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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事館提醒海外公民及僑胞

慎防電信詐騙 

針對近期多個國家包括美

國在內, 發生多宗涉及海

外中國公民或僑胞的電信

詐騙案件，個別民眾更遭

受重大經濟損失。中國駐

舊金山總領事館發出呼籲，提醒民眾警惕假冒中國駐外使領館或執

法機構名義的電信,以免受騙。 

目前針對海外中國公民的電信詐騙主要分為“虛構綁架”和“冒充

公檢法”兩類。在“虛構綁架”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假冒中國駐

外使領館、國際刑警組織等名義致電中國留學生，以涉案為由要求

受害人同外界切斷聯繫。之後嫌疑人再冒充綁匪致電受害人父母，

要求其支付贖金，留學生父母在無法同子女聯繫的情況下，信以為

真，將贖金匯入嫌疑人銀行賬戶。 

在“冒充公檢法”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假冒公檢法、國際刑警組

織等名義致電受害人，以其涉嫌犯罪需澄清資金來源為由，要求其

將資金轉移至“安全賬戶”。受害人信以為真，上當受騙。 

什麼是醫療承保稅

表1095-A、B、C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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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居民3月開始可申請房租包暖氣費補助  

一年一度聯邦政府的燃料補助 (Energy Assistance) 現仍接受申請

至6月或撥款用畢為止。而由3月開始，負責處理西雅圖市居民的申請

機構為Byrd Barr Place (前稱：Centerstone) 開始接受租金包括電

費的暖氣費補助申請。 

由於申請住戶沒有電費單，故有意申請者必須先向仁人索取需由業主或公寓經理簽署的

「租金包括電費確認表格」 (heat included with rent verification) ，及要求業主或

公寓經理提供現時租約或租住合約  ，跟著請帶備申請人及同住家人的身份証、工卡/社會

安全卡 、收入証明(政府福利批准信，或最近三個月工資單或銀行月結單) 。若沒有收入

的同住家人必須與申請人同來仁人填寫「沒有收入証

明表格」。 

西雅圖電費單附件1月/2月通訊  

居住西雅圖的您，每次收到電費帳單都同時收到另頁有關西雅圖電力的通訊。在1月及3月

的電費單附頁的通訊除報告最新鄰里的社區的工程及節能常識填字遊戲外，今期仍有以下

兩點值得大家留意： 

 西雅圖電力部門提醒防騙訊息(Scam Alert)：西雅圖電力永遠不會通過電話要求

立即繳交電費！如接獲恐嚇因不立即繳費便會被停止供電的電話，應立刻終止對話並

向西雅圖電力部門舉報，致電206-684-3000，網頁：www.seattle.gov/light/

endscams 

 更換電子電錶的進度(advanced metering continues in 2018)：西雅圖電力部門

已由2017年8-9月開始分階段更換電子電錶，根據通訊內不同顏色的更換電子電錶進

度地圖，已更換的郵政號碼區份： 98103,  98107, 98133, 98155, 98177。在2018

年1-3月的郵政號碼區份是：98101, 98105, 98115, 98125，而4-6月的郵政號碼區份

是：98102, 98109, 98112, 98119, 98121, 98122；7-9月的郵政號

碼區份是：98106, 98108, 98116, 98118, 98134, 98136；10-12月

的郵政號碼區份是：98057, 98126, 98144, 98146, 98148, 98166, 

98168,  98178,  98188,  98195,  98199。詳情，請瀏覽網址：

www.seattle.gov/liHYPERLINK  "http://www.seattle.gov/light/

ami"ghtHYPERLINK "http://www.seattle.gov/light/am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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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日本城和小西貢區街道清潔及塗鴉處理 

根據唐人街/國際區鄰里一月快訊 (Chinatown-

ID Neighborhood Newsletter Jan23) 指出，現

時負責中國城、日本城和小西貢區街道清潔及塗

鴉的公司是My Moss Boss ，職員會身穿綠色外

衣 (附上CIDBIA標記) 分別於星期一、二、四及

五在中國城和日本城當值，而星期二及五則在小

西貢區當值。他們工作範圍包括：清理垃圾；避

免排污渠阻塞；從電線桿和樹木上移除過時的海

報；清理從西雅圖市垃圾桶溢出物；移走及清洗人類糞尿和銳器(針筒) ；公共及私人

物業離地8呎高面對公眾的塗鴉；10-11月移走路上落葉；11-1月清理積雪。詳情，可聯

絡CIDBIA職員Lien Pham (206)382-1197分機4，電郵：clean@cidbia.org；聯絡My 

Moss Boss公司:425-268-3823，電郵：mmbsupervisor@gmail.com 

如何在西雅圖收視免費華人電視: 全美電視 

回應近期不少耆老埋怨無法收看免費華人電視「全美電視」，筆者發現在其網頁作出詳

細中文解釋：http://www.aattv.com/zh/zh_howtowatch/  。簡要來說，仍可收看「全

美電視」有以下兩方法： 

 Comcast/Xfinity 有線電視第79台：所有Comcast/Xfinity有線電視台的用戶

都可以收看全美電視，不需任何的升級或額外付費。全美電視位於Comcast/

Xfinity有線電視數位頻道(Cable)第79台 

 無線數位電視 DTV第46.4台: 在大西雅圖地區的家庭可以用數碼天線收看全美

電視台。如果您現在的電視是2007年以前購買的，您需要加裝ATSC轉換盒(約需美

金六十元)來接收數碼電視訊號。若您有新的數碼電視(DTV) ，或使用內附ATSC轉

換盒的高清電視(HDTV），便能收看無

線數碼的全美電視台。 

 任何疑問或聯絡全美電視台，網上聯

 絡：http://www.aattv.com/zh/

 zh_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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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中國領事館提醒海外公民及僑胞慎防電信詐騙 
此外，仍有不法份子自稱中國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謊稱受

害人護照等証件需延期補辦、身份証件或信用卡被冒用、因

涉嫌各類案件需凍結銀行賬戶或配合調查，要求受害人提供

賬戶信息或繳納有關費用。 

針對有關具體情形，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再次鄭重提示如下： 

第一，中國駐外使領館和國內政府機關不會以電話方式通知中國公民或僑胞有涉及國內的

案件需要處理，更不會要求接電人回撥任何電話號碼進一步聯繫。不要輕信任何以中國駐

外使領館名義索取銀行卡等個人財務信息、要求轉賬或匯款的電話及郵件等。 

第二，是否申請護照旅行証件屬個人意願行為，中國駐外使領館不會打電話通知當事人護

照証件過期需要延期或補辦,而需通過轉賬等方式繳納有關費用或罰款，也不會通過電話向

任何人索取個人銀行卡或賬戶信息。請中國公民或僑胞不要輕信任何以中國駐外使領館名

義要求更新護照或詢問個人財務信息的電話。 

第三，不要在電話裡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家庭情況、銀行賬戶等個人信息。

遇來電人要求“不要與家人朋友聯繫，以保証他們安全” 

或提出其他不合常理的建議，切勿相信，應立即拆穿對方詐騙伎倆。如接到陌生人電話通

知“交通事故”、“孩子被綁架”、“親人意外身亡”等信息時務必冷靜，待通過其他渠

道核實情況後再處理。即使緊急情況下使領館電話通知當事人上述突發事件，也不會談及

銀行賬戶、轉賬等事宜。 

第四，如不幸上當受騙，應及時向當地警方報案，並同時向國內

公安機關報警。受害人無法直接向國內公安機關報案的，可通過

國內親屬及時報案，並向報案地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請求幫助

（撥打110即可）。目前，中國境內各省級和地市級公安機關均

成立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各級反詐騙中心在接到報警電話並確

認受害人被騙後，可迅速對嫌疑人銀行賬戶進行停止付款、凍

結，並通過後續工作將凍結資金返還至受害人賬戶，從而為受害人挽回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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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醫療承保稅表1095-A、B、C 
新的一年開始，報稅的時候又到了，大家準備好所需要的文件嗎？在Federal Income Tax

裡，報稅人士需要呈報醫療承保範圍。當中有3種醫療承保範圍，包括1095-A，B和C。而三

種表格均代表不同的意思，請參閱以下內容以了解更多。 

1095-A 

您是否有參加奧巴馬醫療保險內合資格醫保計劃 (Qualified Health Plan - QHP)？如有參

加，您將會收到1095-A：醫療保險Marketplace Statement。您的1095-A會列明您的保險計

劃名稱、每月應繳的月費和稅額抵免優惠。1095-A可在您的Washington Healthplanfinder

的帳號的信息中心下載或列印，網址：www.wahealthplanfinder.prg 

當您持有1095-A之後，您

需填寫稅局IR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8962

表格：Premium Tax 

Credit,以繼續獲得稅務

補助津貼保費。當您提交

Federal Income Tax時，

您須附上8962表格至

1040, 1040A或1040NR表

格。 

如您有想知道更多您的1095-A，您可致電1-855-923-4633 Washington Healthplanfinder的

客戶服務部。 

如無法辨別是否為詐騙電話，建議掛斷電話後撥打中國駐當地使領館領事保護值班電話，或

撥打外交部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12308熱線請求將相關信息轉交有關使領館進一步

核實。 

資料來源: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網頁文章 

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lsbf/hq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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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B 

若您現時持有Washington Apple Health (華盛頓州蘋果

計劃)，透過私人保險公司購買醫療保險，或透過您現時

工作的公司(公司僱用50名或以下員工)，您將會收到1095

-B：健康保險 (Health Coverage)。您的1095-B會列明所

涵蓋的個人資料，並作為本年度最低基本醫療覆蓋範圍的

證明。 

1095-B將由Washington Health Care Authority，您的私人保險公司或您的小企業僱主發

出。而當您收到後，您需要在Federal Tax Return勾選一格，以確認您擁有最低基本醫療

覆蓋率。檢查您的1095-B的準確性，並將其與您的其他重要稅務文件保存。您不需要您的

1095-B來申報稅款，亦無需將此表格寄回Washington Health Care Authority。 

如對1095-B有問題，可聯絡Washington Apple Health的客戶服務部，1-800-562-3022。 

1095-C 

如果您是Public Employees Benefits Board (PEBB)或透過您現時工作的公司購買醫療保

險 (公司僱用50名或以上員工)，您將獲得1095-C：僱主提供的健康保險 (Employer-

Provided Health Insurance Offer and Coverage)。您的1095-C會列明所涵蓋的個人資

料，並作為本年度最低基本醫療覆蓋範圍的證明。 

此由您的僱主發出。而僱主通常需在3月31日之前分發1095-C。當您收到後，您需要在

Federal Tax Return勾選一格，以確認您擁有最低基本醫療覆蓋率。檢查您的1095-C的準

確性，並將其與您的其他重要稅務文件保存。如對1095-C有問題，請向您的僱主諮詢。 

資料來源：https://www.wahbexchange.org/health-insurance-tax-forms-1095-a-b-c/  

新Medicare卡10件必知事情  

社會安全局將於 今年 4 月開始郵寄新的 Medicare 卡(紅

藍卡)。據最新公佈，華州的安排是在6月開始至2019年4月

期間分批寄出，郵寄先後次序是按照姓名的英文字母排

列，故耆老們毋需急於與鄰居或朋友作比較，只需安心在

家中等待新卡的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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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郵寄需要時間：您收到卡的時間可能會與您的朋友或鄰居不同。  

 2.銷毀您的舊 Medicare卡： 收到新的 Medicare 卡後，一定要銷毀舊的 Medicare卡，

並馬上開始使用新卡。 

 3.保管好新卡：只能將新的 Medicare 卡號交給這些人：醫生、藥劑師、其他 醫療服務

提供者、您的保險公司，或您信任能夠代表您與 Medicare 合作的人員。 

 4.您的Medicare卡號是唯一的：新卡有一個新

號碼，不再使用您的社會安全號碼。這個新號

碼只有您個人擁有。  

 5.新卡是紙質卡: 紙質卡更容易讓許多醫療服

務提供者使用和複製，並且為 納稅人節省了很

多錢。另外，您可以在需要時自己列印替換

卡！ 

 6.隨身攜帶新卡：當您需要護理時，一定要攜帶新卡，並向醫療服務提供者出示。 

 7.醫生知道要發新卡：當您需要護理時，醫生、其他醫療護理機構和提供者 會向您要新

的Medicare卡。 

 8.您可以找到新的卡號：如果您忘記了新卡，您、您的醫生或其他醫療 服務提供者或許

可以網上查詢您的 Medicare 號碼。 

 9.保留您的Medicare Advantage 卡： 如果您投保了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Part C

（如 HMO 或 PPO），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ID 卡是您主要的 保險卡，應妥善保管，

並在需要護理時使用。但是，醫療服務提供者也可能會要求您出示新的 Medicare 卡，所

以也應隨身攜帶。  

 10.可以獲得幫助：如果您在 2019年4 月之前還沒有收到新的 Medicare 卡，請致電 1-

800-MEDICARE (1-800-633-4227) 。聽障人士 (TTY) 可撥打 1-877-486-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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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現已接受信用卡繳付申請費用 

好消息！從現在開始如果您向美國移民局提交41項申請表格,包括常見的申請親屬移民美

國、入籍申請、更換或申請綠卡、回

美證申請及轉換在美身份等,都可以

使用信用卡支付申請費用而不一定以

銀行支票「找數」,而且移民局不會

收取額外費用。 

移民局可接受的信用卡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和Discover。請確保該卡有

足夠的金錢來支付費用,否則移民局會拒絕處理有關申請。 

如何使用信用卡支付申請費 

 填寫並簽署表格G-1450，授權信用卡交易 

 將填寫完整的G-1450表格連同有關申請移民局服務的表格一併提交 

如果移民局接受您的申請，將採取以下行動： 

 從您提供的信用卡中扣除申請費用 

 銷毀您提交的G-1450表格以保護您的信用卡信息 

 您將在銀行卡賬單上看到美國移民局（USCIS）的收費。如有其他問題，請參閱表格申

請提示https://www.uscis.gov/forms-filing-tips。 

【緊記：這次更換新 Medicare 卡是免費的。若您已定期收到社安局的信件，包括：每年退

休金紀錄和SSI及/或退休金金額、紅藍卡看病/入院紀錄…，這表示社安局已有您最新的地

址，新的紅藍卡將可寄到您的手上。】     

*資料來源: https://www.cms.gov/Medicare/New-Medicare-Card/Partners-and-

Employers/NMC-Chinese-10-Th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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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移民申請表都須填寫G-1450表格 

如果您使用信用卡支付申請費用，

請為每一份申請表提交一份G-1450

表格。您可以使用一份G-1450表格

支付一項申請費和指紋費。如果您

有多份申請表格提交,您必須為每份

申請表格,單獨填寫G-1450表格付

款。 

如果申請被拒絕 

 如果信用卡公司拒絕付款，移民局會拒絕您的申請,並且不會再次嘗試處理您的銀行卡付

款請求。 

 如果移民拒絕您的信用卡繳費申請，當局會通知您並解釋拒絕的原因。 

 如果您提交了更正後的移民申請表格並且希望再次以信用卡付款，則需要填寫一份新的G

-1450表格。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移民局將會拒絕您的整項申請： 

 使用一份G-1450表格用於多份移民申請表格 

 一份移民申請表格同時以支票和信用卡付款 

 將銀行本票，支票和信用卡結合在一起用於多項移民申請付款 

移民局接受以信用卡付款的41項申請表格,詳情請點擊(https://www.uscis.gov/forms/

forms-processed-uscis-lockbox-facilities）更多有關信息請參閱美國移民局網頁：

https://www.uscis.gov/forms/fingerprints/pay-credit-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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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退休時需要思考的四個重要問題 

踏入狗年,您有否想過展開人生另一個階段:

退休安享晚年呢?在現今物價高漲下,究竟每

月需要多少社會安全金(政府退休金)才不愁

生活。社會安全局特意提醒計劃退休的人士

在作出這個重大決定前,應自我思考四個問

題。 

問題一：當退休後，我需要多少金錢才能渡過一個安逸的生活？ 

請您預先估計退休後每月的生活開支。生活開支包括：房屋貸款或者租金，水電費，醫療保

險費用，食物，汽車貸款以及保養和維修費用，休閒娛樂開銷，旅行消費，和信用卡繳費等

等。另外， 請考慮是否仍然需要資助您的配偶，子女，或者孫兒們的生活費開支。 

問題二：我每個月將可以領取多少的退休金款項？ 

一般而言，在2018年，已退休人士每月平均可領取的社會安全金為$1,404；而傷殘人士每月

平均可領取的社安金為$1,197。溫馨提示：如果想領取社會安全金，您必須要有40個工作季

點 （即要在美國有10年或以上的工作以及報稅記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關於自己退休福

利，可以到以下社會安全局網站創建一個個人網上帳戶，您便可以取得關於您個人的退休福

利信息。網站如下：www.socialsecurity.gov/myaccount。或者您可以選擇親臨當地的社會

安全局辦公室進行諮詢。 

問題三：我是否有其他收入以補退休金的不足？ 

除社安金外,應加強您將來的財政組合,包括儲蓄、投資

及退休基金。如果您願意並且有能力，即使過了退休年

齡，您仍然可以選擇繼續工作來增加您的每月收入。如

果退休後繼續工作，可以領取多少錢的退休金呢？退休

金的多少是取決於您的收入以及您的退休年齡而定。如

果您選擇在67歲以後領取社安金,將會取得較多的金額, 

當然愈早領取所得的金額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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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情真】 

問題四： 我預計我的退休生活會維持多久？ 

沒有人能準確地預測未來，但可以肯定的美國人的壽命愈來愈長。因此,大家必須清楚如您選

擇在62歲時提早領取社安金,您所得的金額只會佔全額退休金的75%。如要全數領取百分之一

百的社安金,必須工作至足齡退休年齡。根據社安局最新規定指出,由1943 至1954年出生的人

士, 足齡退休年齡為66歲,而在1960年後出生的人士, 足齡退休年齡已推遲到67歲。如果您過

了足齡退休年齡仍未領取社安金而又繼續工作，您的社安金將會每年最多增加8%至70歲為

止。 

中風患者護理須知 

中風患者腦部組織會有不同程度的受損或死亡，並對

身體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身體活動、語言

機能或理解能力等，往往引起日常生活及自我照顧的

問題。悉心的護理有助面對這些問題及改善患者的生

活質素。 

護理目標主要包括： 

1.增強患者的自我照顧能力 

2.保持肢體的功能、預防併發症發生 

中風護理注意事項 

3.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1.鼓勵患者自我照顧 

透過評估患者的能力，並給予適當

的幫助，讓他們可以自行負責日常

的個人清潔，如梳洗、更換衣服

等。此外，應保持環境衞生、空氣

流通及適當的室內溫度。 

2.重視患者心理健康 

面對中風帶來的轉變，患者可能會出現情緒問題，甚

至患上抑鬱症。護老者應體諒患者的處境及留意他們

的心理變化，透過關懷、體諒及幫助，與患者共同面

對這些轉變及挑戰。如懷疑中風患者患有抑鬱症，應

向醫護人員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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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均衡營養 

選擇食物以容易入口及消化為主。應注意均衡營養及保持理想體重。食物份量可依照健康飲

食金字塔為原則，多選五穀、水果蔬菜類，肉類、豆類及奶類要適量，以攝取均衡營養，增

強身體抗病能力。飲食宜清淡，油、鹽、糖應減少進食 

6.肢體的功能鍛煉 

透過有規律的運動和正確的姿勢，可保持關節的活動幅度及減低肌肉萎縮和痙攣的機會 

常見的併發症及預防方法 

1. 褥瘡 

長期臥床及身體活動量少會增加皮膚受壓的機會，使局部皮膚組織受損，產生褥瘡。 

預防方法：   

 護老者可以為患者每兩小時轉身及作按摩護理，以減少身體各部位的壓力。 

 加強皮膚的護理，保持皮膚清潔乾爽及滋潤。 

2.肺部感染 

患者由於長期臥床，抵抗力下降，加上缺乏活動，身體虛

弱，不能有效地把肺部分泌物咳出，所以較容易染上肺炎。 

預防方法： 

 注意均衡營養及多活動以增強抵抗力。 

 經常轉身、坐著進食、多飲水及作深呼吸運動。 

 鼓勵患者多作身體活動，注意飲食營養。 

4.大小便護理 

處理大小便失禁先要找出主要原

因，然後配合適當的處理方法。至

於有導尿管的病人，導尿管要固定

及因應需要而更換，尿道口亦須每

天清潔。注意患者有否受感染的徵

狀出現，並應及早治理。 

5.加強溝通 

若患者不能正確發音，不理解別人的訊息，或理解後

不能依從對方指示，都會增加患者與別人溝通的困

難。所以與患者溝通時要有耐性和多加鼓勵，可以用

簡單字句、手勢及一些輔助工具如實物、圖片、或文

字卡等幫助溝通。 



【有營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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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哽塞 

有些患者由於控制口腔吞嚥肌肉的功能受損，以致感到吞嚥困難。在這些情況下，要遵照醫

護人員的評估及建議，去為患者預備適合的食物，並要小心觀察患者進食。 

預防方法： 

 食物應切細，每次只放小量的食物入口。 

 應避免提供一些容易引起哽塞、嗆咳的食物，例如：太黏如糯米呏、太硬如果仁、太滑如

牛柏葉等食物。 

本文整理自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http://www.elderly.gov.hk/tc_chi/

carers_corner/stroke_care/caringstroke.html  

黃金海鮮粥 
材料(5人分量）： 

花蛤11隻、蝦3隻、魷魚15克(約1/2 両)、帶子3隻、原粒粟米1湯匙、 

絲苗白米3/4 碗、清水4碗(約1公升) 

調味料: 

鹽1/2 茶匙、糖1/2 茶匙 

烹調步驟: 

1.將所有海鮮洗淨切粒,然後汆水備用。 

2.把白米淘洗隔起備用。 

3.燒滾水，下白米煮至滾起，放入所有材料，下鹽、糖調味，煮至熟透即可。 

健康小貼士：香港營養師協會會長林思為說：「新鮮海鮮能提升粥品的鮮味，不需額外加入

調味料也可以很美味。粥裡加入粟米增加其膳食纖維量，有助腸臟健康。」  

*資料來源: 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健康家常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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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活動 (3-4月） 

國家公園免費入場日(State Parks Free Days)：在2018年,華

盛頓州國家公園共有12日定為免費入場，三月及四月的免費日

期為：3月19日和4月14及22日兩天。注意這些免費日子只適用

於日間，並不包括過夜及租用場地和由華盛頓州天然資源部門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及華盛頓州魚類及野生動物部門管理地

方所需的汽車的通行証(Discover Pass，此証只用作搬運娛樂工具的汽車) 。其他免費日期，請

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discoverpass.wa.gov/136/State-Parks-Free-Days 

西雅圖中心表演廳及食物閣(Seattle CenterArmory/Center House)週末活動： 

 1)愛爾蘭節(Irish Festival)：3月17及18日日12 pm–6pm至12日10am-6pm； 

 2)法國文化節(Seattle’s French Fest)：法語文化慶典：3月25

日(星期日)11am–6pm；   

 3)西雅圖櫻花盛開及日本文化節(Seattle Cherry Blossom & 

Japanese Cultural Festival)：4月20至22日(星期五至日)10am–6 

pm，插花藝術、食物、遊戲、表演等節目。 

西雅圖市名勝巡禮 

來到西雅圖市，值得參觀遊覽的地方在哪？西雅圖市的網址有以下記載：http://

www.seattle.gov/visiting-seattle/points-of-interest ，您曾去過多少地方？ 

Space Needle 

 太空針塔 

(Seattle Center 

西雅圖中心) 

Seattle Great 

Wheel  

西雅圖魔天輪 

(Seattle Waterfront

西雅圖海濱) 

Famous Graves  

多個著名墓地 

Original Star-

bucks  

星巴克咖啡創始店 

(Downtown Seattle 

市中心) 

Bill Gates House  

比爾蓋茨大宅 

EMP Museum 

體驗音樂博物館 

(Seattle Center 

西雅圖中心) 

 

Hat N' Boots  

帽子與靴子 

(Oxbow Park, 

Georgetown) 

Archie McPhee 

(from Ballard to 

Wallingford) 

(西雅圖十大怪異舞

會供應店，現位於

Wallingford) 

Columbia Tower 

Observation Deck 

哥倫比亞中心觀望台 

(5th Ave, Downtown 

Seattle市中心) 

Smith Tower 

Observation Deck  

史密斯塔觀望台 

(Downtown Seattle

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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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手工小兔子製作教程 
製作布玩偶是在各種節日的時候作為節日禮物的一種好選擇。為了迎接復活節的來臨，今日

教大家製作小兔子布玩偶。而這一次教大家做的小兔子玩偶跟其他的玩偶又有所不同。這次

教大家做的小兔子布玩偶是可以在裡面放上復活節彩蛋作為複活節禮物或可以在裡面放上糖

果作為禮物包裝。 

準備材料：不織

布（或舊布）、

絲帶、小珠子、

填充棉、剪刀、

針線、  

1.準備一塊長方形

的不織布，將一端

的邊兩個角捏起

來，先用珠針固定

好形狀  

2.用針線縫起來 

 

3.縫好小兔子的兩

隻耳朵如下 

 

4.準備一團填充

棉, 將填充棉放

在兩隻耳朵下面

的位置 
 

5.然後在填充棉的

下面將布捏起來，

這樣就將填充棉包

在裡面 
 

6.用繩子將捏起

來的部分紮緊 

 

7.將另外邊的兩個

角捏成一小角 

 

8.然後來將兩邊

縫起來 

 

9.從背面對折上

來，然後兩個小角

就成為小兔子的兩

隻手了 
 

10.用針線縫好 

 

11.接著就可以縫

上眼睛和嘴巴，再

用絲帶裝飾一下就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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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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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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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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移民進度情況 

移民局通告在2018年04月份親屬移民遞件排期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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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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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9月22日 2017年0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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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9月01日 2006年09月01日 

第四優先(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 2005年03月08日 2005年03月08日 

**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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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