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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醫療保險18年度公開申請期 

2018年度奧巴馬醫療保險的公開申請期現已展開，公開申請期為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

月15日。假如錯過了上年度的公開申請期或需要轉換合資格健康計劃(Qualify Health 

Plan-QHP)，便可於該限期內作出申請或改變。 

２０１8年罰款詳情 

如果你是有能力但没有購買醫療保險，將會被

罰款。在2018年假如你沒有購買醫療保險，你的罰款金額將會是你的總年收入裡的2.5%或

按每位成人計算的$695(兩者以較高金額為準) ，每名18歲以下兒童罰款金額為$347.50；

而每人最高罰款金額為$2,085。 

若要更改明年保險計劃須於12月15日前繳付保費 

假若去年透過華州醫療保險交易市場-WAHealthPlanFinder申請合資格健康計劃，由2017

年11月1日開始將可以更新2018年健康醫療保險。大部份華州醫療保險交易市場用戶可能

合資格自動更新他們現有的健康醫療保險計劃。同樣地，他們亦有權利去更改他們的申請

表格資料或購買一個新的醫療健康計劃。 

現有的用戶應留意自己的信箱，查看有沒有收到由華州醫療保險交易市場寄出的公開申請

更新信件(Open Enrollment Renewal Letter)。該信件會提供更多關於2018年醫療保險計

劃的改變及更新過程。受保者亦可能會收到由醫療保險公司發出的信件以詳細說明該保險

計劃2018年的改變。如果是新的或現有的合資格健康計劃參加者，若要自選的合資格健康

計劃於2018年1月1日生效，那麼參加者便需於2017年12月15日下午四時五十九分或之前繳

付有關之醫療保險月費。若錯過了該日期和時間，便可能延誤了醫療保險的生效日期。 

若要合資格自動更新醫療保險計劃需符合以下條件: 1)已選的醫療保險計劃在2018年仍繼

續提供參保; 2) 參加者同意授權Washington Health Benefit Exchange查證他們是否還

有資格接受2018年稅務補助; 3)基於收入水平、家庭大小、身份資料來評定參加者是否還

合資格接受已選的醫療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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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華埠/國際區的國際診所 (ICHS)增加服務時間 

 藥房：現時的服務時間已增加為平日服務時間9 am – 6 pm (沒有午餐關門休息時間) ，而星期六更

開放為：9 am – 1 pm和2 pm – 5 pm。注意此開放時間不適用於Holy Park 和Shoreline的藥房。 

 醫療診所及牙科診所：現時的醫療診所服務時間已更改為：星期一、二及五7:30 am – 6 pm; 星期三

及四7:30 am-7pm; 星期六8:30 am – 5 pm。而牙科診所服務時間則改為星期一至六7:30 am – 6 pm 

 

華埠/國際區鄰里通訊最新消息：這份英文通訊由區內機構CIDBIA負責撰寫，有興趣了解詳情，請瀏覽網

址 ：  http://mailchi.mp/cidbia/chinatown-international-district-newsletter-oct-24-2017?

e=d7fadce06c 。來自10月26日內文，請保留以下聯絡資料，以便遇需要時尋求協助：(a) 人為垃圾

(human  waste)  、清理塗鴉  graffiti  cleanup)  、垃圾捨取 (litter  pickup)  、生物危害物

(biohazards), 致電(206)382-1197分機4或電郵clean@cidbia.org與Lien Pham (街道清潔統籌員)聯絡，

儘可能提供相片及準確位置；(b) 公眾安全統籌員 (Public Safety Coordinator) : Sonny Nguyen先生 

(206) 838-8718，sonnyn@seattlechinatownid.com；(c) 翻查區內閉路電視紀錄 (access to security 

camera  footage)  ( 只 限 於 特 別 事 故 發 生 後 14 日 內 )  ，致 電 (206)  382-1197 分 機 3 或 電 郵

monica@cidbia.org 與Monica Ly 聯絡。 

 

第三年的「西雅圖公眾安全調查」 (Seattle Public Safety Survey) 現正展開：這次西雅圖大學

(Seattle University) 連續第三年的調查，目標是收集居住或/及工作於西雅圖市市民對社區安全和保安

的顧慮的調查，以便大學將調查結果報告給西雅圖警察局。調查問卷會以11種語言(包括中文) 進行。有

興趣參加這項調查者，可在10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間通過網址：http://publicsafetysurvey.org或到來

仁人晴園索取問卷，或於11月16日(星期四) 1:00-2:30 pm到來晴園集體填寫。  

員工活動: 11月22日（星期三）中午12點至2點 

感恩節假期：11月23日（星期四）全日；11月24日（星期五）全日 

員工活動: 12月15日 （星期五） 下午1點至5點 

聖誕節假期：12月25日（星期一）全日；12月26日（星期二）全日 

2018年元旦假期: 2018年1月1日 （星期一）全日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 

http://mailchi.mp/cidbia/chinatown-international-district-newsletter-oct-24-2017?e=d7fadce06c
http://mailchi.mp/cidbia/chinatown-international-district-newsletter-oct-24-2017?e=d7fadce06c
mailto:clean@cidbia.org
mailto:sonnyn@seattlechinatownid.com
mailto:monica@cidbia.org
http://publicsafetysurve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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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暖氣能源補助計劃詳情 
踏入寒冷的季節，又是申請暖氣能源補助的時候。以電力，油或者木材作為暖氣燃料的低收入能源補助計劃

（LIHEAP），及以天然氣作為暖氣燃料的暖氣費能源補助計劃（PSE）：已分別在10月10日以及10月2日開始

接受申請，申請期直到明年6月30日或者補助撥款用完為止。 

 

撥款機構Centerstone主要服務地區為西雅圖，Centerstone發言人表示，每年十月為暖氣費申請季度開始，

故合資格人士如在今年一月份已申請暖氣費補助,到十月份新季度開始時亦可提出申請,但強調每季度只可獲

補助一次。 

 

發言人又表示，西雅圖居民申請暖氣費補助時，在其Seattle City Light的電費帳單內，保留的電費補助金

額並無上限設定；但另一間能源供應商Puget Sound Energy的用戶，在其帳單戶口內保留的補助金金額則不

可超過六百元，否則必須待戶口內的有關金額少於六百元時,才可申請暖氣費補助。 

 

符合資格的收入標準： 

 

 

 

 

 

 

 

 

 

 

 

 

 

Centerstone服務郵區號碼為：98101、98102、98103、98104、98105、98106*、98107、98108、98109、

98112、98115、98116、98117、98118、98121、98122、98125、98126、98133*、98134、98136、98144、

98155、98177*、98178*、98199 （標註星號的郵區可能不屬於西雅圖城市範圍，詳情請致電 206-812-4940 

查詢。 

申請方法： 

1.撥打電話206-486-6828預約申請面談時間。 

2.網上預約申請面談時間。網址：https://centerstone.itfrontdesk.com。此網頁並提供查看或取消面

談。申請後10天追查資助金額及打印撥款信件。除非被要求，Centerstone不會逐一寄撥款信件通

知。因此網上查詢是最直接和快速的方法，得知可獲的暖氣費補助金額。 

 

家庭人數 低收入能源補助LIHEAP(貧窮線

125%) 

暖氣費能源補助PSE(貧窮線

150%) 

1人 $1,256 $1,508 

2人 $1,692 $2,030 

3人 $2,127 $2,553 

4人 $2,563 $3,075 

5人 $2,998 $3,598 

6人 $3,433 $4,120 

https://centerstone.itfront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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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帶齊以下所需文件到仁人服務社填表申請： 

 身份證明：申請者的華盛頓州身份證、如有同住兒童可攜帶出生證明、及社會安全卡（今年申請所

有同住家庭成員必須提供社會安全卡號碼的証明或合法居美的証明）； 

房屋證明：房租收據，房屋租約，房地稅收據或貸款證明等；  

收入證明：最近三個月的收入證明，政府信件等； 

能源賬單：最近期並列有申請人姓名及地址的能源月費單據(如 Puget Sound Energy 或Seattle 

City Light等)。  

撥款機構Hopelink主要服務東區包括Bellevue、Kirkland、Redmond，及Issaquah等。服務的郵區號碼範圍

有 98004、 98012 *、 98029、 98052、 98072、 98160、 98005、 98014、 98033、 98053、 98073、 

98177、 98006、 98015、 98034、 98055、 98074、 98224、 98007、 98019、 98039、 98056 ***、 

98075、 98228、 98008、 98024、 98040、 98059 ***、 98077 **、98009、 98027、 98045、 98065、 

98133 **、 98011 、98028、 98050 、98068、 98155。（*只限於金郡。 **145街以北。***只限於

Newcastle City。） 

 

申請方法： 

1.撥打電話425-658-2592預約申請面談時間。 

2.網上預約申請面談時間。網址：https://hopelink.itfrontdesk.com。網頁可以查看或者取消面談的

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開放預約面談時間位置是在每週一的早上9時，由於目前是預約申請的高峰期，開放的面談

時間很快就被約滿，因此建議在星期一早上9時預約，或者待高峰期過後預約。 

 

另一個撥款機構Multi-Service Center主要服務地區為南區，服務郵區編號範圍： 98001、 98002、 

98003、 98010、 98013、 98022、 98023、 98025、 98027、 98030、 98031、 98032、 98038、 

98042、 98047、 98050、 98051、 98054、 98055、 98056、 98057、 98058、 98059、 98063、 

98064、 98070、 98092、 98106（Roxbury以南）、 98146、 98148、 98158、 98166、 98168、 98178

（西雅圖市範圍以外）、 98188、 98198。 

 

申請方法： 

 

1.撥打電話253-517-2263預約申請面談時間。 

2.網上預約申請面談時間。網址：https://msc.itfrontdesk.com。網頁也可

以查看或者取消面談的服務。 

https://hopelink.itfrontdesk.com/
https://msc.itfrontde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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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處方藥物計劃 – PART D  

紅藍卡持有人士可於每年的10月15日到12月7日期間，

參加或更改處方藥物計劃-PART D。月費則視乎不同計

劃而定, 2018年的最高月費為 $160.50, 最低月費為

$12.60。如果您每年收入多於$ 85,000, 你有可能需

要支付額外月費。 

 

假如您沒有按時申請，而又不能提供其他有效的處方藥物計劃或不符合「額外援助」(EXTRA 

HELP)資格，您將要支付罰款，而罰款將取決於您逾期申請處方藥物計劃時間而定。 

 

處方藥物計劃補助 - EXTRA HELP     

 

為幫助低收入人士, 政府設立處方藥物計劃補助 - EXTRA HELP, 以幫助有需要人士支付每月保險

費 (PREMIUMS)、年度自付費(DEDUCTIBLES)、部分的共付費(CO-PAYMENT), 而申請人必須符合收

入及資產的規定。如有領取社會補助金(SSI)、Medicaid(州政府醫療補助)、獲州政府豁免申請人

紅藍卡保險費用人士則自動獲得處方藥物計劃補助 - EXTRA HELP。 

 

如有州政府醫療補助(MEDICAID CNP)，每種普通藥共付額為$1.25-$3.35。如只符合藥物計劃補助

共付額為$3.70-$8.35 以下是2018年參與處方藥物計劃補助 - EXTRA HELP，即保險月費為$0。 

保險公司名單：              計劃編號 

 

AETNA MEDICARE RX SAVER (PDP)             S5810/064 

CIGNA HEALTHSPRING RX SECURE (PDP)        S5617/148 

ENVISIONRXPLUS SILVER (PDP)               S7694/030 

HUMANA PREFERRED RX PLAN (PDP)            S5884/113 

SILVER SCRIPT CHOICE (PDP)                S5601/060 

SYMPHONIX VALUE RX (PDP)                  S0522/030 

WELLCARE CLASSIC (PDP)                    S4802/020 

參考資料 

http://www.insurance.wa.gov/your-insurance/medicare/prescription-drug-coverage-d/ 

https://www.medicare.gov/part-d/costs/premiums/drug-plan-premiums.html 

https://www.insurance.w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8-medicare-standalone-plans.pdf 

http://www.insurance.wa.gov/your-insurance/medicare/prescription-drug-coverage-d/
https://www.medicare.gov/part-d/costs/premiums/drug-plan-premiums.html
https://www.insurance.w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18-medicare-standalone-pla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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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蘋果健康計劃(Apple Health-Medicaid) 

如果是屬於蘋果健康計劃(Apple Health-Medicaid)他們將在蘋果健康計劃有效期前60天收到更新通知。除此之外，蘋

果健康計劃是沒有申請期限的，如合資格可在一年內任何時候作出申請。蘋果健康計劃申請資格如下: 個人每月收入

不超過$1,387、2人家庭每月收入不超過$1,868 (四人家庭每月收入不超過$2,829)並且持有綠卡超過5年或美國公民。 

2018年仍舊保留牙科醫療保險 

華州保險交易平台市場WAHealthPlanFinder今年度申請期，仍繼續提供牙科醫療保險，包括個人、家庭及小孩合資格

牙科計劃。若要購買牙科醫療保險，一定要在華州保險交易平台市場中已購買健康醫療保險，方可購買牙科醫療保

險，不可只購買牙科醫療保險，而不購買健康醫療保險。 

除此以外，家庭成員當中若有19歲以下的小孩及持有合資格健康計劃(Qualified Health Plan-QHP)的話，家人一定要

為小孩購買牙科醫療保險(Qualified Dental Plan-QDP)。 

華州醫療保險月費新繳付方法 

華州保險交易市場(Wahealthplanfinder)不會向您收取保險月費。請您向您所選擇的保險公司提交月費。而付款方法

並不會影響您所獲得的保險月費稅務補助(Tax Credits)。假若您還未改變繳付月費方法，請立即行動! 

如何申請？ 

你可在政府網站www.wahealthplanfinder.org 設立個人帳號，提交申請表。如需協助，除位於中國城的仁人服務社總

部外，可選擇下列方便你居住範圍內的服務機構： 

 

 

 

 

 

 

資料參考: 

https://www.wahbexchange.org/wa-healthplanfinders-third-open-enrollment-period-starts-november/ 

https://www.healthcare.gov/coverage/dental-coverage/ 

https://www.healthcare.gov/fees/ 

https://www.healthcare.gov/apply-and-enroll/get-ready-to-apply/ 

國際診所ICHS (中國城) 

聯絡電話：(206) 788-3650 

地址: 720 8th Ave S. 

Seattle, WA98104 

國際診所ICHS (Shoreline) 

聯絡電話：(206) 533-2600 

地址: 16549 Aurora Avenue 

North, Shoreline, WA 98133 

國際診所ICHS (Bellevue) 

聯絡電話：425-373-3000 

地址：1050 140th Ave NE, 

Bellevue, WA 98005 

亞洲輔導服務中心 （ACRS） 

聯絡電話：206-695-7600 

地址: 3639 Martin Luther 

King Jr.Way, Seattle, WA 

98144 

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 

聯絡電話：(206) 744-3084 

地址: 325 9th Avenue , 

Seattle, WA 98118 

仁人服務社 (Kent） 

聯絡電話：206-957-8539 

地址：18020 80th Ave S, 

 Kent, WA 98032 

  

https://www.wahbexchange.org/wa-healthplanfinders-third-open-enrollment-period-starts-november/
https://www.healthcare.gov/coverage/dental-coverage/
https://www.healthcare.gov/fees/
https://www.healthcare.gov/apply-and-enroll/get-ready-to-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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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Link Internet Basic基本上網計劃終止申請 

 

 

西雅圖市信息技術部門 （Seatt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於九月公佈CenturyLink電訊公司推出的基本上網計劃 

將於2017年9月30日 之後不再接受新的申請表格。已享有基本上網計劃服務的人士不會受這次更改影響，不過這項服

務是有時間限制的。每個申請人或家庭只能享有這項服務最多 5年， 如您想更詳細地瞭解您的上網服務，請聯係 

CenturyLink客戶服務中心 1-866-541-3330查詢。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CenturyLink基本上網計劃是什麽. 其實這個計劃主要提供低收費上網服務幫助低收入人士或家

庭可以使用電腦連接到互聯網從而可以在網上查看資料/圖片，收/發電子郵件，瀏覽網站，看視頻，下載音樂等。 

其他低收費上網服務 

除了CenturyLink 基本上網計劃外，其實以下兩家電訊公司也有提供低收費上網服務。 

Comcast Internet Essentials  

 

Comcast 電訊公司於西雅圖市有三個為不同群體而設的低收費上網服務。這些服務每個月的月費最低可以是$9.95加

稅，無需信用審查，無合同，免費安裝而且信號傳輸器（Modem ）跟無綫上網路由器 （ WiFi router）不會額外收

費。不過您必須在過去90天沒有使用 Comcast的上網服務而且最近一年内沒有拖欠Comcast的帳單。必須居住在有

Comcast 服務的地區。 

 傳統家庭計劃 （Traditional family program）：是給有小孩的家庭，小孩必須符合資格獲得免費或減費的

學校午餐，或小孩就讀有免費或減費午餐的學校。學校名單或申請詳情請致電 855-846-8376 或瀏覽https://

internetessentials.com/Families 查詢。 

 

 長者 計劃 (Seniors)：長者必須要62歲或以上而且是低收入人士。申請詳情請致電 855-850-4550 或瀏覽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Seniors 查詢。 

 

 公共房屋居民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必須是已享有 HUD 房屋補貼之人士。申請詳情請致電 855-

847-3356 或瀏覽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HousingAssistance 查詢。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Families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Families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Seniors
https://internetessentials.com/Housing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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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nnection 

 

InterConnection 為符合資格的人士和非謀利機構提供高速4G上網服務，每個月只需$10，但會一次收取一年的費用

$120。信號傳輸器（LTE Modem ）會額外收取$99費用. 如果您獲得以下福利，可能會符合資格申請。申請時要提供

福利批准函或收入證明。 

 免費或減費的學校午餐 

 糧食券 （SNAP） 

 奶票 （WIC） 

 州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 

 現金補助 （SSI， SSDI， TANF， ABD） 

 暖氣補助計劃 （LIHEAP） 

 第8段房屋券 （Section 8） 

詳情致電 206-633-1517， 或 到訪他們的商店 3415 Stone Way N, Seattle, WA 98103，或 請瀏覽http://

interconnection.org/low-cost-laptops.php 查詢。 

InterConnection 有售賣不同類型翻新過的電腦，$99可以買到翻新過已安裝好常用軟件 （Windows 7 Pro, Mi-

crosoft Office Home & Business 2010, 跟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的手提電腦，而且有一年的保修

期。您也可以捐贈舊的電腦或電視給InterConnection從而幫助有需要的人，只要將要捐贈的東西帶去 1109 N 35th 

St. Seattle, WA 98103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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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問可以聯繫： 

西雅圖市信息技術部門聯絡人：Brenda Tate 

聯絡電話：206-396-1989 

電子郵件地址： Brenda.tate@seattle.gov 

 

**參考資料 

西雅圖市信息技術部門（Seatt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ttp://www.seattle.gov/tech/services/internet-access/low-cost-home-internet-access-for-residents 

西雅圖房屋局 （Seattle Housing Authority）2017年10月18日發給住戶的信件 

http://interconnection.org/low-cost-laptops.php
http://interconnection.org/low-cost-laptops.php
http://www.seattle.gov/tech/services/internet-access/low-cost-home-internet-access-for-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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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社安金及補助金金額增加2% 
全美6600萬名領取社會安全金（又稱政府退休金）及補助金褔利的

人士，明年將有「加薪」喜訊。社會安全局宣布， 因應物價通脹

率及工資上升,故明年2018年社安金及補助金將會增加百分之二，

每月平均加幅為15元至27元不等。 

每工作季點加20元至$1,320 

踏入明年一月，領取社安金的耆老平均每月金額會由$1,377加至

$1,404。領取喪偶社安金每月平均則為$1,336；傷殘社安金平均亦

加至$1,197;而領取社安金的上限則由$2,687加至多2,788。另外，

由明年起，每個工作季點加20元至$1,320，即在職人士若要每年全

取四個工作季點，每年的工資最少要有$5,280。如62歲仍工作但打

算提早領取社安金人士，明年起，每月工資上限為$1,420，若收入

超過此數者，所領取的社安金每兩元會被扣取一元，即被扣減一半。 

而踏入足齡退休年份的人士，每月工資超過$3,780，所領取的社安金每三元會被扣取一元。舉例說，如您在

明年十月便到足齡退休，而於明年一月起開始領取社安金，但每月工資超過$3,780，您所領取的社安金便要

每三元被扣取一元，直到九月份，而由十月份屆滿足齡退休起，便毋須再被扣除社安金。 

聯邦補助金（SSI）個人加至$750夫婦加至$1,125 

至於聯邦補助金（SSI）的調整則稍為提早實施,由今年12月29日開始。個人金額由$735加至$750，夫婦二人

金額由$1,103加至$1,125；而申請資產上限則維持不變，個人仍是$2,000，夫婦為$3,000。 

 

今次社安局調高社安金及補助金每月金額幅度達百分之二，是近年少見的新高，去年加幅只有百分之零點

三，平均每月加幅只有2元至9元不等，遠少於今次平均加幅15元至27元。 

 

聯邦補助金標準 (每月) 

 
 

所需收入算為一個工作季點 

 

 
 

 

  2017 2018 

個人 $735 $750 

夫婦 $1,103 $1,125 

2017 2018 

$1,300/季點 $1,320/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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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tro巴士在9月實行新時間表，部份巴士服務已有以下更改 

 

a) 平日增加服務的路線：平日6 am – 7 pm每10分鐘一班次的巴士路線： 44號, 48號, 60號, 65號及 

67號；每日6 am – 12 am每30分鐘一班次的巴士路線：50號。 

 

b) 通宵行走(Night Owl service, 12 am – 5 am) 路線：共有18條通宵巴士路線包括：3號、5號、7

號、11號、36號、 44號、 48號、49號、65號、67號、70號、120號、124號、180號及RapidRide A、

C、D和E 線。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travel-

options/bus/night-owl.aspx 

 

c) 65條巴士路線有更改：在235條路線中有65條巴

士路線現在至2018年3月9日前有更改，有關的路

線包括：RapidRide C、D和E 線。1號、2號、3

號、4號、5號、8號、10號、11號、13號、24號、

26號、28號、31號、32號、33號、40號、44號、

45號、47號、48號、49號、62號、65號、67號、

70 號、71 號、73 號、75 號、99 號、101 號、111

號、114號、125號、131號、132號、148號、150

號、169號、212號、214號、217號、226號、232

號、234號、235號、236號、238號、241號、243

號、245號、249號、255號、271號、277號、312號、342號、372號、522號、545號、550號、554號、

981號。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schedules-

maps.aspx 

 

2.工程影響，週末行走西雅圖隧道的巴士需改行路面，輕鐵不受影響：週末受影響路線巴士包括：Metro 

的41, 101, 150, 255號和Sound Transit 550號。有關車站改在： 

 l41號 (to Northgate & Lake City): 北行線: 在南第四大道與積臣街南之間; 在第四大道南與James

及Madison之間街道，或北與University 及Pike之間街道。東行線: 在Olive路西與第六及第八大道。 

 

 101號 (to Renton)及150號 (to Southcenter & Kent)：西行線：在Pine街西與第九大道;  在

Stewart 街東與第七大道或西與第四大道。南行線：在第二大道南與Pike街或北與Marion 及James之

間街道; 在南2nd Ave Ext 北與積臣南街。 

 

 255號 (to Kirkland)：北行線：在南第五大道北與積臣南街; 在第四大道南與James & Madison街或

北與University 及Pike街。東行線： Olive 路西與第八大道或Terry。 

 

 ST 550號 (to Bellevue)：西行線：在Pine街西與第九大道;  在Stewart 街東與第七大道或西與第四

大道。南行線：在第二大道南與Stewart 及Seneca街道或北與Cherry 街。東行線：在南華盛頓街西與

南第四大道。南行線：在南第五大道南與積臣南街。 

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travel-options/bus/night-owl.aspx
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travel-options/bus/night-owl.aspx
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schedules-maps.aspx
http://kingcounty.gov/depts/transportation/metro/schedules-map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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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長者失眠問題 
由於人體生理機能步入老年後，睡眠結構也將逐漸

跟著改變，不僅淺睡期會逐漸增加，深睡期與非快

速動眼期也會隨之減少。在種種因素的影響下，也

就造成年長者容易出現入睡困難、夜眠易中斷、以

及早醒後難再入睡等睡眠障礙的發生。 

長者的睡眠問題十分常見，當中以失眠問題尤其突

出。睡眠問題可以是原發性，即是並非因其精神問

題而造成的睡眠問題；也可以是一些其他精神問題

為引致的一個病徽，例如情緒病和思覺失調等。如

果睡眠得不到適當的治療，長期而言會對身體和心

理健康構成負面的影響。  

長者對失眠的常見誤解： 

 我一定要睡夠8小時 

每個人需要的睡眠時間各有不同，沒有一致的標準。有些人可以睡長一點，有些人睡少一點

亦感到足夠。其實用長者能否應付他們的生活所需比用睡眠時間長短來得貼切，如果在日間

卻精神奕奕，那就不用擔心。  

 糟糕了，我今晚一定睡不著！ 

我們睡眠時需要一個輕鬆的心情，如果憂鬱自己會失眠，會令自己越來越緊張，反而更難入

眠。  

 我昨晚失眠，日間要補眠？ 

有些長者會認為如果晚上睡眠不足，應該要在白天補充睡眠。這樣的確能使當日回復精神，

但是卻會令良好的睡眠習慣受到影響，甚至造成惡性循環，引致往後的晚上睡眠質素受到影

響。  

 失眠就吃安眠藥？ 

陳抱寰醫師表示，通常在診間遇到的失眠長者或家屬在面對失眠時，第一個想到的解決辦法

就是服用安眠藥來治療失眠、睡眠障礙等困擾。雖然適度服用安眠藥確實有助維持睡眠品

質，但陳抱寰醫師也強調，若不正確地使用安眠藥，不但無助於睡眠。反而可能令長者容易

跌倒、注意力變差、記憶力減退等問題的發生，甚至使患者原本的失眠症狀更為惡化，嚴重

恐影響整體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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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睡眠的辦法 

 保持恆常運動的習慣 

 少喝刺激性的飲料，如咖啡，茶和酒等, 少吃鹽，適量的宵夜或牛奶可幫助入睡。 

 減少日間的睡眠時間 

 睡覺前盡量放鬆心情 

 有睡意是才上床就寢 

 上床就寢時應該避免做睡眠以外的事情，如閱讀和看電視 

 保持一個舒適的睡眠環境, 睡覺時昏暗的光線、保持空氣流通 

 養成習慣性的就寢及起床的時間, 避免賴床、補眠、多睡。午睡勿超過半小時。建立規律的睡眠

習慣。 

 晚飯後限制水份攝取，以免夜尿中斷睡眠 

本文整理自香港心理衛生會-精神科專科陳鴻醫生www.mhahk.org.hk &華人健康網https://

www.top1health.com/Article/76/28134  

 

南瓜五穀飯 

 

五穀米150克、南瓜肉50克、洋蔥(切碎) 適量、蒜蓉 適量、97% 脫脂忌廉 50克、清水50毫升 

調味料：橄欖油½ 茶匙、鹽⅓ 茶匙、糖⅕ 茶匙 

烹調步驟: 

1.把南瓜去皮去籽，洗淨，然後切粒，再放焗爐焗熟，備用。 

2.把五穀米洗淨，然後加入清水蒸熟，備用。 

3.燒熱鑊，用橄欖油把洋蔥及蒜蓉炒熟。 

4.把五穀飯及脫脂忌廉混合，然後加入糖及鹽調味。 

5.把南瓜加入混合好的五穀飯中即成。 

健康小貼士：澳洲營養師協會認可執業營養師和香港營養學會會

長蕭沛霖說：「五穀米和南瓜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有助增加飽肚感。南瓜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胡蘿蔔素在

人體內可以轉化為維生素A有助維持皮膚和視力健康，而南瓜本身亦帶有甜味可減少用糖分量。」  

*資料來源: 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健康家常食譜 

材 料 (2人 分 量 ） ：  

【有營食譜】 

http://www.mhahk.org.hk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76/28134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76/2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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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營養資訊：漿果類 (Nutritional Facts of Fruit: Berries) 

資料來源： 

香港政府衛生署網址：hHYPERLINK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

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ttp://school.eatsmart.gov.hk/

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HYPERLINK "http://

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

pid=2008&id=3420"&HYPERLINK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

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id=3420  

 

(營養資料主要來源：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和美國農業部轄下的營養素資料實驗

室。以上提供的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疑問請向醫護人員或營養師查詢。) 

  柿子 

persimmon 

(每100克)約

大半個 

提子/葡萄 

grapes 

(每100克) 

約15-17粒 

奇異果 

kiwi 

(每100克) 

約1½個 

藍莓 

blueberry 

(每100克) 

約大半碗 

紅桑子/ 

覆盆子 

raspberry 

 (每100克) 

約大半碗 

紅莓/越橘/

蔓越莓 

cranberry 

(每100克) 

約大半碗 

士多啤梨 

strawberry 

(每100克) 

約8-10粒 

當令期 10 - 11月 一年四季 

均有出產 

5 - 8月 4 - 10月 6 - 9月 / 5 - 6月 

熱量 127千卡 69千卡 61千卡 57千卡 52千卡 46千卡 32 千卡 

糖 / 16 克 9克 10克 4.4克 4克 5 克 

維生素 

C 

66毫克 3毫克 92.7毫克 10毫克 26毫克 13.3毫克 59毫克 

膳食 

纖維 

3.6克 0.9克 3克 2.5克 6.5克 4.6克 2克 

鉀質 310毫克 / 312毫克 / / / / 

鐵質 / / / / 0.69毫克 / / 

營養 

價值 

含有豐富的

水 溶 性 纖

維、維生素C

和鉀質。 

含 白 藜 蘆

醇，有 抗 氧

化 作 用，有

助保護血管

健康。 

含豐富的鉀

質和維生素

C。 

含豐富花青

素，是天然

抗氧化劑，

減低自由基

對細胞的侵

害，有助預

防疾病。 

含豐富膳食

纖維、鐵質

和多種具抗

炎功效的營

養素，如維

生素 C和花

青素等。 

含豐富膳食

纖維和前花

青素，其抗

氧化能力較

維生素C和E

高。 

屬低脂低熱

量水果，且

含豐富的維

生素。 

注意 不宜與高鐵

的食物一起

進食 

含葡萄糖量

頗高，糖尿

病患者應按

照醫生或營

養師的建議

而適量進食 

1個奇異果的

維生素C含量

差不多是我

們一天的所

需量。 

食用時才沖

洗，方能避

免藍莓因濕

水而容易腐

爛。 

極易腐壞，

購買後需立

刻放置冰箱

冷凍，並於

數 天 內 吃

完。 

  含較多草酸

鈣，尿道結

石者不宜多

食。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http://school.eatsmart.gov.hk/en/template/index.asp?pid=2008&id=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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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中心大樓(Seattle Center)免費文化節日：食物閣/中心大樓(Armory/ Center House) ：冬季慶祝 

(Winterfest) 11/24-1/7/2018) ，包括：冬季火車及鄉村 (Winter Train & Village) 、冬季冰雕刻 

(Winterfest Ice Sculpting，在Fisher Pavilion) 、表演。【較易交通路線建議：在西湖中心 (Westlake 

Center)頂樓乘坐空中單軌火車(Monorail)到達會場，現老人單程車費$1.25，11/23暫停開放一天】 

11月11-12日為免費國家公園日 (Free Entrance ：National Park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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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www.nps.gov/planyourvisit/fee-free-

parks.htm 

薑餅屋免費展覽(24th  Annual Gingerbread Village) 更改展

址：11/21/17 至 1/1/2018 (全日) 原位於西雅圖市喜來登酒店

大堂現已搬往位處第五及第六大道的City Centre (地址：1420 

Fifth Ave. Ste 450, Seattle, WA 98101) ，免費入場。隨緣樂

助 (改善及治療一型糖尿病)  。詳情，見網址： http://

www.sheratonseattle.com/gingerbread-village 

免費聖誕燈飾及節日巡遊 (Tree Lighting Celebration)  

a) 西湖中心 (Westlake Center) ：11/24, 上午8:45時開始巡遊，下午5時掛樹燈飾

及Macy百貨公司紅星亮燈和煙花匯演【位處西雅圖市中心第三街(Seattle Downtown 

3rd  Ave)Macy百貨公司旁】【英文查詢：206-467-1600 】 

b) Pike Place市場燈飾及聖誕樹 (Magic in the Market) ：11/25 Pike Place 

Market 

c) 表爾威市慶祝聖誕 (Bellevue Magic Session): 玩具兵巡遊及飄雪(11/24- 

12/24 每晚7時) Bellevue Square, Lincoln Square與 Bellevue Place  (Bellevue 

Way & NE8thStreet)路旁。  

節日藝術、手工及嘉年華 (AAPI Arts & Crafts Fair) ：11/25 (六)中午12 

時-下午5時華埠 

Metro巴士公司主辦的退役巴士周末旅遊團 (Excursion Schedule by Metro 

Employees Historic Vehicle Association) ：3小時聖誕老人齊遊車看燈飾  

(Santa’s Lights Tour) 12/9 (六)晚上7時出發！上車及售票處：西雅圖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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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馬拉雪橇感受浪漫氣氛 

位於華盛頓州喀斯喀特山（Cascade Mountains）和距離巴伐利亞德國村只有八英里遠的附近有個鷹溪牧場（Eagle 

Creek Ranch），是一個一年四季都開放的馬牧場。 

每當冬天來臨，雪就會覆蓋了整片山和路，而在這個季節則是乘坐馬雪橇上來觀賞冬天的秀麗風景的好時機。 

在鷹溪牧場，你可以選擇乘坐容納約十人的普通團體馬拉雪橇又或者選擇與特別的另一半分享雙人馬拉雪橇的浪漫

之旅。無論你哪種方式，工作人員都會提供一張溫暖的毯子陪你度過1.8英里（約35分鐘）的山谷風景。回到鷹溪牧

場時，還可以坐在老式的木質爐灶暖身並品嘗免費的熱蘋果酒。如有興趣，現在就可以開始預約，乘坐馬雪橇將在

十一月二十五號開始。 

收費 

普通團體馬拉雪橇：    成年人團購優惠： 

成年人：$18.48    六至十一人：每人$17.56 

十二歲小孩或以下：半價   十二人或以上：每人$16.64 

三歲小孩或以下：免費 

 

雙人馬拉雪橇： 

成年人：$36.97 

注意：週末數量有限！ 

 

乘坐馬拉雪橇需預約 

預約時間：上午10:45至下午2:45 

辦公時間：上午8:00至晚上8:00 

電話：509-548-7798或1-800-221-7433 

地址：7951 Eagle Creek Rd，Leavenworth，

WA 98826 

電子郵件：ranch@eaglecreek.ws 

交通 

開車1）沿I-90 E開往Kittitas縣的WA-10/WA-970。從I-90 E的85出口駛出 

       2）繼續沿著WA-970行駛。走US-97 N駛入Chelan縣的Eagle Creek Rd 

mailto:ranch@eaglecreek.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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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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逕寄仁人服務社社區生活雙月刊收,本社將最新一期寄上。  

 

 

移民局通告在2017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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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偉怡 

余春美 

版面設計   邱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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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