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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外國退休金人士

社安金會被扣減 
相信不少人會覺得申領社安金是不會受中國

享有的退休金（社保金）影響的，因大家都

會認為社安金是自己辛苦工作交稅賺回來

的，是應得的。但其實社會 

安全局是設有Windfall Elimination Provision（意外收入減免規

例），如您移民美國前，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工作而在這段期間並無繳

交美國社安稅，及後移民美國打工，到年老時，如獲得外國退休金，

再申請美國社安金時會因而被扣減金額。 

 

社安局設有（意外收入減免規例） 

Windfall Elimination Provision（意外收入減免規例）是會影響您

獲得的社會安全金或傷殘福利金金額。如您曾在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工

作，您的僱主並無為您向美國聯邦政府繳交社安稅；而您又因這份工

作獲得當地政府的退休金，這將被美國視為「意外之財」，移民美國

後就算工作十年賺得四十個工作季點，日後所領取的社安金亦會被削

減。 

該條例是有追溯效力的，即在1985年起有資格領取外國政府退休金，

或1985年後年屆62歲人士或成為傷殘者，因他們在移民美國前的原居

地工作並無向美國政府繳交社安稅，社會安全局將會削減其社安金或

傷殘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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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新鮮農產品贈券錢」(Fresh Bucks)  

 今年公佈申請$40蔬果券抽籤結果時，無論抽中與否，來信

均附上小單張「新鮮農產品贈券錢」(Fresh Bucks) 。這只是政

府鼓勵大家多買新鮮蔬果的計劃介紹。如果成功中籤獲$40蔬果券

的長者，需10月底前在指定農夫市場（名單及開放時間已隨蔬果

券寄上，注意有些市場只在暑假開放。）若$40蔬果券用完或今年未能成功中籤者，只要您持

有「糧食卡」(food stamp) ，「新鮮農產品贈券錢」(Fresh Bucks) 便可幫忙！ 

 由於不是所有攤檔有掃描「糧食卡」的工具，所以想參與此「新鮮農產品贈券錢」

(Fresh Bucks) 持「糧食卡」者，在農夫市場必須先到「資訊攤檔」(information booth)，

職員會按您今次願意通過「糧食卡」所花的金額而掃卡，您自行輸入密碼及收回卡和收據

後，職員會給回您等額的「代用錢木幣」和「新鮮農產品贈券」(fresh buck bonus vouch-

ers) (每日可獲贈券數目為$2倍數而不超過$10) 。「代

用錢木幣」可購買範圍如「糧食卡」一樣，不能購買熟

食、酒、花 ，使用沒有限期；「新鮮農產品贈券」只可

在12月底前在農夫市場內購買蔬果及農產品，包括：草

藥、磨菇、蔬菜苗。不設找贖。 

 

華埠公共安全協調員(Public Safety Coordina-

tor)：自6月底仁人服務社罪案受害者服務主管黎秉倫先生退休後，您可有擔心華埠治安及

公眾安全有問題應找誰？原來，華埠已聘一位越南裔的公共安全協調員Sonny Nguyen，上班

時間：週一至五10am – 6pm，電郵：sonnyn@seattlechinatownld.com，電話：206-838-

8718，辦公室地址(Hing Hay Coworks)：409B Maynard Ave. S. Seattle, WA 98104 (郵政

局旁) 。雖然不懂中文，歡迎留言以英文說出所需語言翻譯：Cantonese:廣東話、Mandarin:

普通話。  

若在街上撿獲錢包或物品，該怎辦 

您可曾在公眾地方撿獲錢包或其他物件？在巴士上，您應交給司機；在商店/餐館則交東主；

在公寓交公寓辦公室。那麼，在路上，您又該怎辦？應交給警察或附近警察局。若您住在西

雅圖市，以下為西雅圖警察局有用資料： 

1. 檔案部門(Record Section):206-684-5454分機(extension)9，辦公時間:8am–5pm，

有人接聽或留言時,可要求提供翻譯。 

2. 您可致電：206-733-9350找當值官(Desk Officer) ，辦公時間：8am - 4:45pm； 

3. 您可到任何附近警察局，而西雅圖警察總局(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HQ) 在西雅

圖市中心(地址: (610 5th Ave, Seattle, WA 98124，辦公時間：8am– 4:45pm) 

4. 西雅圖警察局非緊急電話 (police non-emergency no：206-625-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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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市政府推房屋維修貸款項目 
 您還在為昂貴的房屋修理費用發愁嗎？佳訊來了，西雅圖市政府推出房屋維修貸款項目

( Home Repair Loan Program )給居住在西雅圖地區範圍內並且符合收入標準的業主，提供

改善房屋安全和房屋結構的可承擔貸款。 

 該房屋維修貸款項目以零利息或低利息的貸款，給予業主盡可能多的靈活性選擇方案，

讓業主可以盡快維修房屋，以確保他及其家人的安全；而當局的有關工程人員亦會全程為業

主提供專業的指導，確保工程費用不超出維修預算。 

 房屋維修貸款項目可用於的工程包括浴室維修、磚塊以及石料維修、煙囪維修、門和窗

戶的維修以及更換（如果損壞嚴重）、房屋汽車通道以及人行道維修、電器升級更新、地板

維修以及鋪蓋、地基維修和更換、壁爐/鍋爐的維修和更換、排水渠清潔，維修或更換、有害

材料的消除、熱水加熱器維修或更換、廚房維修、噴漆，內飾以及外飾、水管維修、門廊維

修或更換、擋土墻修理或更換、樓梯維修或更換、下水道維修、壁板（如果損壞嚴重）、建

築結構維修、供水水位線維修或更換。 

 

貸款利息計算 

房屋維修貸款機構的貸款是3000美元起價。

業主如果收入在當地水平的50%或者更少，

貸款將不會收取利息。收入在51%到80%的業

主貸款將會有3%的利息。一些貸款者可能有

資格延長貸款期而毋需每月還款。 

 

申請收入限制-2017年收入限制為: 

 

需要申請房屋維修貸款請撥打 206-684-0458 或者發郵件至郵箱 HomeRepair-

Loan@seattle.gov 

 

 月收入在50%區域的平均收入 月收入在80%區域的平均收入 

1人 $2800 $4200 

2人 $3200 $4620 

3人 $3600 $5400 

4人 $4000 $6000 

5人 $4320 $6483 

6人 $4641 $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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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領有外國退休金人士社安金會被扣減 
最多每月可被扣減$428社安金 

社會安全局解釋，在1983年之前，如國民領取社安金再加上退休金而未曾向政府繳交社

安稅，其社安金金額是不會被削減的；但其後國會已通過Windfall Elimination Pro-

vision（意外收入減免規例），取消這項優惠。在這個規定下，社會安全局將根據有關

人士在美國的工作年資，即有向當局繳付社安稅計算，以一個在1990年達62歲有資格領

取社安金人士為例，如其在外國領有退休金，就算已在美國工作29 年每月社安金會被

扣減$17.8，如在美工作少於20年更會被扣減  $178 。2016年才達62歲人士，因領有外

國退休金而被削減的社安金金額更由$42.8至$428不等。（見表） 

其實這項條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已生效，但筆者所見，近年政府似有嚴格執行的趨

勢。最近筆者便遇到一個真實個案，一名長者到社安局申請社安金，在面談時被要求證

明在中國是否有領取退休金（社保金），雖然這名長者已向人員表明是申請社安金並非

聯邦補助金(SSI)，理應不須證明在中國是領有退休金的，因覺得享有社安金是基於曾

在美國工作繳交過社安稅，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最後，社安局以這項（意外收入減免規

例）為由，原本這名長者每月應有七百多元社安金，結果被減到五百元。 

如在美工作並交稅三十年可獲豁免 

不過，社安局強調，在一些情況下，（意外收入減免規例）是有豁免的，包括在美國工

作及繳交社安稅三十年或以上、在1983 年12月 31日後，先受僱於聯邦政府、在1983 

年12月 31日前受僱於非牟利機構及後已繳交社安稅、所領取的退休金是鐵路當局發出

的，或您因工作而領有的退休金但又無繳交社安稅是在1957年或之前發生。社安局又指

出，（意外收入減免規例）是不會影響遺屬所領取的社安金金額。 

意外收入減免規例下每月社安金最高可被扣減金額   

年屆62歲   在美國工作並已繳交社安稅年資  

20年或 

少於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990 $178.0 $160.2 $142.4 $124.6 $106.8 $89.0 $71.2 $53.4 $35.6 $17.8 $0.0 

1991 $185.0 $166.5 $148.0 $129.5 $111.0 $92.5 $74.0 $55.5 $37.0 $18.5 $0.0 

1992 $193.5 $174.2 $154.8 $135.5 $116.1 $96.8 $77.4 $58.1 $38.7 $19.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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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屆

62歲   

在美國工作並已繳交社安稅年資  

20年或

少於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993 $200.5 $180.5 $160.4 $140.4 $120.3 $100.3 $80.2 $60.2 $40.1 $20.1 $0.0 

1994 $211.0 $189.9 $168.8 $147.7 $126.6 $105.5 $84.4 $63.3 $42.2 $21.1 $0.0 

1995 $213.0 $191.7 $170.4 $149.1 $127.8 $106.5 $85.2 $63.9 $42.6 $21.3 $0.0 

1996 $218.5  $196.7 $174.8 $153.0 $131.1 $109.3 $87.4 $65.6 $43.7 $21.9 $0.0 

1997 $227.5 $204.8 $182.0 $159.3 $136.5 $113.8 $91.0 $68.3 $45.5 $22.8 $0.0 

1998 $238.5 $214.7 $190.8 $167.0 $143.1 $119.3 $95.4 $71.6 $47.7 $23.9 $0.0 

1999 $252.5 $227.3 $202.0 $176.8 $151.5 $126.3 $101.0 $75.8 $50.5 $25.3 $0.0 

2000 $265.5 $239.0 $212.4 $185.9 $159.3 $132.8 $106.2 $79.7 $53.1 $26.6 $0.0 

2001 $280.5 $252.5 $224.4 $196.4 $168.3 $140.3 $112.2 $84.2 $56.1 $28.1 $0.0 

2002 $296.0 $266.4 $236.8 $207.2 $177.6 $148.0 $118.4 $88.8 $59.2 $29.6 $0.0 

2003 $303.0 $272.7 $242.4 $212.1 $181.8 $151.5 $121.2 $90.9 $60.6 $30.3 $0.0 

2004 $306.0 $275.4 $244.8 $214.2 $183.6 $153.0 $122.4 $91.8 $61.2 $30.6 $0.0 

2005 $313.5 $282.2 $250.8 $219.5 $188.1 $156.8 $125.4 $94.1 $62.7 $31.4 $0.0 

2006 $328.0 $295.2 $262.4 $229.6 $196.8 $164.0 $131.2 $98.4 $65.6 $32.8 $0.0 

2007 $340.0 $306.0 $272.0 $238.0 $204.0 $170.0 $136.0 $102.0 $68.0 $34.0 $0.0 

2008 $355.5 $320.0 $284.4 $248.9 $213.3 $177.8 $142.2 $106.7 $71.1 $35.6 $0.0 

2009 $372.0 $334.8 $297.6 $260.4 $223.2 $186.0 $148.8 $111.6 $74.4 $37.2 $0.0 

2010 $380.5 $342.5 $304.4 $266.4 $228.3 $190.3 $152.2 $114.2 $76.1 $38.1 $0.0 

2011 $374.5 $337.1 $299.6 $262.2 $224.7 $187.3 $149.8 $112.4 $74.9 $37.5 $0.0 

2012 $383.5 $345.2 $306.8 $268.5 $230.1 $191.8 $153.4 $115.1 $76.7 $38.4 $0.0 

2013 $395.5 $356.0 $316.4 $276.9 $237.3 $197.8 $158.2 $118.7 $79.1 $39.6 $0.0 

2014 $408.0 $367.2 $326.4 $285.6 $244.8 $204.0 $163.2 $122.4 $81.6 $40.8 $0.0 

2015 $413.0 $371.7 $330.4 $289.1 $247.8 $206.5 $165.2 $123.9 $82.6 $41.3 $0.0 

2016 $428.0 $385.2 $342.4 $299.6 $256.8 $214.0 $171.2 $128.4 $85.6 $42.8 $0.0 

2017 $442.5 $398.3 $354.0 $309.8 $265.5 $221.3 $177.0 $132.8 $88.5 $44.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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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談辦理具法律效力授權書 
在美國生活，針對個人信息資料和私隱，不論哪一個部門，機構或者公司都會非常小心對待

和保護。因而在很多情況之下，您都不可能代表其他人去作出決定或者代替簽署文件等，更

不可能去提取或查看他人的信息，即使是配偶和兒女，除非得到其本人簽發的有效授權書。 

 

什麼是授權書？  

授權書可以讓您選擇一個信任的朋友或親人，幫助您做出財務和/

或醫療保健決定。您在公證人面前簽字之後，您所選擇值得信任的

人士將向您的醫療提供者、銀行、學校和其他機構提供您簽發了的

授權書，以便為您作出決定和簽署合同，就像他或她是您本人一

樣。 

 

誰是我的“代理人”？  

您的“代理人”是您所選擇的幫助您做出財務和/或醫療保健決策的、值得信賴的朋友或親

人。 

 

在公證人面前簽字之後，我應該怎樣處理我的授權書？ 

請做兩份附件。將原文檔給您的代理人，將一份副本給您的後備代理

人，並為您自己保留第二份副本。 

 

“取消”是什麼意思？ 

這意味著授權書作廢。您可以隨時以書面方式通知您的代理人，您取消

了您的授權書。您還可以將書面通知的副本提供給您的醫療 提供者、銀

行、學校和其他可能接受舊授權書的地方。此套文件包括了“授權書取消通知”的例子。 

 

常用授權書的種類 

 一般授權書（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一般授權書向代理人授予廣泛代表

權。代理人可以能夠作出醫療決定、法律選擇、財務或商業決策。在被代理人無能力或

者死亡時就會失效。 

 有限授權書(Limited Power of Attorney)：指派他人來代替其行事，值得注意的

是，有限授權書需要詳述權利的有效期和範圍。 

 持久授權書（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持久授權書一旦簽署，就會立即生

效，並持續有效，直到被代理人的死亡或者將其取消。持久授權書意味著您的代理人可

以幫您做出決定，即使在您生病或受傷，不能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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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法律幫助，該怎麼辦？ 

如果您住在金郡以外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10至下午12:25致電志願法律組織CLEAR 

(Coordinated Legal Education, Advice and Referral)熱線（1- 888-201-1014。您也可以

上網申請幫助 http://nwjustice.org/get-legal-help 。如果您住在金郡，請於周一至週五

上午8:00至下午6:00致電211，以獲取信息及轉介給法律服務提供者。耳聾和聽力障礙者可致

電1-800-833-6384或711，以獲取免費接綫員的幫助。免費接綫員將會幫你連接 211 或 

CLEAR。 

    【資訊新聞】 

免費申請華州處方藥物折扣卡 

華州處方藥物項目（Washington Prescription Drug Program）簡稱WPDP，所有華州居民﹐

無論年齡﹐收入都可以免費申請這張處方藥物折扣卡。這張折扣卡是專門照顧沒有處方藥物

保險或醫療保險不能全部涵蓋處方藥物的華州居民。憑該折扣卡﹐居民可以得到平均20% 品

牌藥（Brand-Name Drugs ）和60%普通藥（Generic Drugs）優惠折扣。對於不用處方藥物的

民眾，本計劃並不提供任何醫療優惠。 

如何申請華州處方藥物項目折扣卡:居民可以通過網站 

www.rx.wa.gov 直接申請或打電話1-800-913-4146領取免

費申請表格﹐申請後大約兩三個星期可以收到這張卡。 

在哪裡可以使用這張卡:居民可以在一般超市或藥房買

藥。按 Washington Health Care Authority顯示，截至

2007年二月為止，共有400間藥房已經參與是項計劃。如

果 想 了 解 最 新 詳 情，您 可 以 到 藥 房 或 打 電 話  1-800-913-4311, 又 或 者 登 入 網 址

www.odscompanies.com  再登入“myODS” 查詢﹐就知道這張卡是否能用在您想去的藥房買

藥。 

郵寄藥物: 為了省錢和節省時間﹐居民可以打電話或上網買藥。網址是﹕ 

www.odscompanies.com再登入 “myODS” 。電話號碼是1-877-208-1131。您可以先了解藥物

的價錢然後訂購藥品。郵寄藥物所需時間大概要四到七個工作日﹐ 並且郵費是免費的。 

   注意事項： 

1. 提防詐騙：若有人向您推銷及收取申請費用，您應馬上致電1-800-562-6900舉報。 

2. 如您想進一步了解有關支付處方藥物，請參閱SHIBA HelpLine 刊物 「如何支付處方

藥 品」。網 址 是 ： http://www.insurance.wa.gov/publications/consumer/chinese/

Pay_for_Presc_Drugs_TCH.pdf 

3. 如果您有任何關於醫療保險權益問題，可致電206-624-5633內線4175預約。SHIBA 

HelpLine的義工，可以為您提供國語、廣東話、潮州話及越南話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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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海外申領社會安全金規定 
 

退休之後假如決定遷居到其他國家生活，例

如搬到中國、台灣或香港定居，假定已經擁

有四十個工作季點，是否可以繼續在美國境

外領取社會安全金呢？ 

  

      假如您是美國公民，只要不是定居在古巴

或北韓，即使長期在海外居住，都可以要求

美國政府每月將退休金寄到國外的地址；如果銀行帳戶設在香港或日本，政府更可以

將退休金以自動轉帳方式送到戶口內，但設在其他亞洲國家的銀行帳戶則不能自動轉

帳。有關規定的詳情，請與社會安全局聯絡。 

  

      假如您不是美國公民，便有可能無法在海外取得社安退休金，但這項條例中有一些

例外的情況。有一些國家的公民，即使不是美國公民而長期居住在海外也可以領取退

休金，但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公民不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

公民即使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在美國工作十年以上，只要離開美國超過六個

月，退休金便會停止。將來回到美國後要連續居住起碼30天才算回到美國。 

 

如何才有資格領取退休福利？ 

只要在美國工作十年以上，付了社會安全稅，便可以取得「工作季點」。在2017年，

收入只要有$1300便可取得一個季點，而每年最多只能獲四個季點。這四個季點並沒有

限制每季一點，故即使只有一個月的工作，只要收入夠高，便可一口氣取得全年四個

季點。 

 

一般的退休福利是要求納稅人有四十個點數才具享受資格，但也有例外: 

 納稅人配偶，即使從未工作，只要在美國結婚至少一年，年滿或超過 62 歲

者也可取得納稅人退休金福利。退休金福利會根據您退休年齡而定； 

 離了婚的前配偶，假如婚姻達十年或以上，只要沒再婚，年滿或超過 62 歲

者亦有資格得到前配偶退休金。退休金福利亦會根據您退休年齡而定； 

 納稅人不幸去世，只要結婚至少九個月，配偶和子女都可取得福利； 

 納稅人因身體殘障無法工作，可能符合領取「殘障福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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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退休年齡 

 

 

社會安全局的退休金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社會安全局的退休金是將當事人過去35個繳交社安

稅最多的年收入加在一起，除以420（即35年的月

數）而算出當事人月收入平均指數（Average 

indexed monthly earning，簡稱AIME），再利用一

個福利計算公式，計算出可領的退休金。如果當事

人只工作十年，餘下的25年將以零計算，自然降低退休金額。 

 

如何辦理社會安全福利申請手續？ 

您可以上網 www.socialsecurity.gov申請退休福利、致電免費

電話 1-800-772-1213或親自前往就近的社會安全局申請。 

 

領取全額社會安全福利的年齡  

出生年份 全額退休年齡 

1943 至 1954 年 66 歲 

1955 年 66 歲零 2 個月 

1956 年 66 歲零 4 個月 

1957 年 66 歲零 6 個月 

1958年 66 歲零 8 個月 

1959年 66 歲零 10 個月 

1960年及之後 67 歲 

注意：任何一年 1 月 1 日出生的人應使用出生的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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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退休生活 

退休應該是一個可以自主的美好時期 。試想過去3、40年的工作生活，轉為不用再上

班，不只是外表可見的作息、上不上班之不同，連帶人際、社會角色、思考關注的焦點

都有改變。缺少了事先規劃，可能很容易失去生活目標，身心健康也因而受損。  

一般而言，規劃調整退休生活時可以留意下列幾個角度: 維持學習成長、培養發展興

趣， 世界上有學不完的事物，保持學習可以增加生活的豐富度，也可以繼續應用大

腦，降低退化的速度。若有過去因為忙碌而沒有辦法發展的興趣，現在正是時機，發展

新的生活樂趣；也可以投入新的學習，以自己舒服自在的進度學習，不須與人比較競

爭，以享受新知、培養新能力、發掘新樂趣為主要的目的。 

 

社會互動 

上班時大多有社會互動機會，退休後就需要自己安排。

古有名言，「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面對壓力時，社會

接觸可帶來情緒的支持。社會接觸也能幫助自己轉移焦

點，分心去關注他人的需要，而有助於減輕壓力。 

 

角色調整  

在互動中常扮演的角色，在退休前後已有不同，即使不

是由主管職退下，也是資深人員，多對工作有一定的熟

練度，能傳授後輩，扮演部分指導者的角色。退休後，經由回顧、自省，肯定自己所擁

有，也較能接受自己也會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在新探索的場域可能是新手，當然平心

就教、虛心向學；熟悉的場域，在離開後，也宜評估該扮演的到底是支持者或指導者的

角色。學習接受自己的新角色，以適合新角色的方式來因應互動。 

 

健康習慣培養 

隨著年齡的增長，健康狀況逐漸走下坡，退休後可以規劃適當的生活節奏，培養健康的

習慣，來提升健康。例如作息、飲食、運動等方面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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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關係維護 

退休後，空閒時間增加，家人或親近朋友共處的時間加長，也越容易有不同的意見，

需要學習彼此尊重、支持。老年期，許多個人思考、行事習慣已相當穩定，須提醒自

己那並不是唯一的真理，思考、行事要有彈性，多看他人已做到的，感謝對方，形成

家人、親友間良性的互動循

環。 

 

回饋社會  

在生活安排中，照顧自己，回

饋社會例如當義工；適當使用

社會資源，也成為社會資源之

一，在施與受當中維持適當的

平衡，找到愉快、身心健康的

退休生活。 

本文整理自http://epaper.ntuh.gov.tw 臨床心理中心兼任臨床心理師 蘇淑貞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 

員工活動 2017年7月28日（星期五）下午12時到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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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開始華州全面禁止駕駛中手持手機 

新條例規定司機不可在駕駛途中(包括：塞車或等待紅燈)手持任

何電子設備，如：手機，更不容許撥打、接聽電話或發送短信、

看社交網絡或翻閱電子郵件等行為。不屬違法的行為只有：在駕

駛期間僅需一隻手指可完成的動作去停用或啟動個人電子設備的

功能；聯繫緊急服務。 

首次違規，罰款$136及報告保險公司提升保費；二次違規罰款上

升至$235。在警察處罰司機時發現其他不當行為，額外罰款$100。10年內出現4次酒駕，會提

出重罪指控。 

 

6月17日至9月22日往返華埠

與西雅圖市中心Belltown  

99號巴士服務時間增加 

踏入暑期，Metro 99號巴士服務時間增加，包括：平日增加班次 (從華埠全日開出時間：

6:08 am – 11:01 pm；回程路線需注意最後兩班車尾站在S. Jackson St & 5th Ave S，而不

在8th Ave S & s. King St.) ；恢復週末行車(從華埠開出時間：週六9:50 am – 10:55 

pm；週日9:50 am – 10:57 pm) 。以上路線服務的改善有賴經選民投票通過。【改善服務時

間，此路線有助前往社安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牌照部 (Department of 

Licensing)、海濱(Waterfront) 。查詢，請聯絡仁人晴園江小姐206-957-8517】 

 

6月17日至9月4日，18歲以下使用ORCA卡坐車獲優惠：暑假期間，您可能有不少年

青家人探訪您，以下交通優惠消息可轉告您的家人，優惠包括：免費申

請原值 $5的 ORCA卡； 50¢  乘坐 Metro巴士及西雅圖街車 (Seattle 

Streetcar) ；$1乘坐Sound Transit巴士、輕軌(Link light rail)及

火車(Sounder train) 。有興趣申請，可通過三種方法，包括：親自攜

帶年齡証明文件前往華埠Metro顧客服務部(201 S. Jackson Street) ；登入網址：https://

www.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fares-orca/orca-cards/youth/summer-

program.aspx 填寫表格；遇到社區活動中有流動服務站(ORCA-To-Go)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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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素菇夾餅 
材料(1人分量)：  

水50毫升、生粉12克、橄欖油 1/4茶匙、蒜頭(切粒)7克、冬菇(切片)25 克、   

雞腿菇(切片)25克、紅洋葱(切片)25克、牛至(奧勒岡)1/8茶匙、番茄(切粒)5 克、洋

葱(切粒)5克、芫荽(切粒)5克、青檸1/8個 

醃料 :   

豉油 1/4 茶匙   

步驟 ：   

1. 將水加入粟米粉搓成粉團 ，然後壓平 ，

放入烤爐烤成夾餅皮。   

2. 把橄欖油和蒜粒放在平底鑊上 ，加入冬

菇 、雞腿菇、紅洋葱 、奧勒岡,下 鼓油調

味。   

3. 將雜菌放在夾餅皮內 ，再放上番茄 、洋葱和芫荽 ，伴以青檸即可。   

健康小貼士:澳洲註冊營養師兼香港營養學會健康推廣統籌蔡小妍說：「菇類食物 熱量

低且高纖維，有助增加飽肚感, 控制體重。利用葱、蒜 、香草等天然調味 料帶出食物

鮮味 ，絕對是少鹽之選!」  

*資料來源: 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健康家常食譜 

【文娛康樂】              

8月25日為國家公園 (Free Entrance Days in the National 

Parks) ：屆時全美超過400個國家公園提供免費入場。範圍包括：

入場費 (entrance fees) 、商業旅遊費(commercial tour fees) 

及交通門票 (transportation entrance fees) 。詳情，可瀏覽以

下網址：http://www.nps.gov/findapark/

feefreeparksbyst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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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巴士公司主辦的退役巴士周末/節日旅遊團 (Excursion Schedule by Metro Employees 

Historic Vehicle Association)  

 4小時漫遊Snoqualmie Tour：8月20日上午11時，行程：可在瀑布停留（Snoqualmie 

Fall）或在Snoqualmie小市鎮西北火車博物館(Northwest Railway Museum)乘坐1890年火

車，並遠眺瀑布。 

上車及售票處：西雅圖華埠2nd Ave. S. 及 S. Main St西雅圖消防局總部對面停車場行人道

上的臨時攤檔。 

車費： $5 (現金)，5歲以下免費。通常在開車前15分鐘售票，額滿即止！ 

注意：為保護富歷史價值車輛，車上不准進食及飲料 

 

西雅圖中心表演廳及食物閣(Seattle Center - Armory/Center House) 週末活動：阿拉伯節 

(8/16)、伊朗節 (8/16)、巴西節 (8/20)、西藏節 (8/26-27) 。【行動不便者的交通路線建

議：可乘在西湖中心 (Westlake Center)頂樓乘坐空中單軌火車(Monorail，票價：65歲以上

$1單程。】 

 

2017年海洋節部份受歡迎節目 

【其他區份活動可瀏覽其節日網址：http://www.seafair.com/ ，查詢 

(206)728-0123】 

 

華埠/國際區巡遊 (Chinatown Seafair Parade) ：7/23 (週日) 7 – 

9 pm，巡遊起點：華埠第八大道與景街(8th Ave S & S King St.)，沿

景街至第五大道(S King St至5th Ave S)，轉往Weller 街 (S. Weller 

St)，直往至第八大道(8th Ave S)。 

 

 

 

西雅圖市中心大巡遊  (Alaska  Airlines  Seafair  Torchlight  Pa-

rade)  ： 7/29  (週六 )   7:30  pm開始，巡遊路線：由西雅圖中心 

(Seattle Center) 至第四大道 (4th Ave) 。本地電視台Kiro 7會現場直

播。 

 

Bellevue市表爾威藝術博物館藝術嘉年華會 (Bellevue Arts Museum Arts Fair) ：07/28 

至 7/ 30表爾威商場(Bellevue Square)及表爾威藝術博物館(Bellevue Arts Museum) ，詳

情，請瀏覽網址：http://www.bellevuearts.org/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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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大國家歷史保護區(Ebey’s Landing) 

Ebey’s Landing是美國第一個國家歷史保護區，也是

國家公園體系中唯一的歷史保護區。和其他的國家公園

或國家歷史公園不同，Ebey’s Landing是一個充滿生活氣

息的社區。在這裡，你能看到的不僅僅是自然的美景，

更是當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點滴。 

作為美國最大的國家歷史保護區，在17400英畝的

Ebey's Landing 土地上，遊客不僅可以觀賞草原、斷

崖、林地、湖泊、和海灣等自然景觀，還可以遊覽華盛頓州歷史最古老的小鎮庫珀維

爾，在那裡您可以看到古蹟、商店、迷人的海濱和古香古色的小酒館。 

Ebey’s Landing保護區由華盛頓州公園系統、庫珀維爾鎮、國家公園系統、艾蘭縣共

同管理，包含了三個華盛頓州立公園、四個艾倫縣公園、和三個庫珀維爾鎮公園。遊客

可以在這裡徒步、划船、潛水、露營、放風箏、開帆船、騎自行車，也可以觀鳥、觀

鯨、釣魚，多種多樣的體驗讓這裡成為城市人周末休閒的好去處。 

Ebey’s Landing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寶藏，擁有西華盛頓州最受歡迎的海岸步行道Bluff 

Trail，沿途可以看到道格拉斯杉樹和罕見的金碧花 (Golden Paintbrush Plants) 。Bluff Trail

是一個長約3英里的環狀步道，有少量陡坡和沙地的部分。這一區域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寶

藏，斷崖下方靠近海灘的Perego’s Lake是華盛頓州受人為干擾最少的沿海濕地之一。 

在斷崖小徑上，俯瞰普吉灣，面朝大海，微風吹拂，看潮起潮落，遠方的奧利匹克

半島和胡安·德福卡海峽一覽無餘。 

正是因為這一區域生態環境良好，常常能在這裡看到野生動物。每逢春季和夏季在

靠近海水域能看到灰鯨，偶爾能看到鱷蜥，最常見的各種鳥類包括：白頭禿鷹, 紅尾鵟, 

棕脅沙秋鴨, 醜鴨, 衝浪鳧。 

 

入場費：免費 

時間: 星期一到星期天: 12:00 AM - 12:00 AM 

詳情請查詢: 

https://www.nps.gov/ebla/planyourvisit/hours.htm 

地址: 162 Cemetery Rd., Coupeville, WA 98239 

駕駛: 從S Main St和4th Ave S駛入I-5 N，沿I-5 N和WA-

525 N開往Mukilteo的Clinton–Mukilteo，乘Clinton - 

Mukilteo到Clinton，繼續沿WA-525 N開往S Sherman Rd，繼續沿S Sherman Rd行駛，開往

Cemetery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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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幫助耆老取得應享權益及應盡之義務。解決面臨的困難, 

以維持自主自尊,過愉快的獨立生活。 

服務項目及聯絡電話 

耆老諮詢及輔助服務     (206) 624-5633 內線4178   

耆老個案管理部           (206) 624-5633 內線4104 

晴園樂齡中心           (206) 624-5633 內線4121 

家屬照顧者支援計劃     (206) 624-5633 內線4137 

東區耆老外展活動計劃     (206) 624-5633 內線4128 

《社區生活雙月刊》內容可在網上瀏覽！ 

由於讀者反應熱烈,經多次加印後,不少讀者仍未能取閱,因此,我們已將《社

區生活雙月刊》上載到網頁,讓耆老可安在家中,同樣欣賞到精彩內容。 

網址：www.cisc-seattle.org 

讀者如欲郵寄本刊(兩安士)至府上,請自備回郵信封及貼足郵票, 

逕寄仁人服務社耆老快訊收,本社將最新一期寄上。  

 

 

移民局通告在2017年07月份親屬移民截期表如下: 
 

 

 

 

 

 

 

 

 

 

 

 

 

本服務項目由Aging and Disability Service, City of Seattle撥款贊助。 

編輯委員會  

主編 林葉良  

編審  曾子威  

撰文  江潔華  

曾子威  

黃敏怡 

林家萬 

鄧倩菲  

邱子倩 

羅佳富 

周靖雯 

陳偉怡 

版面設計  黃敏怡 

技術支援  杜浩  

各位耆老請注意:開會時間暫停服務  

耆老服務組全體職員於每月第一及第二個星期五早上(八時半時至十二時)舉行例會,耆老諮

詢及輔助服務屆時會暫停服務,下午一時後會照常服務。不便之處, 敬請原諒！     

 

親屬移民 其他地區 中國出生者 

第一優先(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2010年12月22日 2010年12月22日 

第二優先 2-A(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2015年09月08日 2015年09月08日 

第二優先 2-B(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2010年11月01日 2010年11月01日 

第三優先(公民的已婚子女) 2005年07月08日 2005年07月08日 

第四優先 (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 2004年05月08日 2004年05月08日 

親屬移民進度情況 

**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網頁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glish/law-and-policy/bullet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