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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州居民6月後獲發新紅藍卡  
籌備多時的更換聯邦政府醫療保險卡  (俗稱紅藍卡)計劃，華州居民

最快今年 6月後將分批以郵寄方式收到新卡。為讓您得知何時收到新

的紅藍卡，社會安全局特設置專用網頁:  

https://www.medicare.gov/newcard，紅藍卡持有人只需輸入電子郵

箱地址及所住州份，當日後新的紅藍卡正在郵寄途中，便會收到電郵

通知。 

 

民眾可電郵查閱新紅藍卡郵遞時間 

社會安全局表示，如民眾是首次申請紅藍卡，將會直接獲發新卡。當

局提醒長者們小心詐騙，社安局從來不會以更換紅藍卡理由，致電向

您索取任何個人資料；騙徒會以各樣方法向您取得私人資料如現時紅

藍卡號碼，從而得知您的社會安全號碼。當局強調，如任何人詢問您

個人資料、索取金錢、威嚇如不交出個人資料便會取消您的醫療保

險，應立即掛線及致電社會安全局(1-800-633-4227)報告。 

西雅圖電力部門有

關新電錶安裝詳情 

3 

11 

 在社安局網頁輸入電子郵箱地址及所住州份，當新的紅藍卡在郵寄途中，便會

收到電郵通知。 

https://www.medicare.gov/new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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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前仍可接受申請$40蔬果券計劃抽籤 

這一年一次聯邦政府的蔬果券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 抽籤的活動是給60歲或以上居住在

金郡居民，申請家庭每月收入不得超過限額，一個家庭

一年只准申請一次。5月11日為截止日期。隨機抽籤被抽

中家庭將於7月1日或前收到郵寄到家的$40蔬果券。 

 

 

工卡號碼可為西雅圖居民追查申請燃料/電費補助結果 

居住在西雅圖的您，若您以申請人身份向Byrd Barr Place寄出電

費/燃料費補助申請表約兩個月仍沒有消息，【由於工作需時及/或

涉及不同部門，由寄出申請表至所獲補助撥入申請人的電費單戶口

或以支票寄往家中需6至8個星期！】你可利用Byrd Barr Place網

頁 ： https://byrdbarrplace.itfrontdesk.com/apptonline/

landing.html?client_code=CTRSTONE內設有三項功能中的「查看獲

批金額(View Grant Amount) 」輸入您的社會安全號碼 (俗稱工卡

號碼 ) ，便可追查您的申請可獲補助金額多少及何時批出。其實，社會安全號碼也可用來

使用其他功能包括：追查或取消約見(Check or Cancel Existing Appointment)、約見申請

時間 (Make New Appointment) )。 

 

 

 

 

西雅圖電費單附件3月/ 4月通訊 (Light Reading) 

最近西雅圖電力(Seattle City Light) 的電費單附上兩附頁：(1) 積少成多節能省錢 (It 

All Add $ Up) 秘技 (詳情，見網址：http://www.seattle.gov/light/winter-home/ 內文

「簡單七件事可節能及一年省錢約$500」(7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conserve en-

ergy and save nearly $500 a year); (2) 3月/ 4月通訊 (Light Reading) 內容，包括：

報 告 最 新 鄰 里 的 社 區 的 工 程、、2017 西 雅 圖 電 力 服 務 承 諾 成 績 進 度、可 網 上

www.skagittours.com登記今年的North Cascades and Skagit之旅 (要收費及自行安排交通

在North Cascades集合)，今期仍有以下兩點值得大家留意： 

 節約水及能源小秘訣: (1) 用冷水清洗衣服及沖洗碗碟；(2) 用洗碗機前，先刮你的髒碗

碟，可省水及能源。 

 西雅圖電力為住屋客戶提供9項回扣項目(the house of rebates) ： 

https://byrdbarrplace.itfrontdesk.com/apptonline/landing.html?client_code=CTRSTONE
https://byrdbarrplace.itfrontdesk.com/apptonline/landing.html?client_code=CTRSTONE
http://www.seattle.gov/light/winter-home/
http://www.skagit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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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洗衣機 (clothes washer) $50;  

(B)  乾衣機 (Dryers) $50, $100 or $200;  

(C)  無管加熱及冷卻 (Ductless Heating & Cooling) $100 or $800;  

(D)  熱泵熱水器(Heat Pump Water Heater) $500 (此項回扣可能會改為即時商店內折 

扣) ； 

(E)  淋浴花灑 (Showerheads) 即時商店內折扣至$10;  

(F)  窗戶(Windows) 每個窗$50 ; 

(G)  閣樓或牆壁絕緣 (Insulation) (attic or wall)  50%成本價或上限至$500; 

(H)  地板絕緣  (Floor Insulation) 50%成本價或上限至$200; 

(I)  照明 (LEDs & Lighting Fixtures) 即時商店內折扣至$3 

詳情請查閱網址：www.seattle.gov/light/myhome 

 

更新上期消息：全美電視在無線數位電視改在第46.1台 

要在西雅圖免費收看華人電視「全美電視」，3月起在無線數位電

視(DTV)改在第46.1台播出；而通過Comcast有線電視台收看全美電

視則維持在第79台！任何疑問或聯絡全美電視台，網上聯絡：

http://www.aattv.com/zh/zh_contactus/  

 

西雅圖電力部門有關新電錶安裝詳情 

不少西雅圖電力部門(Seattle City Light) 的用戶最近收到西雅圖電力部門寄來的通知卡，通知新

的電錶即將在您家中進行安裝，他們會寄信告知您安裝的詳細情況。 您也會在安裝的兩天前收

到電話通知。卡上更提及安裝當天要注意的事項。 

在安裝的那天您需要注意的事項: 

1.您需要讓安裝人員能到達電錶所在處進行安裝，請不要將大門上鎖，請將您的寵物留在室內。

（筆者提示：如果你居住在公寓樓，安裝人員只需與管理辦公室聯絡，便可

在大廈內指定地點進行安裝，而不需要進入您的單位！） 

2.安裝期間，您本人不需要在場。安裝人員會在開始工作前敲門告知，以避

免任何騷擾。 

3. 這次安裝會造成短暫的停電（約一分鐘），一旦安裝結束，您可能需要重

置電源和有關電器。 

 

詳情，請查閱網站seattle.gov/light/meters或撥打電話：（206）727-8777。 

    【資訊新聞】 

http://www.seattle.gov/light/myhome
http://www.aattv.com/zh/zh_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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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華州居民6月後獲發新紅藍卡  
新紅藍卡10件必知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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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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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銷毀您的舊 紅藍卡： 收到新的紅藍 卡後，一

定要銷毀舊的紅藍卡，並馬上開始使用新卡。 

3. 保管好新卡：只能將新的紅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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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卡

合作的人員。  

4. 您的紅藍卡卡號是唯一的：新卡有一個新號碼，不再使用您的社會安全號碼。新號碼

是由11個數字或英文字母大寫組成的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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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紅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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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網上查詢您的紅藍卡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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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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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卡，請致電社會安全

局(1-800-633-4227) 。聽障人士 (TTY) 可撥打 1-877-486-2048。 

 

【緊記：這次更換新紅藍卡是免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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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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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房屋局家居安全及房屋檢查提示 

無論您是居住西雅圖房屋局屬下低收入房屋或長者屋，及其他津貼補助房屋。公寓經理每年

都會要求進行年度檢查房屋﹐所有住戶亦有責任保持居所整潔及安全以通過檢查。以下是西

雅圖房屋局提供的重點檢查範圍﹐可根據下列提示作參考用途並盡早除去家中的安全隐患。 

 

• 移除所有易燃物品﹐ 例如窗簾、 傢俱、

紙製或塑膠製品。即使您並沒有使用暖氣﹐物

品也要與暖氣口最少保持12寸距離。 

• 切勿蓋著或拆除煙霧探測器 

• 如果您的單位有其他出入口﹐通道應常保

持暢通，以便作緊急出口。 

• 應保持焗爐、爐灶、抽風機、擋油板及廚

房周圍整潔﹐須時常清理油污及食物碎屑。另

外﹐爐灶避免使用鋁箔紙﹐焗爐周圍不要放任何抹布、毛巾、纸板、塑膠手套等，以免失

火。 

• 定期清理冰箱﹐須保持整潔並沒有任何過期食品或食物殘

渣。 

• 房屋局不允許所有住戶使用任何小型/便攜式暖氣機。如

有﹐請立刻把小型/便攜式暖氣機從您單位內移走。 

• 如您家中有高熱投射燈泡﹐請緊記這類型燈泡需遠離所有易

燃物品﹐例如窗簾。 

 請確保您單位外附近沒有任何垃圾或雜物。 

 

【以上資料翻譯自西雅圖房屋局每年檢查房屋文件，供參考之用。內容以英文版本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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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談聯邦醫療保險費用節省計劃 

2018年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Part A （ 住院服務），

如累積工作點不足30個點，月費高達$422。Part B （門診、

化驗服務等），就算累積工作點超過40個點而合資格領取政

府退休金，仍須繳付月費$134。因此，各州政府均設有聯邦

醫療保險費用節省計劃（Medicare Savings Programs），為

合資格人士支付（紅藍卡）月費及相關醫療費用。 

聯邦醫療保險費用節省計劃共分為幾個級別，分別是QMB (Qualified Medicare beneficiary 

合資格之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 計劃 : 支付聯邦醫療保險Part A和Part B月費，自付費

(deductibles)，共付費(copayments) 但處方藥物費用除外。SLMB (Specified Low-Income 

Medicare Beneficiary 特定低收入受益人) 計劃：支付聯邦醫療保險Part B月費。QI-1

（Qualified Individual Program合資格之個人）計劃：支付聯邦醫療保險Part B部份月

費。 

申請收入與資產限額今年提高 

今年華州福利局除調高紅藍卡保險費用節省計劃的申請收入資格外，更

少有地調高資產限額，由以往個人限額$7,390加至$7,560，二人限額由

$11,090加至$11,340。這將會令更多人可受惠於該計劃。 

 

 

 

 

 

 

  

  

每月收入少於： 總資產少於： 

QMB SLMB QI-1 

1人家庭 $1,012 $1,214 $1,366 $7,560 

2人家庭 $1,372 

  

$1,646 $1,852 $1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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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境超過三十日須申報暫停補助 

另外，最近有不少耆老因離美超過一個月而申報暫停該項

醫療補助後，回美收到以千元計的紅藍卡月費帳單，大感

困擾。政府規定凡領取福利人士離開美國超過三十天，必

須離境前申報暫停福利，而紅藍卡補助計劃亦不例外；因

此當長者申報後，州政府便會由下月起暫停為該名長者向

聯邦政府支付紅藍卡月費。換言之，長者每月便須自付紅

藍卡Part A、Part B月費合共高達$556。 

 

申請恢復補助後可能最少須自付兩個月月費 

因此長者離美後，回來即時申請恢復紅藍卡補助計劃，但政府是有三十天等待期的規定，

才會接受其申請，再加上政府一般需時兩至三個星期的處理時間；這樣就算長者離境只有

一個多月，亦很大機會須自付兩個月的紅藍卡月費，即超過一千元的費用。筆者便遇到一

個真實個案，一名長者去年三月離境返中國，向福利局申報暫停紅藍卡補助計劃，到六月

初回來後要求恢復補助，結果該名長者收到福利局的信件表示，州政府只會由七月恢復福

利的這個月起支付紅藍卡月費，但四、五、六月合共一千六百多元的月費則不會代為支

付。 

如聯邦政府超過三個月都收不到紅藍卡月費，紅藍卡便會自動被取消，直至拖欠的月費清

還為止。因此筆者再次提醒享有聯邦醫療保險費用節省計劃的長者們，在長時間離美前須

三思可能承受的後果；因大家必須謹記現在不用繳付高昂的紅藍卡月費，全因州政府有關

的醫療補助幫大家「結帳」，正所謂「幸福不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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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社會安全殘疾福利的有用事實 

當意外發生之後因為嚴重的醫療狀況而無法繼續工作時，社會安全局將為您和您的家人提

供幫助。大多數美國職工通過繳納稅款，在晚年的時候每月可領取退休金作為收入。社會

安全局也會為因嚴重的疾病或受傷而被迫縮短工作年限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渡過困難時

期。 

以下是關於社會安全殘疾福利的六個有用事實： 

1. 社會安全殘疾福利是美國職工都能獲得的: 該項目為繳

納過足夠聯邦稅給社會安全局的殘疾工作人士提供保

障。如果身體狀況使他們無法工作，通過社會安全局提

供的殘疾福利可代替他們一部分的收入。 

2. 社會安全法案嚴格評估殘疾: 根據“社會安全法案”如果嚴重的醫療狀況持續或預計會

持續至少一年以上或導致死亡的情況下，會將其視為殘疾人士。除此之外社會安全局不

提供臨時或部分殘疾福利。 

3. 殘疾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的人士身上: 癌症和精神疾病這樣嚴重的疾病會影響各個年齡

的人群包括老年人和年輕人。在20歲人群中有四分之一在退休年齡之前會成為殘疾，這

時可能需要社會安全殘疾福利的支持。 

4. 社會安全殘疾福利幫助殘疾職工滿足生活基本需求: 據2018年數據統計社會安全殘疾福

利平均每月為1, 197美元。這一項福利幫助殘疾職工在最需要幫助的時期滿足他們的生

活基本需求。 

5. 社會安全局積極採取防範措施並幫助起訴詐騙行為: 保護您的權益是社會安全局的責

任。社會安全局與檢查局對詐騙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 

6. 社會安全局幫助人們重返工作崗位並維持原有福利: 人們

通常希望重新返回職場，但擔心會失去原來的殘疾福利。 社

安局會轉介他們到免費的就業支援服務部門，並幫助他們維持

原有福利如醫療保險等。 請瀏覽http://choosework.ssa.gov

     了解社安局的就業項目(Ticket to Work Program)。 

http://choosework.s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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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州成人長期護理服務系列 (一) 

長期護理，並非指一般因疾病或受傷而需要的治療服務或

短暫復健。「長期」的意思，是由幾個月至數年內，都需

要專人照料起居飲食。護理的原因，可能是意外受傷、殘

障、 疾病、年紀老邁、老人痴呆症等而無法自理日常生

活。 

一般長期護理服務，可在家中，由家人或居家助理提供，亦可在康復療養中心或老人院，

由專業人員照料。值得一提的是華州政府一直被公認為長期護理服務全國先鋒及領導者。

實際上, AARP(樂齡會)一直將我們華州的長期護理計劃評為國內最佳計劃之一。 

由於本文重點介紹低收入人士申請華州 Medicaid(醫療補助) 的成人長期護理服務,讓我們

先講解一下Medicaid申請資格。申請Medicaid人士必須獲得通過才能接受長期照顧服務。 

Medicaid 是一項政府健康福利計劃，旨在為收入與資產較少人士支付長期護理服務費用。

如果您符合資格，Medicaid 將為你支付在你家中、社區住宿照護機構（成人之家、生活輔

助寄宿機構）或療養院提供的護理服務費用。但在一些情況下你也可能要為你所接受的服

務而付上一點費用, 又稱participation。我們之後會再作解釋。 

 

如何申請Medicaid 成人長期護理服務 

如果你已年滿65歲或以上，你可以透過華州家庭與社區服務處 (Home and Community 

Service) 辦公室或網上申請 Medicaid。當然也可透過仁人服務社社工協助申請。申請流

程包括三個主要部分：  

1. 填寫並提交申請書。 

2. 接受經濟收入審查以確認你的財務資格。 

3. 進行個人照護評估以確定你的健康資格。 

 

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現有 Medicaid人士並不一定會自動獲得 Medicaid之成人長期護

理服務，個別情況有所不同。 此外, 如本文之前所提及, 長期護理服務是針對意外受傷、

殘障﹑疾病﹑年紀老邁而無法自理之人士。在作出申請後，也需要透個專業社工進行個人

照護評估以確定你的健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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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條件審查 

當你提交申請表後，一名財務部的專業人員 (俗稱 Financial Worker) 將與你聯絡，以確

定你的經濟條件是否符合。你必須符合各種Medicaid成人長期護理服務收入及資產要求才

能符合資格。 

 

收入 

取決於你所需要的服務、你的收入及婚姻狀況，Medicaid長期照顧服務的收入限制跟一般 

Medicaid 會有所不同。家庭與社區服務處辦公室可提供目前的相關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瞭解所有的 Medicaid 收入及資源標準：www.hca.wa.gov/medicaid/eligibility/pages/

standards.aspx。 

資產 

申請 Medicaid長期護理服務時，你必須聲明你的所有資產。例如現

金、銀行存款、股票及債券、退休計劃、信託、年金、人壽保險、銷

售合約、車輛及不屬於您主要居所的土地及你名下的房屋。如果您已

婚，則需要考慮配偶雙方的資產以確定您加入的資格。 

你的主要居所、日常用品及私人物品、一輛汽車、面值低於 $1,500 

的人壽保險，以及大部分的預付葬禮計劃都可以不計算作為資產。 

 

轉讓資源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我可以把所有資產轉到親友名下，那便可以符合資格。聯邦法律規定，

贈送禮物或轉讓財產以便達到符合 Medicaid 資格的行為將遭到處罰。華州法律還規定，

以低於市場價格接收轉讓財產的人士也將受到懲罰。因此,申請 Medicaid 時，你必須申報

你的所有資產。 

在州及聯邦法律下，財務部的專業人員必須深入審查你申請 Medicaid 服務之前 60 個月

內發生的資產轉讓。如果在該時段內轉讓了資產, 你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沒有資格接受 Med-

icaid長期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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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老情真】 

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 你可以轉讓你的住宅，而不用遭受處罰：  

• 配偶 -當你把資產轉讓給配偶 

• 擁有住宅股權，且已經在你符合 Medicaid 資格前在此

住宅住了至少一年。  

• 21 歲以下的受撫養子女 ; 失明或殘障兒童。 

• 與您一起居住，並照顧您的家庭日常起居兩年的成人子

女。 

 

當你通過經濟審查後, 下一部將會接受個人健康評估以確定你的身體狀況是否合符資格。 

 

 

詳談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骨骼新陳代謝的病症。患者的骨質密度減

少，令骨骼結構變得脆弱，因而容易導致骨折；造成痛楚及

引發其他併發症，減低患者的自我照顧能力。 

 

 

骨質疏鬆症有什麼病徵? 

骨質疏鬆症本身並沒有任何病徵，若感到痛楚，一般都是由於骨折所致。最常見的骨折部

位包括股骨、脊椎及前臂骨。患者或因輕微碰撞，或因跌倒而股骨骨折，脊椎骨即使沒有

任何碰撞也會漸漸塌陷，令背部變得彎曲，形成駝背及變得矮小，部分患者亦會出現背痛

的情況。 

 

誰是高危一族 

1.長者、2.女性：女性患病率比男性高，一般在停經後，因雌激素停止分泌所致、 

3.體型瘦小、4.家族中有骨質疏鬆症患者、5.不良的生活習慣，例如 吸煙、長期攝取鈣質

不足、缺乏維生素D、過量飲用含咖啡因飲品，例如咖啡,濃茶、過量攝取鈉質(鹽分) 、缺

乏負重運動、酗酒、6.疾病例如女性的雌激素不足，例如因化療、電療或手術而提早停經,

男性的睪酮素過低,內分泌失調病症，如甲狀腺機能亢進、7.服用藥物：長期服用高劑量類

固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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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可否預防？ 

正常的骨質增長需要攝取足夠的鈣質和維生素D，及

作適量的負重運動。由於骨質須在年輕時奠定基

礎，所以預防骨質疏鬆症，一生都要注重適當飲食

和運動。 

 

1.均衡飲食 

 多選擇含豐富鈣質的食物，例如：奶類食品：如

牛奶、奶類製品、芝士、乳酪等 

(可選擇一些低脂或脫脂產品以免造成過胖)。 

 海產類：連骨或殼食用的海產，如白飯魚、銀魚乾及蝦米等。 

 豆品類：板豆腐、加鈣豆漿、素雞、枝竹及腐皮等。 

 蔬菜類：深綠色的蔬菜，如白菜、西蘭花、菜心等。 

 果仁類：如杏仁及芝麻等。 

 攝取足夠維生素D，例如：雞蛋黃、已添加維生素D的牛奶等。 

 減少進食含高鹽分的食物，如鹹魚和豉油等調味料，以減少鈣質流失。 

 

2.切勿吸煙、酗酒。應減少飲用含咖啡因的飲品如咖啡、濃茶

等。 

 

3.適量的負重運動，例如：步行、太極、健身操等。保持每星期

最少做3次、 每次30-60分鐘的運動。 

 

4.戶外活動，透過曬太陽來協助製造維生素D，以幫助吸收鈣

質。切忌曝曬，以免灼傷。 

 

 

患上骨質疏鬆症應怎麼辦？ 

 

骨質疏鬆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覺，慎防跌倒，以減低骨折的機會。例如：注意家居

安全、過馬路要小心、穿防滑的鞋子、避免服用令人暈眩的藥物、改善視力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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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lderl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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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塘豆腐 

材料：(4人分量) 

雞蛋2隻、清湯500毫升、元貝(切碎)5 克、龍利魚肉(切粒)10克、鮮魷(切粒)5克 

鮮蝦(切粒)10克、芥蘭(切粒)10克、鮮草菇 (切粒)10克、豆腐(切粒)1/4塊 

調味料 : 

鹽1/2 茶匙、生粉水適量 

烹調步驟 : 

1.先用雞蛋和250毫升清湯做成蒸水蛋，備用。 

2.把元貝、龍利魚肉、鮮魷、鮮蝦、芥蘭和鮮草菇汆水，備用。 

3.將豆腐、已汆水的食材和餘下的清湯煮沸，加鹽調味，再勾生

粉芡，然後放在蒸水蛋上即成。 

健康小貼士：香港營養學會和英國註冊營養師潘仕寶說：「本食譜含豐富蛋白質，不用紅

肉，以海鮮、雞蛋和豆腐代替。豆腐含有豐富的鈣質，有助鞏固骨骼和促進牙齒健康。此

外，豆腐所含的大豆蛋白有益心臟健康。菜式採用蒸和(湯)煮的烹調方法，無須使用食油，

有助減低熱量攝取，控制體重。」  

*資料來源: 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健康家常食譜 

仁人服務社暫停服務公告 

 

美國國殤日: 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 

不便之處 ，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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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活動 (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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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島亞裔傳統慶祝 (5/6)、美籍非裔節日 (5/12 & 6/16-17) 、中國文化及藝術節

(5/19) 、47屆西北民族生活節日 (5/25-28) 、菲律賓節 (6/2-3)、北美原土著對神 

(6/9)。 

 

2. 西華園洛陽牡丹及竹節：5月12及13日(星期六及日) 西華園

(Seattle Chinese Garden)地址是：6000 16th Avenue SW, 

Seattle, WA 98106。 

 

3. 華大夜市市集 ( UW Night Market) ：食在台灣，5 月12日(星期六 5:30-10:30 pm)，

地點：華大校園內紅廣場 (red Square) 

 

4. 華大區街頭市集 (Street Fair at University District) ：5 月19 - 20 日(星期六

10 am  - 7 pm至星期日10 - 6 pm) ，華大區University Way NE  

 

5.  Bremerton島武裝隊伍巡遊 (Armed Forces Day Parade 

at Bremerton) ：5 /19 日(星期六) 10 am開始 Bremerton島

上市中心舉行。這是71週年華州大型軍事巡遊活動，巡遊隊伍

以軍隊、警察及消防隊伍為主，還有青年組織、政要、商業企

業、汽車俱樂部…，現場更會為當值、退役及現役軍事人員提

供免費食物及汽水。島上碼頭旁有免費的海軍博物館及公園和

曾參與越戰的軍艦 (USS Turner Joy) (62歲以上老人$13) 。

從華埠前往，可在52號碼頭 (801 Alaskan Way, Seattle, WA 98104)乘坐華州渡輪

(Washington State ferry) 直到Bremerton島 (65歲或以上來回船票 $ 4.15) 

6.  2018 草莓節 (The 2018 Bellevue Strawberry Festival) ：6月23日10 am - 8 pm 

及6月24日10 am - 6 pm，地點：Crossroads Park  (地址：15027 NE Bel-Red Rd, 

Bellevue)  

 

7.  6月國家公園免費入場日(State Parks Free Days) ：6月2日、9日及10日。詳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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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iscoverpass.wa.gov/136/State-Parks-Free-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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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康乃馨送給媽媽 

大部分康乃馨都代表了愛、魅力和尊敬之情。淺紅色代表欽佩，深紅色代表深深的愛和關

懷。然而粉紅色康乃馨代表不朽母愛的象徵是最適合在母親節時送給你最親愛的母親。但因

為康乃馨好快就會凋謝，所以今日我會叫大家做不會凋謝的康乃馨。 

準備材料：無織布或厚的

廢布（粉色、肉色、綠

色）、針、線、狗牙剪

刀、鐵絲適量、小花盆、

塑料泡沫 
 

用狗牙剪刀剪兩片圓形

和一片五角星的無紡布 

 

把兩片圓形疊在一起, 在

中間縫一圈(只需要縫很

稀的針就可以) 

 

然後把線用力拉 

 

纏緊，就會形成康乃馨的

雛形 

 

葉子也是同樣的縫法 

 

同樣拉緊 

 

用葉子把康乃馨包起

來，然後纏緊 

 

用錐子將中間戳一個洞 

 

把鐵絲穿過去，前面記

得打結 

 

稍微整理一下花瓣 

 

最後，将塑料泡沫装到

花盆里再將康乃馨插進

去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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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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嘉慧 

韋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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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屬移民進度情況 

移民局通告在2018年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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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 2012年01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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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 2011年09月08日 

第三優先(公民的已婚子女) 2006年09月08日 2006年09月08日 

第四優先(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 2005年04月01日 2005年04月01日 

**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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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