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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報告針對網

絡釣魚和線上詐騙 

一年一度大型免

費牙科、眼科及

醫療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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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

公眾開放期 

增加跌倒風險的

藥物不可不知 

地址 , Seattle WA  98104     電話：(206) 624-5633    傳真：(206) 624-5634   網址：www.cisc-seattle.org 

(下接第六頁) 

華州福利局設緊急外國人醫療項目 

如果新移民或有親人來美旅遊探親，不

幸遇到緊急事故須進到醫院急症室，相

信很多人都會為龐大的醫療費用憂慮。

其實州政府福利局是設有緊急外國人醫

療項目(Alien Emergency Medical 

Programs,AEM)，專為因綠卡還沒到5年

或沒有社會安全號碼之人士而設的州政府醫療補助。 

COMMUNITY L I VING CONNECTIONS NE WSLE TTER  

誰符合資格參加 

上述綠卡還沒到5年或沒有社會安

全號碼之人士如接受以下一個或

多個醫療服務或其他得到醫管局

（Health Care Authority）的醫

療顧問認可的病症就可以申請： 

 急診室護理，住院，或門診手術 

 癌症治療 

 透析治療 

 器官移植後的抗排斥藥物治療 

 長期護理服務 

如何申請 

如果您： 

 是65歲或以上而且沒有照顧19

歲以下的小孩 

 接受非蘋果計劃(not MAGI-

Medicaid)相關的長期護理服

務 

所負責的政府部門是：華盛頓州

政府福利局DSHS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客戶服

務電話是1-877-50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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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喜公園安裝四部戶外運動機械免費供大眾鍛煉 

您可留意慶喜公園擴展範圍已公開開放使用，除增加戶外枱椅外，還加設四

部戶外運動機械供大眾鍛鍊！大部份機械更加圖文並茂示範使用。不過，大

家使用時要注意量力而為（可調較所需力度）。 

為華埠提供不少房屋/商鋪的SCIDPDA辦公室已搬遷 

原位處華埠布希旅館公寓(Bush Hotel Apartment) 的SCIDPDA 辦公室已從二

樓搬往公園層 (Park Level) ，即可從慶喜公園 (Hing Hay Park) 進入P6室，查詢電話：206-467-6376  

為接收政府發出緊急訊息，除Alert Seattle外, 還有Alert king county您可登記 

你想在公眾健康及安全的大型緊急事故(如：天災水浸山泥傾瀉、地震、火災、大停電、恐襲...)發生時或

之後，通過電郵、公眾媒體(如：facebook 和twitter) 、手機短訊、留言知道政府的公告嗎？原來除西雅

圖市有設立Alert Seattle緊急警報系統(emergency alert system) 外，金郡/縣 (King County) 也設有類

同的警報系統：Alert King County ！不同者是在大家註冊時，只有Alert Seattle才同時將居住在西雅圖

的您的個人基本資料連接在 smart 99系統內！據King County官方解釋，這是財政的限制！詳情可連接到以

下網址： 

西雅圖市：alert.seattle.gov 或www.HYPERLINK "http://

www.smart911.com/"smart911.com 

金郡/縣：www.kingcounty.gov/alertkingcounty 

一年一度大型免費牙科、眼科及醫療診所10月26-29日在西雅圖中心KeyArena舉行 

這是不需要提供患者身份証或移民証明的大型免費社區活動，有關服務包括：牙科：補牙、拔牙、X 光和深

度洗牙。眼科：視力篩查、完整的眼科檢查、閱讀用放大鏡和處方眼鏡。攜帶當前的眼鏡處方(一年內）前

來，以跳過檢查並直接配取眼鏡。 醫療：體檢、子宮頸抹片檢查、X 光、心電圖、乳房 X 光檢查、超聲檢

查、足部護理、傷口護理、選定的實驗室測試、行為健康、免疫注射、針刺療法、自然療 法和脊椎按摩護

理、物理療法諮詢，以及營養和藥方諮詢 資源：社會工作、健康保險方面的幫

助，以及更多.. 

由於參與人數眾多，入場券將於早上 5:00 在 Seattle Center 的 Fisher 

Pavilion（2nd Ave 和 Thomas St 的拐角處）發放    無預先登記：先到先得 

   週六和週日對入場券的需求最大    翻譯員可提供服務    以下兩個地點免費

泊車： - Mercer St. Garage, 650 3rd Ave N - 1st Ave Garage, 220 1st 

Ave N    請攜帶食物、舒適的衣物及任何日常藥 物前來，以備度過很長的一

天。查詢電話：206-684-7200。中文詳情，包括哪些服務將不予提供，可瀏覽

以 下 官 方 網 址 ： http://seattlecenter.org//nas/content/live/scfweb2016/nas/content/live/

scfweb2016/media/2017-Patient-Flyer_Chinese.pdf 

附件的表格是讓受害住客希望受此條例保障所填寫，記錄曾受害的日期、經過、同住人姓名、施暴者或施虐

者姓名(安全情況下公佈) 。如有疑問，歡迎向房屋經理或仁人社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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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圖房屋局住客/申請人收到保障婦女受家暴影響的居住權利聯邦條

例通知書及申報書 

近月不少居住或申請居住在西雅圖房屋局 (Seattle Housing Authority) 管

轄的房屋的住客或申請人均收到共6頁的「保障婦女受家暴影響的居住權利」

(Notice of Occupancy Rights under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簡稱：VAWA)的聯邦條例通知書及申報書。其實，這VAWA條例並非只保障婦女，亦適用於不分性

別、性別認同或性取向的任何獨立個別受害人士或受附屬人士(包括配偶、有家長或監管權兒童的兄

弟姐妹)，受害範圍包括：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約會暴力(dating violence), 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或纏擾 (stalking) 。這些受害人士均不

能因以上理由而拒絕批准入住、終止租約等。當西雅圖房屋

局決定將施暴者或施虐者被驅逐離開房屋時，其他同住者不

應受到牽連。 

國稅局報告針對網絡釣魚和線上詐騙 

回應不少查詢，在電郵收到似是政府部門例如國稅局或銀行發出一些特別電郵，使收件人迷惑應否

開啟。以下內容來自國稅局的官方網站 https://www.irs.gov/uac/report-phishing  

於今年近期發表的建議： 

國稅局不會以電子郵件、簡訊或社交媒體管道主動向納稅

人要求個人或財務資訊。這包括要求信用卡、銀行或其他

金融帳戶專用的個人識別碼(PIN)、密碼或類似的資料存

取資訊。 

什麼是網絡釣魚？(What is phishing?) 

網絡釣魚是一種詐騙，通常透過不請自來的電子郵件及

（或）貌似正當的網站誘使受害者提供個人和財務資訊。 

請向phishing@irs.gov報告所有宣稱是國稅局或國稅局相

關職能的不請自來的電子郵件。如果您因為國稅局相關的事件蒙受任何金錢損失，請向財政部稅務

行政監察長(Treasury Inspector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IGTA))報告，並且透過聯邦貿易委員

會(FTC)的投訴協助(Complaint Assistant)提出投訴，以讓調查員獲得資訊。 

備註：如果您的稅務問題和網絡釣魚或身份竊盜無關，請參閱與國稅局聯絡(Contact the IRS)。 

【資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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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則 

您收到一封宣稱來自國稅局的電子

郵件，要求提供個人資訊、與重大

投資、遺產或彩券有關的稅金… 

 請勿回覆。 

 請勿開啟郵件的任何附件。它們可能含有會使您的電腦或手機

中毒的惡意程式碼。 

 請勿點按任何連結。如果您點按了可疑電子郵件或網站中的連

結並輸入了機密資訊，請瀏覽我們的身份保護網頁。 

 請將電子郵件原文轉寄(Forward)給phishing@irs.gov。請勿轉

發掃描的圖像，因為這會移除寶貴的資訊。   

 刪除原始電子郵件。 

如果您接到自稱是從國稅局打來的

電話，但您懷疑對方並非國稅局人

員… 

 記下員工的姓名、識別號碼、回電號碼和來電號碼顯示（若

有）。 

 請致電1-800-366-4484以確定來電者是否為國稅局員工並有正

當的需求與您聯繫。 

 如果來電者是國稅局員工，請回電。 

 如果不是，請透過phishing@irs.gov (Subject: 'IRS Phone 

Scam') 向TIGTA和我們報告事件。 

如果您接到自稱是從國稅局郵寄或

傳真的信件、通知或表格，但您懷

疑對方並非國稅局人員… 

前往國稅局主頁(IRS home page)搜尋信件、通知或表格的號碼。欺

詐者通常會修改正當的國稅局信件。您也可以在瞭解您的通知或信

件尋找資訊或搜尋表格和刊物(Forms and Pubs)。 

 如果是正當的，您會找到如何回覆或填寫表格的指示。 

 如果您沒有在網站找到資訊或是指示與該信件、通知或表格告

訴您的做法不同，請致電1-800-829-1040以判定它是否正當。 

 如果不是正當的，請透過phishing@irs.gov向TIGTA和我們報告

事件。 

您收到宣稱來自國稅局的不請自來

的傳真， 例如Form W8-BEN，要求

提供個人資訊… 

請透過phishing@irs.gov (Subject: 'FAX') 將電子郵件或掃描的

傳真寄給我們。 

瀏覽FATCA主頁和W8-BEN表(Form W8-BEN)尋找更多資訊。 

如果您收到可疑的國稅局相關通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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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到關於一筆涉及股票或股份購

買的不請自來的電話或電子郵件，

其中涉及可疑的國稅局或財政部文

件，例如「預支費」或「罰款」… 

…您是住在美國或其屬地的美國公民或是住在國外的美國公民。 

 填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

sion)適當的投訴表。 

 將電子郵件轉寄給phishing@irs.gov(Subject: 'Stock')。 

 如果您是金錢或身份竊盜的受害人，您可以將投訴提交給FTC投訴協助

(FTC Complaint Assistant)。 

…您不是美國公民而且住在美國境外。 

 填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

sion)適當的投訴表。 

 聯絡您的證券監管人並提交投訴。 

 將電子郵件轉寄給phishing@irs.gov (Subject: 'Stock')。 

 如果您是金錢或身份竊盜的受害人，您可以向econsumer.gov報告您的

如果您發現某網站自稱是國稅局，

但您懷疑它是假網站… 

... 將可疑網站的URL寄給phishing@irs.gov(Subject: 'Suspicious Web-

site')。 

您收到宣稱是來自國稅局的不請自

來簡訊或簡訊服務 (SMS)… 

 請勿回覆。 

 請勿開啟郵件的任何附件。它們可能含有會使您的電腦或手機中毒的惡

意程式碼。 

 請勿點按任何連結。如果您點按了可疑SMS中的連結並輸入了機密資

訊，請瀏覽我們的身份保護網頁。 

 照簡訊原文傳真給我們：202-552-1226。備註：適用標準的簡訊費率。 

 如果可能，將原始號碼用另一封簡訊傳真給我們：202-552-1226。 

 刪除原始簡訊。 

 如果  則 

您收到並未宣稱是國稅局的可疑網路釣魚電

子郵件 ... 

將電子郵件原文轉寄給reportphishing@antiphishing.org。 

您收到一封懷疑含有惡意程式碼或是惡意附

件的電子郵件，而且您已經點按連結或是下

載附件… 

請瀏覽OnGuardOnline.gov瞭解如果您懷疑電腦裡有惡意軟體

該怎麼辦。 

您收到一封懷疑含有惡意程式碼或是惡意附

件的電子郵件，但是您尚未點按連結或是下

載附件… 

將電子郵件轉寄給您的網路服務提供商的濫用部門及（或）

spam@uce.gov。 

如果您收到並未宣稱是國稅局的可疑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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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可以於www.HYPERLINK "http://www.washingtonconnection.org/"washingtonconnection.org 網上申請或

於www.hca.wa.gov 網站下載HCA18-005表格 (http://www.hca.wa.gov/assets/free-or-low-cost/18-

005.pdf)申請，不論您選擇於網上申請還是遞交書面申請都必須傳真您的醫療報告或任何有關您病症的醫療

文件到 1-888-338-7410。如果您選擇書面申請，請在申請表格最上面寫上“AEM”字樣和您建議計劃開始生

效的日期，然後把完全填寫好的表格跟您的醫療報告或任何有關您

病症的醫療文件一起傳真到 1-888-338-7410。  

如果您： 

所負責的政府部門是： HCA (Health Care Authority)，客戶服務電話是 1-855-923-4633。 

必須通過書面申請，您要於http://www.hca.wa.gov/assets/free-or-low-cost/18-001P.pdf網站下載HCA18

-001P表格申請。請在申請表格最上面寫上“AEM”字樣和您建議計劃開始生效的日期，然後將完全填寫好的

表格跟您的醫療報告或任何有關您病症的醫療文件一起傳真到 1-866-841-2267。 

可能您會有這樣的疑問：“我現在沒有任何醫療報告或相關的醫療文件，可不可以先申請，之後才把文件補

上呢？”醫管局（Health Care Authority）有明文規定醫療報告或相關的醫療文件必須在申請緊急外國人

醫療時遞交。因爲政府主要透過這些文件來決定您是否符合資格。 

所需的文件如果您接受: 

 急診室護理: 1）急診室護理報告； 2）複印一份填寫好的醫院索賠表(UB04) 

 門診手術: 1) 手術報告（必須註明手術已經完成）； 2）複印一份填寫好的醫院索賠表(UB04) 

 住院：1）病歷與最近的身體檢查報告；2）出院總結； 3）複印一份填寫好的醫院索賠表(UB04) 

 癌症治療：1）主診醫生寫的癌症治療計劃； 2）病理報告 （如果

有） 

 透析治療：透析中心所寫的透析流程圖或主診醫生寫的治療計劃 

 器官移植後的抗排斥藥物治療：主診醫生/其他醫護人員所寫的治療

計劃 （必須註明所需的藥物） 

爲了防止您的文件遺失或與其他申請者的文件混亂，請在所有遞交的文

件頂部寫上：1）“AEM”字樣； 2）申請人的姓名； 3）申請人的生日； 跟4）州政府客戶編號 （ACES 

Client ID number, 不是必需的，如有請提供，會對表格審核有幫助)。 

 是19歲至64歲 

 沒有享受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接受與蘋果計劃(MAGI-

Medicaid)相關的長期護理服

務 

華州福利局設緊急外國人醫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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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至64歲的人士 (沒有資產限制) 

爲了確保您不符合資格申請州政府醫療補助/蘋果計劃，在申請緊急外國人醫療時您可能需要遞交有關的移

民文件（只適用於合法居民）： 

如有收到政府的電話，信件，或傳真要求遞交額外的文件，請務必在10天内提供。如果政府在10 天内未收

到所需的文件，您的申請將會被拒絕。 

收入跟資產標準是視乎申請人符合哪類型的緊急外國人醫療。例如： 
 

 65歲或以上的人士 

參考資料 

https://www.dshs.wa.gov/esa/community-services-offices/alien-emergency-medical-programs 

https://www.hca.wa.gov/free-or-low-cost-health-care/program-administration/apple-health-alien-medical-

programs 

https://www.hca.wa.gov/assets/free-or-low-cost/aem_process.pdf 

 

緊急外國人醫療是由社會健康服務部（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的Specialized 

Medical Unit負責審批。以上資料只作參考用途，所有資料均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公佈為準。如有疑問或

想更詳細地了解緊急外國人醫療，可以聯係： 

Specialized Medical Unit Contac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PO Box 11699 

Tacoma, WA 98411-9905 

電話：(877) 501-2233 

家庭人數 收入限制（每個月，未扣稅前） 

1 $1,387 

2 $1,868 

3 $2,348 

4 $2,829 

5 $3,310 

6 $3,790 

家庭人數 收入限制（每個月，未扣

稅前） 

資產限制 

1 $735 $2,000 

2 $1,103 $3,000 

 綠卡（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I-94 

 移民簽證 

 工作許可證(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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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談稅表謄本類別及申請方法 

大家在申請福利或補助填寫表格時，往往會被要求提交由國

稅局核實的報稅紀錄即稅表謄本（Transcript of Tax 

Return）或者要提供沒有報稅紀錄的謄本證明時，相信大家

都會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以下的內容主要講解如何可以取得

稅表謄本以及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會提供稅

表謄本的類型。 

取得謄本的方式： 

 網上取得謄本 (Get Transcript ONLINE)：您可以通過上稅局網站 （https://

www.irs.gov/individuals/get-transcript）， 註冊用戶，使用網上取得謄本來查

看、影印或下載以下的所有謄本類型。 

 郵寄謄本 (Get Transcript by MAIL)：如果您無法上網註冊，您亦可以填寫網上

表格的方法取得謄本。 網站是：https://www.irs.gov/individuals/get-

transcript。當稅局收到您的請求後，將會以郵寄形式，在5至10個日內寄到謄本。 

 致電1-800-908-9946申請取得謄本。當稅局收到您的請求，將會以郵寄形式，在5

到至10個日內寄到謄本。 

 填寫4506-T表 （索取稅表謄本－Form 

4506-T, Request for transcript of 

Tax return）， 索取以下任何一種謄

本。 

稅局會免費向您提供以下謄本類型： 

 稅表謄本 (Tax Return Transcript) 

－例如：1040表、1040A 或 1040EZ。稅表謄本只會顯示目前稅務年度以及前三年的稅

表狀況。稅表謄本通常可以符合提供房屋貸款和學生貸款的借款機構要求。注意：夫

妻聯合報稅表的第二位報稅人只可以通過網上註冊用戶或填寫4506-T表來索取稅表謄

本。使用網上填表提出郵寄謄本的方法或者電話申請時，必須由報稅表上的主要納稅

人提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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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帳戶謄本 (Tax Account Transcript) － 使用網上註冊申請或者填寫4506-T

表取得謄本時，謄本只能顯示目前以及最多過去十年的稅務帳戶的狀況。使用收到郵

寄謄本方法或電話申請時，您只能獲得目前稅務年度和過去三年的稅務帳戶的狀況。 

 帳戶記錄謄本 (Record of Account Transcript) － 將稅表和稅務帳戶謄本的資

料結合成一分完成的謄本。使用網上註冊申請或者填寫4506-T表取得謄本，該副本只

適用於目前以及過去三年已經處理的稅表。 

 工資和收入謄本 (Wage and Income Transcript) － 例如：W-2、1099 、1098、 

5498表。使用網上註冊或填寫4506-T申請，該謄本可追溯到過往十個稅務年度。 

 不申報證書 (Verification of Non-Filing Letter) －稅局將會提供證明顯示您

在過去三年沒有申報1040表、1040A 或 1040EZ的記錄。如果您需要三年以前沒有報稅

記錄，您必須使用4506-T表。 

注意：謄本並不是稅表影印本。如果需要原始稅表的副本，請填寫4506表（索取稅表副

本－Form 4506, Request for Copy of Tax Return）。 

網上取得謄本所需要資料： 

收到郵寄謄本所需要資料 （通過網上提出請求）： 

 您的社會安全號碼（工卡號碼）或個人報稅識別號碼 （ITIN）; 

 出生日期，

以及； 

 您的最新稅

表的地址。 

 

 

 您的社會安全號碼（工卡號碼），出生

日期，報稅身份 （單身報稅或夫妻聯合

報稅）和您的最新稅表的地址； 

 電子郵件帳戶 

 信用卡、房屋貸款或汽車貸款的帳戶號

碼； 

 具有您的列名帳戶的行動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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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醫療保險公眾開放期 

美國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是國家為65歲或以上民眾而設的醫療保險計劃。每一年，聯邦醫療保險C

部份（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及D部份（處方藥物計劃）的公眾開放期為10月15日至12月7日。在此期間，

您可以改變您現有的聯邦醫療保險或處方藥計劃；以下是您在聯邦醫療保險開放期可以進行的變更種類： 

 從傳統聯邦醫療保險 (A 部份和 B 部份) 變更到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C 部份)，反之亦然。 

 從某個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C部份)轉換到其他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 

 加入、轉換或取消聯邦醫療保險處方配藥 (D 部份) 計劃。如果您取

消 D 部份承保後又想加入，可能會被收取保費罰款。 

如果您變更計劃，您做的變更會在明年 1 月 1 日生效。如果您決定保留

現有計劃，下個日曆年度會自動續約。 

公眾開放期的重要性 

即使您對現時持有的醫療計劃很滿意，保險公司每年都有可能更改保險計

劃的月費或受保範圍。換言之，即使您今年所服用的藥物在受保範圍內，明年未必會受保；明年保險公司的

月費亦有可能會增加。因此，紅藍卡持有人應該利用這段期間，檢視過去一年的健康狀況，以及現時保險計

劃是否會在明年有轉變，來確認是否該轉換保險計劃。 

 請留意本社舉辦的聯邦醫療保險講座，以便取得更新資訊及協助申請 

申請成為代收款人可為家庭成員管理福利金 
根據人口調查辦事處數據指出，美國將近有多達5700萬殘疾人士，30%成年人士會給患病或殘疾的家庭成員

提供照顧和幫助；當中不少更要代為管理由社會安全局發出的社安金或生活補助金。 

社會安全局設立的收款人代表是用來幫助沒有能力去管理接收和查閱有關社會安全金，及社會生活補助金

（ＳＳＩ）收入的孩童以及成年人士。一個代收款人的主要使命是用社安金或補助金去支付受益人現在或者

將來的生活需要，以及適當的節省受益人當前不需要支出的金錢。 

代收款人必須記錄受顧者的補助金開支，當社安局要求提交報告時，代收款人必須提供一個能顯示支出細節

以及資金節省的帳單。想了解更多關於代收款人項目請登錄網站 www.socialsecurity.gov/payee. 

代收款人通常都是一位可信的家庭成員或者朋友，但是當朋友或者家庭成員不能幫助受益人代收款的時候，

社會安全局會尋找合格的個人或者組織為受益人的代表管理社安金或補助金。想成為一個授權的代受款人必

須持有授權書，或者代收款人的銀行賬戶要與受益人補助金的賬戶不同。如要成為一個代收款人管理家庭成

員的社安局發出的福利金，您必須向社會安全部門預約申請。 

當前，超過600萬名收款人管理高達八百億美元社安金及補助金，350萬的成年人和400萬的兒童被確認為沒

有能力去管理他們自己的福利金。這種現象表明隨著人口增長需要幫助管理福利金的人士，在將來的幾十年

會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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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跌倒風險的藥物不可不知 

跌倒可能會造成身體上明顯的傷害，嚴重者甚至導致死亡，特別對老人家來說，

更會帶給醫療體系或家庭龐大的照護負擔。根據台灣當局於1999年及2007年的調

查指出，65歲以上長者過去一年曾發生跌倒的比率由18.2%增為21.0%，跌傷的比

率也由6.7%增為7.2%；而跌倒亦為老年人事故傷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跌倒發生的原因相當多，包括肌力不足、急性或慢性疾病、認知功能障礙、居家

環境不良以及藥物的使用等。藥物的使用是其中可以避免的因素之一，除了特定種類的藥物，多重藥物的使

用、藥物劑量的改變以及藥物服用順從性較差的病人，都會增加跌倒的風險。 

到底哪些藥物與跌倒有相關性？一般而言，會增加跌倒風險的藥物可分為作用於中樞及心血管系統兩大類。 

中樞系統： 作用在中樞系統的藥物包括鎮靜安眠藥（Benzodiazepines, BZDs）、抗憂鬱藥物及抗精神病藥

物。使用這些藥品與增加跌倒風險有顯著的相關，但風險的增加與長期使用或初次使用相關仍尚未有定論。

此外長效型或短效型的BZDs對於跌倒風險的影響，也未有一致的結果。而選擇性的抗憂鬱藥品，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雖然資料相較於傳統的抗憂鬱藥品較少，仍有研究指出使用

SSRIs在50歲以上的病人，會增加2倍的骨折機率。 

心血管系統：作用在心血管系統的藥物之中，造成血管擴張者，會增加跌倒的風險。其他可能的原因包括藥

物造成的電解質不平衡、心跳變慢等，特別是老年人對此類的藥物也可能較敏感，增加副作用發生的機會。 

其他可能的藥品： 此外糖尿病藥物、緩瀉劑、抗癲癇藥物、帕金森氏症治療藥品及感冒常用藥物抗組織胺

等，可能因為藥物本身的副作用，例如增加如廁的頻率、低血糖、嗜睡、頭暈等而提高跌倒的風險。可能引

起病人跌倒風險的藥物種類見附表一。 

附表一可能導致跌倒藥物 

分類 藥品 造成跌倒的機轉 

鎮靜安眠藥 BZDs 嗜睡·暈眩·腳步不穩 

抗精神病藥物 Antidepressants, Anticholiner-

gics, Antipsychotics 

椎體外症群（ex肌肉張力異常·不平

衡感）·低血壓·鎮靜作用 

麻醉止痛劑 Anesthetict (include fentanyl, 

morphine) 

鎮靜作用·肌肉鬆弛·意識混亂 

心血管藥物 Antihypertensives, diuretics, 

digoxin 

疲憊·低血壓·暈眩·電解質不平衡 

降血糖藥物 Antihyperglycemics 低血糖症狀·暈眩 

抗組織胺劑 Antihistamines 鎮靜作用·肌肉鬆弛 

緩瀉劑 Laxatives 增加病人如廁的頻率 

抗癲癇藥物 Anticonvulsants 鎮靜作用·嗜睡 

帕金森氏症藥物 Parkinsonism medications 姿勢性低血壓·嗜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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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安全駕駛錦囊 
根據研究指出，到2030年，美國65歲或以上的人口將會有多達7000萬人，當

中八至九成的長者，仍然會持有駕駛執照。 美國國立老年研究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最近亦就長者駕駛遇到的問題及安全技

巧，發表文章，希望能幫助長者改善駕駛技巧及決定是否是時候放棄開車。 

視力困難 

你的視力可以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 看路牌、交通標誌或甚至認識地方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在晚上，

你可能很難看清楚事物。對迎面而來的車燈或路燈產生的眩光，感覺有問題。 而在陽光普照的日天，亦會感

到視力困難。眼睛疾病例如青光眼，白內障和黃斑病以及一些藥物也可能引起視力問題。 

安全駕駛技巧：如果您年齡在65歲以上，請至少每1至2年看一次眼科醫生， 詢問是否有方法改善視力。如果

駕駛時需要戴眼鏡或隱形眼鏡，請確保您的處方眼鏡是最新和正確的如果在晚黑看東西困難，請切勿在晚上

駕駛。 盡量避免在日出和日落時駕駛，因太陽直接進入您的視線時，會大大影響視力。另外至少在50歲以後

每3年檢查一下聽力。與醫生討論您對聽力的關注,及改善方法。駕駛時盡可能保持車內寧靜。 

反應緩慢 

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反應亦可能會變慢,不會像過去那樣快速地做出反應。你可能會發現你的注意力越來越

短，更難在同一時間做出兩件事情。 僵硬的關節或無力的肌肉也可以令您更難快速移動身體。 如手指和腳

部失去感覺或刺痛，更可能會導致腳踏煞車掣或油門有困難。中風後或帕金森遜病的局限,更使駕駛不安全。 

聽力困難 

隨著年齡的增長，您的聽力也可能會改變，使得更難注意到喇叭，警笛聲，甚至來自您自己的汽車發出的噪

音亦不會留意。  

安全駕駛技巧：在你和前車距離留下更多的空間。當您需要停車時，儘早開始煞車。避免交通繁忙地區或高

峰時段駕駛。如果您必須在高速公路上駕駛，請盡可能保持車輛在右側車道。 交通在那裡較慢，給您更多的

時間做出安全駕駛行動。 

【健康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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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駕駛技巧：在你和前車距離留下更多的空間。當您需要停車時，儘早開始煞車。避免交通繁忙地區或高

峰時段駕駛。如果您必須在高速公路上駕駛，請盡可能保持車輛在右側車道。 交通在那裡較慢，給您更多的

時間做出安全駕駛行動。 

是時候放棄開車嗎？ 

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來決定人們到什麼年齡便應該停止駕駛。 那麼您怎

樣知道應該停下來呢？ 為了幫助決定，應問問自己： 

其他司機常常對我響安嗎？是否經常有交通意外，即使是輕微碰撞？在我

熟悉的道路上迷路？察覺不到行駛的汽車或行人？駕駛時經常分心嗎？有

家人、朋友或醫生都說擔心我的駕駛？我開車少了，因為我不肯定我的駕駛技術好像以前一樣？我在行車道

上駕駛有困難嗎？當腳踏煞車掣或油門時是否感到困難，或有時會混淆兩者嗎？我是否因為駕駛問題而被警

察截停過嗎？ 

如果您對以上這些問題回答“是”，可能是時候與您的醫生討論應否繼續駕駛或進行駕駛評估了。 

您或許會擔心如果停止開車便不能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擔憂。但其實除了開車外，還有很

多出行方法的。 包括為65歲或以上長者而設的減費巴士卡或出租的士劵。慈善組織或義工們提供前往雜貨

店，商場或醫生辦公室等接送服務。 

最後文章總結為長者提供更多安全駕駛技巧： 

在您回家之前：熟悉的街道上及容易到達和靠近家的地方開車。避免在危險地方駕駛，如斜坡和左轉。減少

在夜間開車。當您受到壓力或疲勞時，不要開車。 

開車的時候：全程佩戴安全帶，並確保乘客也佩戴安全帶。如果需要，請戴上眼鏡和/或助聽器。停止使用手

機。駕駛時避免分心，如吃飯，聽收音機或聊天。如需要，使用窗戶除霜器保持前窗和後窗清潔。 

原處於50號碼頭的金郡/縣的士(King County Water Taxi) 暫移往52號碼頭旁 

由於西雅圖海濱50號碼頭進行為一年多的工程，原處於50號碼頭的金郡/縣的士暫移往52號

碼頭旁，而駕車前往52碼頭則注意不同入口：電單車及長於40呎的貨車改在Yesler Way進

入，而普通私家車則在Madison Street. 

10月1日起華州渡輪(ferry) 船費將調升：西雅圖52號碼頭往來Bremerton  島和Brainbridge Island；

Edmond往來Kingston的船費將作調升為: 6-18歲或65歲以上或殘障乘客$4.20 (2018年為$4.25) ；19-64歲乘

客$8.40 (2018年為$8.55) 

西雅圖電車/街車(Seattle Street Car) ：售票機：新增功能（位處「X」和「√」的按鍵旁）：單程 

(single pass)及日票(day pass)，可在購票當日無限次乘坐，持低收入人士ORCA-LIFT

乘客不適用。電車/街車購票方式：不接受紙幣，只接受信用卡和硬幣如五分、一角、兩

角半及一元 。聯絡方法：由於此交通工具由King County Metro負責操作，任何資訊或

投訴可聯絡顧客服務部206-553-3000，車站保養(shelter maintenance)：206-684-

7623。 

【交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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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燜豬扒 
材 料 (2人 分 量 ）：  

厚身豬扒連骨(約2厘米厚) 2塊 、洋蔥 2個、清水 480毫升

(2量杯) 、老抽 2湯匙、 

生抽 1茶匙、糖 1湯匙。  

烹調步驟: 

1. 把豬扒邊的根膜用刀切開，再用刀背剁鬆豬扒。  

2. 洋蔥每個切開四邊，連同豬扒放入煲中。  

3. 加清水入煲至剛好蓋過豬扒和洋蔥，然後加入老抽、生抽及糖。  

4. 蓋好煲蓋，大火滾5分鐘，然後轉小火燜1小時15分鐘，至豬扒變焾為止。  

5. 把豬扒取出置於碟上。大火把煲內的汁煮至稠，淋在豬扒上即成。 

健康小貼士：其實要製作美味佳餚，不一定選用特別或昂貴的食材，就如這菜式便用上易於購買的豬扒和

洋蔥。而汁料方面，取材大量洋蔥熬成，與現成黑椒汁相比，除含較少鹽分(鈉質)外，亦能保持同樣濃郁

的味道，還帶出長時間燜煮的洋蔥甜味呢!  

*資料來源: 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健康家常食譜 

 西雅圖中心大樓(Seattle Center-Armory/Center House) 每月週末免費文化節日：意大利節 (9/23 - 

24)；克羅地亞節 (10 /1)；土耳其節 (10 /14 - 15 )；印度節(10/21)；墨西哥節(10 /28-29)。 

【較易交通路線建議：可乘MT巴士公司1號巴士或在西湖中心 (Westlake Center)頂樓乘坐空中單軌火車

(Monorail)到達會場】 

 Renton市多元文化節(Renton Multicultural Festival) 9/22 (週五) 7-10 pm (Carco Theatre,1717 

SE Maple Valley Hwy,Renton) 及9/23 (週六) 3-7 pm (Renton Pavillion 

Event Center & Plazza Park,233 Burnett Ave.S., Renton),免費節目包

括：音樂、舞蹈、故事、藝術。仁人屆時也有攤檔,及義工演示書法及手工藝 

 9/30全國國家公共土地日(National Public Lands Day) 這是一年內有多次的免費入場措施！適用於全

美共有407個國家公園，其中約有127個公園若需要進入，便得繳付$80年費(annual pass)或$10耆老年費

(senior pass)，包括：入場費 (entrance fees)、商業旅遊費(commercial tour fees) 及交通門票  

(transportation entrance fees)。 

 ISSAQUAH市三文魚節 (Salmon Days Festival) 10月7 - 8日10am。地點：155 NW 

Gilman Blvd, Issaquah, WA 98027 

【文娛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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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州摘蘋果好去處 

秋天是最好的季節去摘蘋果, 參加蘋果慶祝活動並慶祝收穫。由於華盛頓州佔全國蘋

果百分之60供應量,因此，華盛頓州是全國有最好的蘋果採摘地點。在西雅圖附近就大約有

11 英畝果園是提供摘蘋果，而The Farm at Swan’s Trail就是其中之一個。 

The Farm at Swan’s Trail位於Snohomish 並提供三種不同品種的美味蘋果，其中包

括喬納金蘋果 (Jonagold)，蜜脆 (Honeycrisp)，和姬娜 (Gala)。每當豐收的季節，空氣

裡滿是甜絲絲的蘋果香味。 

在蘋果園， 您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蘋果和試吃。不一樣的蘋果品種有不一樣的成熟時

間，比如蜜脆 (Honeycrisp)，和姬娜 (Gala)蘋果通常在九月初開始成熟，而喬納金蘋果 

(Jonagold)就大概會在九月底開始成熟。但無論是哪一種都一樣是美味無比。 

溫馨提示： 

 根據氣候和溫度條件具體的採摘蘋果開放時間會有不同，需要提前打電話去農場了解具

體安排。 

 價格每年有所不同，需要等到到採摘開放期才會得知。 

入場費和停車費：免費 

時間：星期一至日：早上10點至晚上6點 

地址：7301 Rivershore Road Snohomish, WA 98290 

駕駛車:從西雅圖出發>從4th Ave駛入I-5 N>沿I-5 N前往Snohomish County的20th St SE>

從US-2 E出口下交流道前往Ebey Island/Homeacres Rd>走51st Ave SE 、43rd Ave SE、

52nd St SE/Ebey Island Rd和Home Acres Rd前往目的地 

詳情請打電話諮詢或瀏覽以下網站： 

電話：425.334.4124 

網站：http://www.thefarm1.co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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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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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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靖雯 

 

版面設計  鄧倩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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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01日 2012年01月01日 

第二優先 2-A(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2016年11月01日 2016年11月01日 

第二優先 2-B(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2011年09月01日 2011年09月01日 

第三優先(公民的已婚子女) 2005年12月01日 2005年12月01日 

第四優先 (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 2004年11月15日 2004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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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