趣班包括飲食衛生初级証書課

程。旅遊方面，我們繼續與「美亞假

期」合作舉辦活動，希望能帶給會員身

心愉快的一天。今年第一團暫定5月舉

行，報名辦法，請留意稍後在《中僑新

天地》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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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0元者可獲慈善退稅收

據。同時歡迎加入「松鶴之友」，以會費贊助本刊。

捐款支票、入會表格及會費，請郵寄至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  Pender  St.  Van.  B.C.  V6B  1R6)，抬頭 S.U.C.C.E.S.S. 。

二星會員

（贊助會費25元）

文少芳 、簡國明、 蔣國暉

980元：陸玉荷
80元︰劉國藩先生夫人
50元：Louise Yim 、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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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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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鶴之友籌款活動，善舉暖人心

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頌發大獎給幸運兒

松 鶴 之 友



ALARM  MONITORING
  防盜監控

SMART  HOME
智能家居系統

CCTV
  閉路電視

VIRTUAL GUARD
 線上保安員

STRUCTURED WIRING
綜合佈線

ACCESS CONTROL
門禁系統

APC SECURITY       亞洲防盜系統

服務大溫超過二十年,榮獲(BBB)A+優質商譽評級

自設二十四小時ULC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持牌專業技師安裝商舖,辨公室及家居保安糸統

服務全面(閉路電視,防盜監控,門禁及智能家居糸統)

多功能數碼遙控錄影糸統(電腦或手機即時監控)

一站式服務(設計,安裝,監控,維修)

         web : www.apcsecuritygroup.com                       Phone: 604-273-0133

服務大溫自設二十四小時ULC 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Please call for free consultation 604-288-0587     免費估價熱線

BBB accredited company (A+) serving Vancouver since 1990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Licensed technician for home and commercial system installation

Full services (Alarm, CCTV, Access Control & Smart Home)

DVR/NVR system (smart phone & desktop 24/7 access)

One-stop service (design, install , monitor & service)

新駁台,轉台客戶優惠
NEW ALARM SUBSCRIBER SPECIAL

NEW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APC Alarm Corp.

亞 洲 保 安 台

APC Security   #2028—8700 McKim Way, Admiralty Centre, Richmond, BC V6X 4A5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年誌慶

葉承基、葉吳美琪                 
               敬賀

一紙風行

  家喻戶曉
三
十

週
年
誌
慶

五

三十五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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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松鶴之友排舞班

導師：鄧玉葉 

李芸菁、李秀珍、李玉珍、陸美玲、

馬菊、George Mui、Isabel Mui、

施美蘭、Mary Tung、王素貞、黃玉清、

黃小慧、翟美珍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報慶 

松鶴之友卡拉OK歌藝班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班同學 

導師：黃慧韻 (Vivien Wong) 

Lucia Chan 
Angie Au Yeung 
Jenny Cheung 
Raymond Lai 
Katherine Ko 
Elsa Wong 
Christine Ng 
Peter Chow
Miranda Chow  
Raymond Liu 
Wendy Ip 

Koby Mak 
Bertha Ho 
Violet Tsang 
Alison Ng 
Angela Ip 
Hilda Chan 
Diana Leung 
Wendy Lau
Fanny Chan
Stephen Yuen
Julie Yuen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過百義工參與《中僑新天地》每一期的採訪、撰
稿、編輯、校對、廣告及發行工作，可敬義工們
作出的貢獻令人欽佩。

義工們的努力，使廣大讀者每月都得到一份豐富
的精神糧食。

歐陽亦芃夫婦致敬

三十五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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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圖︰陳曰

新  趣

阿婆廟

在英美加等地的唐人街，觸目的或是牌坊，

在東南亞的唐人街，較起眼的則是廟。

筆者最近到越南，同行一位朋友曾僑居西

貢。重遊故地，欣然見當年唸小學的崇正學校依

然健在，旁邊正是關公廟。由於近年重修，神像

金澄澄，與他小時的印象相差甚遠。倒是附近的

阿婆廟，多處被煙燻黑的情況沒變，令他重拾童

年回憶。

所謂阿婆，原來是天后，香港人都不會陌

生。這位真有其人的林默娘，生於漳州莆田漁

家，因曾行神跡保佑父兄村民免受海難，在宋朝

已受膜拜。後來忽必烈封她為天妃，康熙皇帝更

封她為天后，想不到越南華僑竟暱稱她為阿婆，

可能是更感親切吧！林姑娘原是黃花閨女，28歲

筆者最喜歡這位盤坐的奏樂美女

特

別

顯

得

苗

條

。
就離開人世。卻能千多年來，為各地唐人提

供精神力量，極為難得！

阿婆廟原是穗城會館，初建於乾隆年

間，曾多次重修，如今香火仍盛，亦是著名

旅遊點，導遊會特別指出屋簷上的精美石灣

陶塑瓦脊和灰塑，環繞全廟，栩栩如生，除

了神話故事、戲曲人物，居然還有唐詩！◇

煙火繚繞的古廟內，有多幅工整的對聯。

陪伴天后左右的，有兩位女性：

龍母娘娘和金花娘娘。

戲曲故事難考究，二龍爭珠與八仙一看就認得。

人物的髮飾、裝扮、造型，都十分精緻、耐看。

門楣木雕做工精細，惟妙惟肖。

巨

香

爐

邊

的

越

南

美

女

，

古

廟

門

庭

，

其

實

並

不

大

。

此

處

刻

著

李

白

著

名

詩

作

：

朝

辭

白

帝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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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桂是黃楊科野扇花屬植物，產于中國的中西部云南、湖北的西部。四川、貴州

亦 有分布。

清香桂灌木每年自根部長出新株。小枝綠色，單葉互生，深

綠 光亮，革質，全緣。花白色芳香，腋生短總狀花序，下部為雌

花，上部為雄花,或全為雌花，稀全為雄花。果近球形，熟時狸紅

色 至黑色。花期春天，果至冬天。清香桂是觀賞价值极高的中國特

有 种。因其生態特性

适應強，耐陰粗放管理型灌木，是城市

綠化，美化環境，家居觀賞，園林配置 

的新寵儿。名符其名清香悅目，現在溫

哥華的庭院己

廣泛栽植。

「 廣 西 八

桂」 ,有說廣

西 特 產 的 八

种桂花，清香

飄逸，沁人心

肺。被譽為廣

西精神，鼓舞

人心。

清 香 桂 具

有重要的藥用

价值，根及果實入藥。春秋採根，夏秋

採果。曬干或鮮用。民間稱其根是「胃

友」，用于 理气止痛、急、 慢性胃

炎、胃潰瘍。果實有補血養肝的效用，

可用于頭暈、心悸、視力減退。由于不

同种類在不同的气候地質，其質量不

同。經過現代化梳理篩選，從提取分离化合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有詩贊曰：「枝葉常綠清香桂，花序上下分雄雌。清香悅目庭院中，溫市園林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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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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Primal Instin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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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的生理病詳解

作者︰Conan Chee 

蠟瓣花

光圈 : F6.3

快門 : 1/1000s

感光度 : 1000

(培英園藝社導師)

蠟瓣花為金縷梅科蠟瓣花屬，分佈

於中國長江流域各省區。喜光、耐陰、

也耐寒，好溫暖濕潤環境。春日先花後

葉，花為總狀

花序，累累下

垂。光澤如蜜

蠟，色蠟黃而

具芳香。枝葉

繁茂，清麗宜

人。花期3-4

月，果期9-10

月。通常不用

修剪，如有必

要，在春天花

謝後進行修剪

是最佳時期。

「pauciflora」英文意思是 

「a paucify of flowers」(花很少的)

，中文直譯的意思會令人誤解。其本意

是指形成一串的花瓣數不多(通常3-5瓣)，

其實蠟瓣花朵如滿天星斗。在日本，它被

稱為「hyugamizuki」象閃閃明星在夜空。

蜡瓣花與紫荊

和連翹同是春日開

花，如能混植在庭

院里更好襯托共顯

春色。但蠟瓣花弱

點是枝條脆弱，承

受不起風雪侵犯，

因此選地時要避風

雪。蠟瓣花喜歡生

長在半陰或蔭涼地

方，也可作盆景栽

種。

蜡瓣花、根、皮、葉均可入藥：「治

惡寒發熱，嘔逆心跳，煩亂昏迷。」

(任何治療要就診醫師指示。)

葉尖或邊緣枯黃

• 淋水過多或排水不

良，缺水，肥料太多或不

足，乾風，冷風，陽光不

足或太強；

• 如果葉邊緣綠色，

只是葉尖枯黃，原因是乾

燥或碰傷。

葉上有斑點或斑塊

• 脆及棕色—缺水；

• 柔軟及棕黑色—淋水太

多；

• 白或稻黃色—用冷水淋，

感染害蟲或病菌，淋水落葉面，

空氣污染引起，陽光直射葉面；

• 潮濕及有水泡—葉斑病。

上部葉硬及黃色

• 堆肥中鈣質太多或用硬水淋植物。

葉陰暗及無生氣

• 光照太強感染紅蜘蛛，被灰塵覆蓋。

葉捲曲以及落葉

• 寒冷，淋水過多。

葉凋謝

• 泥土乾硬或淋水太頻密；

• 強光，乾風，太熱，盆中

根太多，害蟲侵食。突然落葉—常見於木本植

物，葉片未經凋謝或變黃而大幅

落葉

• 日夜溫差太大，日照突然

增強，遇冷風，根枯死。

新種植物落葉

• 換盆，新買植物環境

改變，植物由室內移放室外，

或室外移放室內，太多搖動，

或空氣不流通，悶熱。葉變黃及落葉—植物下端的

葉變黃及落葉乃正常現象，但突

然大幅變黃及落葉

• 淋水太多或冷風。

下部葉乾枯及落葉

• 光照不足，濕度太高

或缺水。◇

生長緩慢或不健全

• 在冬天多數植物有此現

象，故無需理會。

葉細小，灰白，徒長

• 多在冬天出現，

因植株太暖而盆土太濕，

妨礙吸收陽光，如在生長

季節發生，因光照不足，

肥料不足。

陶土盆上長青苔

• 盆土太潮濕，

排水不良。

葉上有洞或撕裂

• 人或寵物損傷，昆蟲蛀

食或太靠近墻邊，互相碰撞。

莖及葉腐爛

• 生長條件不合引致

病菌感染；

• 冬天時淋水過多，

晚間葉面殘留水分。

花迅速凋謝

• 水分不足，風

乾，光照不足，太熱及

空氣污染。

雜色葉轉為全綠

色，例如：斑葉芊、

灑金榕、洋紫蘇等

• 光照不足，

把盆栽移至窗邊。

不長花

• 陽光不足，濕度太

高，日照長短（光週期）不

合，缺磷、鉀肥，開花期換

盆。

花芽脫落

• 有時落葉亦會引至

落蕾，落花；

• 乾燥、缺水、光照

不足、太冷、太熱、施肥

太多、換盆。

陶土盆上有白色積塊

• 肥料太多積聚盆邊

或用硬水淋植株。



《中橋新天地》 三十五週年誌慶
家電、家居、酒樓用品,批發零售

廚 樂 坊 家 品 企 業
Cuisine Talent Housewares & Kitchen Appliances

Crystal Mall (麗晶廣場):           (604) 438-3999 Unit 1203&1315, 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2A9
Henderson Place (恆基分店):  (604) 468-3993 Unit 1088, 1163 Pinetree Way, Coquitlam BC, V3B8A9
Head Office (總公司):               (604) 270-2086, (604) 304-2081 Toll free: 1-866-268-0888

Unit125-130, 2691 Simpson Road, Richmond BC, V6X2R2
www.cuisinetalent.ca

www.chulefang.ca

公司資產轉移 | 遺產信託策劃 | 退休稅收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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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604-273-0388           網址: www.plantax.ca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自強不息   

   精益求精

     東一街牙醫診所  

       許振亞牙醫 

                                         敬賀

三 十 五 週 年 報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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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薪火相傳

同敬賀

2019-2020 中僑理事會 2019-2021 中僑基金會

主席： 楊子亮
副主席： Philip Bates
副主席：                    Jim O’Dea
司庫： 白德禮
理事會秘書： Alice Maria Chung
理事：  陳鵬 、夏明義、
                                              Rebecca Clapperton Law 、 
                                              梁蓉 、Joy Masuhara、

                              Helen Song、
                              Kathleen Wong、黃偉棠 、 
                              王書堅        

                                                       

主席： 許祖澤
副主席： 陳永權
秘書： 郭凱恩 
司庫： Jeffery Louie
理事： Vahé (Steve) Agopian
                     姬思保定 (Christine Brodie)、 

夏明德、 林頌恩 、 李活海 、 
李正強 、 劉茉荻、劉寶喜、          
勞志成、沈建明

 

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報慶

齊心共勉 努力耕耘
松鶴之友執委會

主席:陸玉荷
會務推廣顧問：葉榕湋、財務：莊藹凝、秘書：王慧玲、總務：蘇坤儀

執委：陳柏誠、伍玲平、譚伯均、任施明

圖左起：關麗明、譚伯均、伍玲平、陳柏誠、莊藹凝、陸玉荷、王寶娟、
       蘇坤玲、王慧玲、任施明

三十五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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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 四 方

   文 圖︰莉莉

馬洛卡島（Mallorca)位於歐

洲地中海，屬西班牙巴利阿里群

島(Balearic Islands)的最大島

嶼。由於全年有300多天晴朗，

氣候宜人，因此是熱門的旅遊勝

地，歐洲人特別喜愛到這裡度

假。

我這次從溫哥華出發，先抵

達馬洛卡島南部的首府帕爾馬市

（Palma de Mallorca)機場，再

充

滿

清

幽

景

致

的

馬

洛

卡

凱

悅

酒

店

味道清新的吞拿魚沙拉

馬洛卡島的世外桃園

轉乘酒店專車前往位於島上東部的馬洛

卡凱悅酒店（Park Hyatt Mallorca)，

車程約一小時。

這間只有三年新的豪華度假酒店位

處清幽的山谷，依山而築的別墅式套

房有百多間，設計時尚典雅，寛敞舒適

的客房設有私人陽臺，盡覧山谷

的美景。由於酒店遠離繁喧的市

區，環境十分寧靜，令我有如置

身世外桃園。

酒店設有多間餐廳

及酒吧，據說都是選用

當地出產的新鮮食材，

如鄰近的農場及漁港供

應的時令產品。Bale-

aric餐廳每天供應的自

助式早餐豐富極了，單

是早餐穀物的配料、果

醬等已有十多種，煙三

文魚味美，多款麵包香

氣四溢，還有即叫即做的多款早餐任君

選擇，可以在餐廳或陽臺外寫意地享

用，是一天美好的開始。

到西班牙旅遊，當然要嘗試西班牙

的Tapas傳統小食。酒店內的Tapas Bar 

& Restaurant當然不會錯過。我們選擇

黃昏時份在餐廳的戶外露臺進餐，晚霞

輝映，鳥語花香，另有一番風味。

當晚點了侍應推介有八道菜的

Tasting Menu，包括炸得外酥內軟的

馬鈴薯塊，配上香辣醬汁的薯塊十分惹

味。炸魷魚圈則香脆可口，配檸檬汁剛

好中和油膩感。吞拿魚沙拉材料新鮮，

是我最喜歡的清新前菜。另一款炸馬鈴

薯丸子用火腿、芝士、洋蔥等混合薯茸

炸成，是很地道的西班牙小食。其他還

有豐腴惹味的西班牙肉丸、火腿及八爪

魚等，最令我驚訝的當然是最後的甜

點，像是騰雲駕霧的乳酪、巧克力及雪

糕堆砌在橙紅色的餐碟上，簡直就是一

幅美極的藝術品。

若想享受亞洲風味美食，可到酒店

的Asia餐廳。這餐廳只供應晚餐，充

滿亞洲色彩的餐房佈置得美輪美奐，外

面是可以飽覽Canyamel峽谷的庭園。我

們選擇了幾款日式料理，食材都十分新

鮮，加上侍應們的熱情招待，有賓至如

歸的感覺。

度假酒店提供免費穿梭巴士到鄰近

的沙灘、鐘乳洞及高爾夫球場等地；由

於客房建在山坡上，若不想爬梯級，可

乘坐由員工駕駛的高爾夫球車回房間，

酒店服務十分週到。身處這個西班牙式

的度假勝地，有非一般的享受和體驗。

 

住了五天後要前往下一站帕爾馬市，真

有不願離開的感覺。◇

炸馬鈴薯丸子(前)及八爪魚十分惹味

佐酒一流的魷魚圈(前) 及辣汁薯塊

視覺及味覺都令人享受的甜品

(上及下兩幅)Asia餐廳

多款日式刺身的賣相及味道同樣出色

寧靜雅致的庭園，令人身心舒泰。



材 料

西米       200克

澄麵粉       2杯

黑芝麻蓉     1杯

1. 先將西米用滾水煮，直至透明；

2. 用冷水沖泡，隔去水分，冷卻待用；

3. 將西米分成12份；

4. 把澄麵粉撒在操作台上，放上西米壓扁；

5. 然後放入麻蓉做餡料，封口搓圓；

6. 最後將西米盞放入蒸煲蒸熱即可。◇

DATE: THURSDAY FEBRURARY 20, 2020
: 2020 2 20
TIME: 1:00-3:15PM

1 3 15
VENUE: SUCCESS,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 28 ,  ( )
Registration/ Enquiries / : 
604-408-7274 Ext.  1382/ 1384

(Mon-Fri, except holidays , 
 

FREE WORKSHOPS
BRAIN HEALTH

西米盞

烹飪步驟：

飲 食 廣 場

2020年2月     13

欢健康「火」鍋

踏入冬天，我家差不多每星期都會

在週末打邊爐、吃火鍋。比起要計畫煮

什麼三餸一湯，準備火鍋容易得多。很

多人認為吃火鍋會容易吃得太多和不健

康，其實只要多注意火鍋的用料，吃火

鍋也可以是健康的一餐。

火鍋食材當然要選擇天然、新鮮

和少加工的食物。做一個美味又健康的湯底，大家

可以用蕃茄、紅蘿蔔、白蘿蔔和紹菜，或用芫荽(香

菜)加豬骨。如果選擇現成的湯包，可盡量減少放

入湯包內的油，湯包一般用到含有較多飽和脂肪的

油，例如棕櫚油和豬油，這些油一般在湯包內都是

固體的，室溫形成固體的脂肪都是可令你身體壞膽

固醇上升的脂肪。

湯底準備好，就要準備火鍋的

材料。火鍋一定少不了牛肉、羊

肉、雞肉或豬肉。可選擇較瘦的肉

類，減少飽和脂肪和卡路里的攝

取。購買時注意白色的部份就是脂

肪，可選擇較少白色部分的肉類，

這些白色部分亦是可令膽固醇上升

的壞脂肪。

相信第二大受歡迎的火鍋食材

是魚蛋、牛丸、墨魚丸和魚豆腐

等，這些都是不太健康的加工食物，大家可以盡量減

少。不選擇加工食物，大家可以購買新鮮的魚、蝦、生

蠔、蜆、青口、豆腐來代替加工的肉類和食物。香腸和

午餐肉都屬於超級加工食物，火鍋時應盡量避免。

另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油炸的火鍋材料，如炸

豆腐卜、炸響鈴、炸麵

筋。這些都屬於高脂肪和

高熱量的油炸食品，購買

火鍋食材時亦可盡量避免

這些油炸的食物。大家可

選擇不同的菇菌和蔬菜來

豐富火鍋的食材，例如金

針菇、平菇、鮮花菇、白

菜、豆苗、韮菜、雪豆、

冬瓜、南瓜等等。記住選

   謝其賢

麻蓉

擇天然、新鮮和少加工的食材。

火鍋當然少不了「混醬」，要準備一個較健康的醬

料，大家可以用「減鹽醬油」，減低了鹽分的醬油比一

般醬油少三分之一的鹽分，再加上新鮮的蒜蓉、蔥、香

菜、新鮮紅辣椒作配搭，那麼便不用一樽二樽的現成醬

料。

精明地選擇飲品，亦可減低火鍋餐的熱量。當然要

選擇低卡路里和糖分的飲品。例如無糖汽水、無糖花

茶、無糖綠茶或在水加入檸檬片、橙片。如要喝酒精飲

品，小貼士便是喝完一杯酒精飲品之後，就飲一杯水或

無糖飲品，這樣可以減低酒精和熱量的攝取。

健康飲食建議每餐吃到七分飽，火鍋在前，這個七

分飽當然很難做得到，建議大家多吃菇菌類和蔬菜，容

易飽肚又低熱量，那便相對地減少其他高熱量食品的攝

取，不用怕吃了一餐火鍋，要去健身房三小時了。◇

(註冊營養師)

    龍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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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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列治文華人耆英會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順領民情

成就非凡

鄧群好敬賀

齊心協力  
  造福社群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敬賀



三十五週年報慶

2020年2月      15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言論公正
內容豐富

鄺劉金嫦 註冊會計師
賴穎貞

Suite 320, 5511 West Boulevard Vancouver, BC, Canada, V6M 4H3

T 604.620.9320 | F 604.620.9311 | WWW.WLCOMPANY.CA
敬賀

特許會計師

本會計師事務所位於市中心Kerrisdale溫哥華西區。
我們的專業會計師能操流利廣東話,國語及英語。
我們為您提供審計，會計,稅務諮詢及策劃服務。
請致電604-620-9320與我們聯繫。

Shelley Kwong, CPA, CGA

Winnie Lai, CPA, CGA

劉若舟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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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李寶文

尋幽覽勝賞奇景
自駕逍遙瀑布遊

卑詩省的省韋爾斯格雷省立公園(Wells Gray Provincial Park)因瀑布而聞名

今期Po man又有好介紹，這是一條世界級壯麗風

光的自駕遊路線：Wells Gray Provincial Park，一

般華人稱瀑布公園。這個在1939年成立的省立公園，

面積5405平方公里，入口位於甘露市以北兩小時車程

的清水鎮。小小區域卻有41條可觀的自然瀑布，無數

險灘激流，錐形火山遺跡，層層顯露岩漿湧流之地質

奇景，詩情畫意般秀麗的青藍翡翠色冰川湖泊，當然

還有豐盛的森林生態和野生動物。奇怪的是，如此國

際級的獨特勝景，省政府暫未有充分發展和推廣宣

傳，目前仍然是一個鮮為人知，充滿神秘感，深深隱

蔽在蒼翠林蔭間，好讓尋幽探秘者享受難忘驚嘆之興

奮記憶。去年五月中，我帶十多位中僑互助會的好

友，四天自駕沿途賞景，加每天輕鬆遠足3至4小時，

遊其中四條主要瀑布景點，恰到好處。

開闊寧靜的甘露湖Kamloops Lake

此路線較適宜春季四至六月間出

發，瀑布水量充足壯觀澎湃，但清水

鎭酒店房間緊張，建議提早數月計畫

行程，預訂酒店。注意攜帶防蚊用品

及良好的行山衣物及裝備。

首天從溫哥華出發，沿一號路轉

五號公路北行，中午可抵達甘露市午

餐休息，下午二時許抵達清水鎮。到

達之後可先到遊客中心索取資料及查

詢路線，再進入瀑布公園。建議先遊本省唯一的水簾

洞瀑布 Moul Falls，需要輕鬆步行往返約兩小時。成

人勇探者如打算體驗刺激，穿越水簾洞瀑布背後的洞

穴，必須有充足準備及注意安全，保證一生難忘。黃

昏返回清水鎮酒店休息。

第二天，再進入瀑布公園(注意公園內沒有餐廳或

商店，行者需自備午餐。)，約廿分鐘，先看由冰川

及水力雕刻開鑿的的Spahut falls深谷，尤其注意兩

旁懸崖顯露出來的層層火山岩地質奇景，令人印象深

刻。然後在開車北行約1小時，欣賞濶70米的小尼加

拉瓜瀑布 Dawson Falls。再開車約20分鐘，看150米

高的Helmcken Falls，其澎湃水量傾瀉而下，衝擊岩

石，發出震動心弦的巨響及水霧，讓人讚嘆大自然的

壯麗。執着的勇探者，更可從選擇先從 Murtle River

過橋前，沿河從南岸步行個多小時，在Helmcken 

Falls南岸，作近距離觀看。由於此徑尾段不設欄

杆，雖有仙境般壯麗風光，卻有令你心跳加速的驚嚇

恐懼感，但卻肯定畢生難忙。黃昏前可驅車登Green 

Mountain，在觀景台遠眺錐形火山口的遺跡。

汉默肯瀑布(Helmcken Falls)奇異險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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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上面的棧橋充滿歲月感

汉漢默肯瀑布(Helmcken Falls)正面遠景

（默特爾河）Murtle River瀑布

Po man Lee是一位專注於

自然風光探賞和遊覽的專業導

遊。多年致力於發現和介紹鮮

為人知的大自然之美，帶領團

員遊覽美麗的加拿大風光，路

線靈活豐富，廣受歡迎。

第三天可有兩個選擇：其一，再進入瀑

布公園，開車兩個多小時抵達清水湖營地，

欣賞青藍色的冰川湖泊風光，釣魚或泛舟。

其二，可離開清水鎭，遊覽甘露市的著名行

山徑：Battle Bluff。此兩個多小時的輕鬆

Hiking，可體驗甘露市附近一帶的半沙漠地形

生態。清風伴隨，極目遠眺，湖光山色盡在眼

底。尤其有趣的是，能在山頂看到加拿大兩條

最重要的鐵路：CN及太平洋鐵路，在甘露湖的

南北兩岸忙碌的來回往返，就像兩條長長的巨

蛇/龍，沿南北兩岸，彎曲婉轉地緩緩前進，

非常有趣，顯然是欣賞火車的最佳觀賞點。

對於時間不充裕的朋友，可選擇在甘露市開車4小

時返回溫哥華，但對於熱愛欣賞不同自然風光的，可

考慮在甘露市多住一晚，次日沿着1號公路的菲沙河峽

谷，欣賞卑詩省母親河的澎湃洶湧，懷緬當年早期的

卑詩省華人在菲沙河谷兩岸淘金的艱辛血淚情景，尤

其可在狹窄的地獄門峽谷，乘坐世界唯一向下的跨河

纜車欣賞。回程經希望鎮時，更可兼遊有趣的Coqui-

halla Canyon Tunnel。

四天行程，由始至終，貫徹着水的剛柔瀟灑形

態：澎湃壯觀的瀑布，寧靜的湖水，還有婉轉激情的

大河，都是世界級的體驗，肯定讓你對於「水」，有

全新的認知和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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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上的一張60年代淑女在船上的合照

皇后駕到溫哥華 

郵輪外型設計高雅，很有綫條美感。

郵輪上的宴會大廳華麗優雅

一間具有170年歷史的英國郵

輪公司，旗下擁有三艘以女皇名字

命名的郵輪，分别是維多利亞皇

后，瑪麗皇后及伊利沙伯皇后，其

中伊利沙伯皇后號於2019年5月21

日首臨溫哥華，行走2019季度的亞

拉斯加冰川航綫，筆者與太太参加

了6月10日出發的一個十晚航程。

今次乘坐的伊利沙伯皇后號

(Queen Elizabeth 2) 其實是第二

代，第一代的伊利沙伯皇后號曾經

是3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上最大

和最豪華的郵輪，後來被船王董浩

雲購入，改裝成海上學府，1972年

停泊在香港青衣海面時發生大火，

整艘船付諸一炬，全部燒毁及沉

没，郵輪並於1975年間拆毁解體。

登上Queen Elizabeth 2有一

種強烈的英國皇室感覺，裝飾及設

計以英式風格為主，大堂、樓梯及

走廊都掛滿與皇室、女皇及郵輪有

關的歷史圖片及名畫，儼如一個藝

術廊，乘客們都駐足細心欣賞。

郵輪比較傾向紳士淑女品味，

除了Formal Night要盛裝外，平時

進入餐㕔晚飯，男士均要穿著整齊

的西裝外套，女士則須要衫裙或西

褲，極盡高雅，給人一種較閑適更

另類的感受。

舞蹈愛好者更不愁寂寞，郵

輪上一個名為女皇舞池(Queens 

Room)的地方，每天都有多個時段

供他們盡情跳舞，除了現場樂隊及

歌星獻唱外，更聘請了4位具台型

的舞男，輪流邀請一些女士作舞伴 遊輪上配備的影院和劇場

郵輪上陳列的油畫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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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8888 Odlin Crescent (太古廣場) 列治文•Website:www.hansontravel.ca
•Email: info@hansontravel.ca

恒信旅遊
Hanson Travel 請即電旅遊熱線: (604) 270-7733

信譽口碑 更有信心567931 B.C. Ltd. dba
B.C.Reg#3683-1

哈薩克（KAZAKHSTAN），地跨歐亞兩洲，主要位於中亞北部，為世界最大內
陸國家。1991年蘇聯解體後，哈薩克重塑自己成為一個獨特繁榮和現代化的
中亞國家。
 首都努爾蘇丹（NURSULTAN）：前稱為阿斯塔納（ASTANA），是世界第二

寒冷的首都，舊區的蘇聯時代風格和新區金碧輝煌的時尚建築物形成強
烈對比。該市經濟為中亞地區之冠，譽為中亞地區的「杜拜」。

 阿拉木圖（ALMATY）：全球綠化最好城市，以盛產蘋果著稱，因此名稱亦
解作蘋果城。1991 年舉世矚目的蘇聯解體宣言《阿拉木圖宣言》在此發
表，為哈薩克最大城市，亦是前首都。

吉爾吉斯（KYRGYZSTAN），於天山山脈兼擁有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有「中
亞瑞士」美譽。
 首都比什凱克（BISHKEK）：是古代絲綢之路其中一條經過天山山脈，貫通

西域和中亞草原的要道驛站，城外的碎葉城更是大唐詩仙李白的故鄉。

烏茲別克（UZBEKISTAN），是著名絲綢之路古國，擁有眾多世界文化遺產
（UNESCO）。
 首都塔什干（TASHKENT），古代中亞絲路的起點和交通樞紐，張騫、唐三

藏均曾在此留下足跡。擁有二千多年歷史，現在是中亞地區第一大都市。
 希瓦古城（KHIVA）：歐亞絲路中心，古代絲路前往裏海及伏爾加河流域的

貿易重鎮，也是中亞著名的奴隸交易城市。希瓦古城內總共有90多座清
真寺，60 多所神學院，猶如一座伊斯蘭露天博物館，被譽為「中亞的明
珠」、「太陽之國」。

 布哈拉（BUKHARA）：中國古稱「不花剌」，中亞古時絲路的主要商業城
市，擁有2500年歷史的亞克城堡，又名「傳說之城」，相傳是《天方夜譚》中
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發生地。

 撒馬爾罕（SAMARKAND）：意為「肥沃的土地」。曾為中世紀花剌子模帝
國和帖木兒帝國的首都，中亞古絲路的歷史名城，有「東方羅馬」之稱，亞
歷山大大帝曾征服的城堡，以15-16世紀帖木兒王朝的歷史文物精美建
築而聞名天下。

 精 選 國 際 五 星 級 酒 店，包 括 HILTON ASTANA HOTEL、HYATT
REGENCY HOTEL、RITZ CARLTON HOTEL 及當地旅遊景區酒店，品質
有保證。

 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午餐及晚餐以西餐為主，並品嚐各地風味膳食。
 前往烏茲別克各主要歷史名城，特別乘搭內陸機及火車，節省時間及免除

長途車程之疲倦。
 全程配備耳機，團友可清楚聆聽講解及提示。

橫貫大漠戈壁～鋼鐵絲路～穿越河西走廊

出發日期：2020年10月5日（隨團領隊，保證出發） 費用：US$5388
烏魯木齊、吐魯番、坎兒井、火焰山、交河古城、敦煌、莫高窟、鳴沙山、月牙泉、
張掖、丹霞地貌、西寧、塔爾寺、蘭州、劉家峽、炳靈寺、西安、漢陽陵、兵馬俑、碑林、天水、
麥積山石窟、太原、平遙古城、喬家大院、恆山、懸空寺、大同、雲岡石窟

絲綢之路甘肅山西古文明 21 天精華遊

＊烏魯木齊野馬古生態園區——集汗血寶馬、普氏野馬、硅化木林、鐵鎳隕石群、古胡楊林等新疆珍稀物種於一體。
＊敦煌2018新版情景舞劇《絲路花雨》——享譽40載， 「反彈琵琶舞」 和 「千手觀音」 為人樂道。
＊張掖丹霞地質公園——是中國現存最大及最好的丹霞地貌。
＊天水麥積山石窟——中國四大石窟之一，以精巧泥塑著稱，2014入選為世界文化遺產。
＊驪山華清池實景歷史舞劇《長恨歌》——數百演員陣容鼎盛，高科技百變視聽效果，場面震撼。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2018改造提升，燈火璀璨，氣勢恢宏，宛如大唐盛世再現，其夜景亮化景觀被譽為 「中國最美天街」。
＊全程住宿5星級大酒店（11晚）/當地最佳及特色4星級酒店（8晚），敦煌住宿當地最具特色之絲路敦煌山莊（3晚）；烏魯木齊/
住宿豪華品牌萬達文華酒店；平遙住宿古城內享譽盛名之晉商式客棧雲錦城公館；西寧住宿國際品牌索菲特酒店；西安住宿國際級
溫德姆至尊酒店（3晚）；旅遊核心位置。

＊特別安排：每大城市住宿2晚或以上；騎駱駝漫遊鳴沙山、月牙泉；選用景區私人專車參觀張掖丹霞地質公園，無須輪候景區公共
巴士。

＊全程乘搭六段和諧動車（其中三段蘭新高鐵），省時舒適，並安排大件行李托運服務，團友只需攜帶手提行李，輕鬆又安心。
＊品嘗各地風味餐：新疆全羊宴、敦煌精品宴、蘭州麵食、黃河河鮮、大閘蟹、山西風味等；安排多餐膳食於酒店內，質量有保證。

絲綢之路邁向22周年晨鳥優惠4月1日前報名勁減US$400特價US$4988起（連機票、另稅）

中亞細亞
出發日期：2020年4月18日 費用：US$7188起

今次西域之旅，帶大家走入古絲路中亞地段，有神秘古文明遺蹟，有現代大都會繁華；有湖光山色美景，更有大漠風情。

哈 薩 克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絲綢之路延續篇 每位減US$300
優惠價

US$6888 起
(連機票，另稅)

17天西域之旅

Hubbard Glacier 的冰川，氣勢磅磗，非常震撼。磗

跳舞，舞影翩翩，有如置身皇室派對，這也是這郵

輪與其他郵輪不同的地方。

郵輪於6月30日完成了她在温哥華的最後一水亞

拉斯加航程後，於當天離開温市，展開另一偉大任

務，一個49晚的漫長旅程，途經三藩帀、洛杉磯、

墨西哥、巴拿馬、紐約、哈里法斯、冰島等多個港

口，返回她的母港英國修咸頓(Southampton)，溫 

哥華人如要在五帆酒店碼頭上船，一嘗這宮庭式郵

輪的話，相信要到2020年郵輪季度才有機㑹呢。◇

每天的英式下午茶在 Queens Room舉行，

並且有樂隊及歌舞增添氣氛。

郵輪上的旅客們紛紛舉起相機，記錄下大自然壯麗的美景。

船上娛樂老幼咸宜，

長者們在玩 Chair Dance。



陳小敏
Patricia Chan

 法律公證人

春秋筆法 文光萬丈
溫哥華菲沙街3311號

電話：604-876-8598   傳真：604-876-8581

電郵：pat@patriciachannotary.com

MEMBER

社會名燈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文光射斗

曾順成 敬賀

三十五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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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ia Leung CPA, CGA, CA Jennifer Leung CPA, CA

ACCOUNTANTS

Jimmy Fong B. Sc. Alexis Ho, BBA
Simon Kwok CPA, CGA Carol Lau CPA, CGA 
Ileana Liu CPA, CGA, CA Nicole Liu CPA, CA
Clara Wai CPA, CGA Genevieve Wong, B.A. Sc.

ADDRESS

Suite 202 - 5678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C V6M 3C5

TEL 604 682 0584
FAX 604 682 4829
EMAIL ayco@ayco.ca

www.ayco.ca 數十年來忠誠為商貿業、製做業、
法團、信託及個人服務

PARTNERS

感恩提携 世代相傳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合力精耕

共創明天

歐陽特許會計師樓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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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參茸行敬賀

Beijing Trading Co. Ltd.
89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A 1S9

電話：604-684-3563
傳真：604-684-2736

服 務 社 群
出 類 拔 萃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齊 心 共 勉
努 力 耕 耘

李國柱夫人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推 陳 出 新

饒 有 別 致

李光澤 、 李黃惠芳夫婦 
                                                          敬賀

華 社 之 光
馬寶華人耆英會敬賀

實 事 求 是
梁燕冰 敬賀

仁 民 愛 物
鄭崇慈博士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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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談退休資產規畫 之
          年金的使用

一年之計在於

春，退休規畫早開

始！退休生活將是美

好、健康和長壽的生

活，既要健康、充實

地變老，又要財務舒

適地安排我們的退休

收入。

那你是否正尋找可讓你安度退休生

活的穩定收入保障呢？保險公司提供的

收入年金(Annuity)能讓你如願以償。

當你購買年金，你將在有生之年或

你選擇的期限內，獲得固定的收入。

如果你選擇的是終身年金，那麼不

論你壽命多長，保險公司都會在你有生

之年支付你固定收入。越長壽，總收入

就越多。事實上，你不必將所有退休儲

蓄投入年金，就算只是適當的一部分，

也能有效地滿足你的基本生活開銷。

終身收入年金能成為你退休收入計

畫的穩固基礎：

•可靠而有保證的收入金額

•不論壽命長短的終身收入

•既穩定又安全

如果你有以下情況，收入年金將是

適合你的收入來源：

•擔心資產過早耗盡

•擔心金融市場表現不佳或會侵蝕

退休儲蓄

•為支付基本開銷尋求穩定的收入

來源

•希望將註冊退休儲蓄計畫(RRSP)

的資金轉變為固定收入來源

舉例來說，65歲的女性，現在投入

10萬本金到終身年金，預計每年保障的

收入是$4907，也就是10萬的4.9%，每年

年金收入的多少是與購買年金時加拿大

長期國債（10年以上）的利率相關聯，

不管活多久，可以拿多久，當百年歸老

的時候，如果本金還沒有用完，可以選

擇返還給受益人。

如果你希望退休收入免受通貨膨脹

影響，你可選擇一個固定的年增長率來

增加收入，註冊年金最高可達4%，而非

註冊年金則為6%，選擇收入年遞增(指數

化)選項可幫助你抵禦通脹影響。

你須了解，除非選用可兌現金選

鴻圖保險公司

您付的保險費是否太多了？到我們這裡，保證您的價錢滿意！
特平房屋及商業保險！

我們提供信譽良好的保險項目，
以及：
      ·免費的上門服務
      ·免費房屋評估
      ·免費索賠服務

敬請聯繫 
Phone  ：778.831.0131
Cell      ：604.830.9327
E-mail ：uni@insureline.com

U N I Insurance Agency Ltd
2181 – 8700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 4A5

黎艷(Annie Li)是一位經驗豐富、認
真負責的認證協理理財規畫師(QAFP)、理
財顧問(Financial Advisor)，工作於保險
機構Canada Life，幫助客戶制定合理的
理財計畫，建立財務保障，挑選適宜的保
險、投資產品，滿足客戶風險管理、財富
增長、退休計畫和資產傳承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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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Gu-zeng Center
麗晶古箏中心

多年教學經驗
優質古箏供應

 Tel:(604)818-8566
 麗晶廣場一樓1013號鋪
 （Hilton側門對面）8185 Main St., Vancouver (at 65th Ave)

www.vintageviolins.ca

雅歌提琴
Vintage Violins

SCHOOL OF MUSIC
604-326-0086

◆專業導師教授
◆中小提琴
◆免費借用提琴
◆長者優惠

另外本店出售

新舊專業提琴

租賃及借用。

弦樂配件

120款以上

張國偉
Nelson Cheung, CPA, CGA

特許
會計師

＊個人、非居民、公司稅務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填寫各類政府表格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列治文帝國中心商場 1430-4540 No.3 Rd.

604-868-8809
604-612-8283

粵語：

國語：  www.success.bc.ca/evergreen

內容充實健康

適合一家大小
歡迎網上閱讀

   黎艷 Annie

(協理理財規劃師)

項，你存入年金的金額將被鎖定。並且

收入年金不會因為金融市場不好而變

少，但也不會因為金融市場好而增長。

年金計畫有不同的選項和特點，滿

足你的退休收入需要。請諮詢你的理財

保障顧問了解詳情，合理選擇。

新年新氣象！祝福你胸有成竹，步

入穩健退休生活！◇

投資理財

22     2020年2月


	061-1&2(New)
	061-03
	061-04
	061-05
	061-6(Ad)
	061-7(Ad)
	061-08
	061-09
	061-10(Ad)
	061-11(Ad)
	061-12
	061-13
	061-14
	061-15
	061-16&17
	061-18&19
	061-20(Ad)
	061-21(Ad)
	06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