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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從四月份起陸續把新版紅藍卡郵寄給紅藍卡持有人，居住於華盛頓州内的長者

將會由七月份起陸續從郵件中收到新紅藍卡。政府更替紅藍卡的原意是透過發出新的紅

藍卡卡號給長者們，以防止長者的社會安全號碼泄露，保護長者的個人資料及防止詐

騙。然而，諷刺的是，騙徒們反過來利用紅藍卡更替的消息來誤導長者；他們從互聯網

及其他公眾途徑搜集到關於長者的部分個人資料，偽裝成政府醫療部門，通過打電話或

寄出假裝政府信件要求長者提供更多個人資料來驗證身份及啟用紅藍卡，或者以不同的

理由要求長者繳交有關新紅藍卡的費用。 

 

長者們會否受騙呢？根據美國退休協會AARP最新調查顯示，大約有75%長者對新紅藍卡

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另外，更有近六成受訪長者認為可能會被收費。對更換紅藍

卡缺乏認知正是騙徒們眼中的獵物弱點，作為一名精明的長者或長者的家人，務必警惕

個人資料泄露，洞悉以下騙術： 

新舊紅藍卡更替 

全國掀詐騙風波 

 

(下接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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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及舉報在公車上的性騷擾及不當行為 

每天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有以下當行為，包括：不需要的個人或性評論；旨在羞辱和恐

嚇人的行為；具侵略性的凝視；侮辱性語言；猥褻粗暴的性評論或手勢；或導致犯罪的

其他行為。金郡King County Metro巴士公司特別呼籲阻止及舉報，只要是看到或曾是

受害者，請告訴司機、致電Metro Transit Police 警察 206-296-3311或911(可要求中

文翻譯)。若是事後舉報，除需清楚巴士路線及發生時間外，若能說出巴士編號更能有

效及快捷從車上錄像找出疑犯！詳情可瀏覽網址：www.kingcounty.gov/stopnow。也可

致電888-998-6423。 

七月一日西雅圖市開始餐館禁止使用塑膠飲管及餐具  

為減少塑膠對全球包括雀鳥及海洋生物的污染，這禁制條例其實是2008

年已通過的市政條例「一次過的食具定必要是可回收或堆肥的」的部份

內容，豁免期在今年6月到期，違法的商戶會被罰款$250。禁止使用不

可回收的塑膠餐具包括：叉、匙、刀及酒棒。以西雅圖為基地的美國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Alaska Airline) 已於5月宣佈逐步將一次性的飲料棒 改用可堆肥的材料。 

7月1日前已收到郵寄的$40蔬果券，緊記10月31日前在農夫市場使用 

被抽中收到$40蔬果券的信封內，亦包括有關今年接受$40蔬果券的36個農夫市場的名單

及開放時間和網址。名單上主要提示掛有接受

「Senior Farmers Market Voucher Program」標記

的攤檔才可使用蔬果券。此外，在36個農夫市場的

名單旁有「*」號的市場屬可接受糧食卡(SNAP)。 

 

【筆者指示：由於各檔主均沒有可閱讀糧食卡的工

具，若想在農夫市場使用糧食卡，請先向場內「諮

詢帳蓬」(Information booth tent) 告知計劃花費

金額來換取「代用幣」(token)，跟著按慣常使用糧食卡方法「按密碼及獲收據」便

可。由於很多農夫市場均有參與 (fresh bucks) 計劃，換取「代用幣」後，職員會按您

願用糧食卡消費金額發給您等值的「贈券」(每張面額$2)。使用「代用幣」只可在場內

的攤檔購買使用糧食卡的食物，沒有限期；「贈券」設使用限期至12月底及只可購買新

鮮蔬果、食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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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開始，Metro巴士成人票價有變 

7月1日開始，Metro巴士取消分區及繁忙/高鋒期的收費，成人票

價統一$2.75，青年、低收入人士、老人及ACCESS巴士票價則維持

不變。新車費如下： 

西雅圖及金郡回收藥物針筒和注射器(SHARPS)地點: 

西雅圖市的「藥物針筒和注射器收集試驗計劃 (sharps 

collection pilot)：除西雅圖市的北回收及棄置站 (North 

Recycling & Disposal Station): 1350 North 34th 

Street, Seattle 98103和南回收及棄置站: 130 South 

Kenyon Street, Seattle 98108外；此計劃也特設6個收集

箱，分佈於以下地點： 

a) Intersection of Airport Way South and South 

Holgate Street 

b) Intersection of 27th Avenue South and Cheasty 

Boulevard South (center median) 

c) Fremont Canal Park (199 North Canal St, Seattle, WA 98103) 

d) Freeway Park (700 Seneca St) 

e) Mineral Springs Park (1500 North 105th St, Seattle, WA 98133) 

f) Roxhill Park (2850 SW Roxbury St, Seattle, WA 98126) 

 

另外，金郡固體廢物部門(King County Solid Waste)以下兩處的回收及轉運站

(Recycling & Transfer Station) 均可免費收集藥物針筒和注射器：   

a) Bow Lake Recycling & Transfer Station (18800 Orilla Rd S, Tukwila, WA) 

b) Shoreline Recycling & Transfer Station (2300 N 165th St, Shoreline, WA) 

Adult成人票 

(Age 19 - 64歲) 

$2.75 

Youth青年票 

(Age 6 – 18歲) 

$1.50 

Children兒童票 

(5歲及以下)  Free免費 

ORCA LIFT 

低收入人士 ORCA卡 

$1.50 

ORCA RRFP 

老人或殘障人士ORCA卡 

$1.00 

Access Transportation 

殘障人士到戶接載巴士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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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氣費補助計劃最新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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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日期已經在

6月29日截止。但是，以天然氣作為暖氣燃料的暖氣費能源補助計劃（PSE）仍然可以繼

續申請。以服務西雅圖地區為主的撥款機構Byrd Barr Place的申請仍然可以在夏季結

束前遞表。以服務東區為主的撥款機構Hopelink則會在八月底停止接受申請。另外, 下

年度的電力暖氣費補助（LIHEAP）到十月份便會重新接受申請。符合資格的收入標準： 

家庭人數 暖氣費能源補助PSE(貧窮線150%) 

1人 $1,508 

2人 $2,030 

3人 $2,553 

4人 $3,075 

5人 $3,598 

6人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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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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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機構Byrd Barr Place主要服務地區為西雅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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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rdbarrpl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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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rd Barr pl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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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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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帳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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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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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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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預約，或者待高

峰期過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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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頭版) 

1:冒充聯邦醫療局Medicare打電話，以“正準備發送新

紅藍卡需要驗證你的信息”為由向長者索取重要身份資

料，例如，他們會以“需要再次確認您的住址以確保你

收到紅藍卡”為理由索取您的地址; 或者以“舊卡中尚

有餘額，需要退款”或“協助您存款至新紅藍卡帳號”為理由向長者索取銀行資料。 

 

真相：政府並不會要求您提供個人資料來獲取新紅藍卡，亦不會透過打電話主動向您

索取個人資料或銀行帳號資料。社會安全局持有您的住址記錄，如果你曾經搬過家，

請到當地的社會安全局或致電1-800-772-1213更新您的住址記錄。  

 

2:特別小心“郵資已付”信件，雖然聯邦醫療局Medicare通常用信件和長者聯絡，但

即使要求有回寄的情況，決不會用“郵資已付”，而需要長者自行貼郵票寄件。 

 

真相：下圖為正式Medicare郵寄紅藍卡的信件樣本： 

新舊紅藍卡更替 全國掀詐騙風波 

3:告訴長者他們需要繳費來獲取或啟用新紅藍卡，收費為5元至400元不等。 

 

真相：新紅藍是免費的，無需繳費！您不用做任何動作來獲得新紅藍卡，政府會自動

郵寄該卡至您的住址。 

 

以上是幾個普遍受騙個案的情況，騙徒們的騙術千變萬化，日新月異。如果您或您的家

人朋友遇到以上的情況或任何可疑的事情，請保持警惕，不要泄露任何關於您的個人資

料，切勿讓騙徒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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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社會安全金 

還可能會增加的三種常見情況 

當您選擇退休，然後申請社會安全金（即政

府退休金），退休金每月都會如期轉賬到您

的銀行戶口。也許您沒有想過在您並無工作

交稅後，您的退休金亦有機會增加？ 

 

當您開始獲得福利後，您的退休金有機會在

以下三種較為常見的情況下增加，包括(一):

通脹率（COLA）；(二):額外工作；(三):如

果您在職期間提早領取退休金而被扣減金

額，當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退休金金額會獲得調整。 

 

跟隨通脹率調整是使退休金增加的最常見情況。社會安全局每年都會公佈一次通脹的

調整，每人每月收到的退休金及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SI）通常都會有所增加。根據

法例，聯邦福利會因應消費者物價指數（CPI-W）所計算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增加。在

2018年，超過6600萬美國人的退休金和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都有2.0％的增加。 

 

當您申請退休金福利時，退休金將會以您最高的35年工作收入來計算您的福利金額。

如果您在獲得退休金福利後繼續工作，您的工作收入可能會增加您的退休金。如果在

計算您的福利時，您過去工作的年期少於35年，則會用新的收入來計算。如果您賺取

收入超過35年，社安局會查看您新的收入是否高於之前計算的35年的最低值（考慮物

價指數後）。當您享有退休金福利時，社安局會每年檢查一次您的額外收入。如果證

實您的退休金理應獲得增加的話，社安局會發信通知並支付您一張一次性的支票，您

其後獲得的退休金金額將會提高。 

 

當您仍然工作的時候，也許您會選擇提早領取退休金，但金額會被扣減。例如62歲仍

工作但打算提早領取社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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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退休金金額被扣減一半。但當您屆滿足齡退休年齡

起，便毋須再被扣除社安金。 

社區生活雙月刊  



【資訊新聞】                              第8頁 

移民局回收八千多張印刷問題綠卡 
 移民局宣布由於生產程序錯誤，將開始回收大約8,543張永久

居民卡（俗稱綠卡）。這批綠卡是涉及移民局I-751表格，此表格

是用於與美國公民結婚後移除臨時綠卡2年居住期限。這批綠卡在

2018年2月至4月之間被寄出並且印有錯誤的“居民開始(Resident 

Since)”日期。  

 移民局將向收到錯誤綠卡的個人及其律師（如有的話）發信

通知。受影響的個人應在收到通知後的20天內使用移民局提供的預付郵費信封，將錯誤

的綠卡寄回移民局；也可以將錯誤的綠卡親自退回給當地移民局辦事處。移民局將在收

到錯誤綠卡後的15天內發新的綠卡。 

 被召回綠卡人士不會影響作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如果受影響的人士在等待新

卡的過程中需要綠卡證明出境則可以聯繫美國移民局聯絡中心，電話800-375-5283，以

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證明。 

 美國公民的配偶可在永久居留三年後申請入籍美國。但今次這些錯誤綠卡上不正

確的居民開始日期可能會加長申請人成為美國公民的時間。 

 

移民局試行簽收確認郵寄服務 

  

 另外，移民局宣布於今年4月30日起開始逐

步使用郵政服務局（USPS）簽收確認的郵寄服務來寄送綠卡和其他重要文件。 

 第一階段只會影響因無法送到收件人地址而需重新寄送的文件。這三種文件包括

永久居民卡（俗稱綠卡），工作授權卡和回美證。在申請過程中更改過郵寄地址的申請

人很有可能會被安排新的簽收方式發送文件。移民局表示，新的簽收確認方式將來會擴

展用於所有文件及常規申請，但是目前為止還未定確實的日期。 

 根據新的郵寄交付方式，申請人必須在交付文件時簽署並且出示由美國政府部門

發出具有相片的身份證明文件。收件人也可以預先填寫郵政總局的3801表格或是3801-

A表格,委託一位代表人代表自己簽收。 同時，收件人可以網上註冊郵政總局服務以獲

知移民局有關文件的送遞狀態。申請人亦可以選擇指定日期和時間到就近的郵局取件。 

移民局指出,新措施首階段，如果涉及的三種文件包括綠卡，工作授權卡和回美證，沒

有被成功簽收而被退回給移民局，申請人應致電美國移民局客戶聯絡中心1-800-375-

5283。如果收件人沒有在60個工作日內主動聯絡移民局，移民局將銷毀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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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州成人長期護理服務系列 (二) 
上期提到華州 Medicaid (醫療補助)與成人長期護理服務之申請資格及經濟條件審查,

今期重點將在經濟條件審查申請獲得通過後的手續。 

 

個人照護評估 

當經濟條件審查申請獲得通過後, 社會服務工作人員 (個

案經理)將來到您的家中並與您進行家訪。家訪的目的是

替您作一個全面的個人照護評估。 

透過評估, 個案經理將更瞭解您的身體狀況 , 日常生活

及您所需要的幫助。他將會詢問您需獲得哪些幫助來完成日常生活活動，例如吃飯、穿

衣、洗澡、行走和大小便及藥物處理。  

 

該評估用於確定您目前健康狀況是否讓您有資格加入 Medicaid成人長期護理服務。 

如果您有資格加入 Medicaid成人長期護理服務，社會工作人員將與您一起討論您的照

護服務選擇。華州有多項長期護理服務計劃供合資格耆老選擇, 我們將會在以後作更深

入的探討.  

 

個案經將會利用一個名為 CARE的軟件作為全面評估和報告評估的一部份，此外, 個案

經理亦會向您的家庭醫生查詢您的醫療狀況, 以協助評估並計劃您可能需要的服務。 

 

此外, 相信很多人已經有家人及朋友正在幫忙照顧。例如，您的侄子可能會帶您去購買

日常用品或看醫生，您的女兒可能幫您支付賬單，而您的朋友可能會在每個星期天接您

去教堂。在您與個案經理見面前，請詢問您的家人及朋友以瞭解他們是否繼續為您做這

些事情。 

 

當您的申請獲批後會怎樣 

當個案經理完成家訪及個人照護評估後, 您將收到一封信，告知您是否獲批准取得

Medicaid成人長期護理服務。 

 

該信將告知您：您的收入中有多少用於您的個人需要、配偶支援、家庭日常使用津貼、

醫療保險費用、Medicaid 未承保的必需醫療費用，以及您必須為您的照護向醫療服務

提供者支付多少費用（個案當事人責任）。我們會在下一期継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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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治療痛風症須知 
痛風症是一種常見的關節炎疾病。病因是由於病

人身體內的普林,又稱“嘌呤＂ (Purine) 新陳代

謝紊亂，令血內尿酸過高，尿酸鹽積聚於關節而

導致發炎及痛楚。嚴重的痛風會令關節變得畸

形。除關節外，過量的尿酸鹽也可能積聚於身體

其他部份，例如腎臟，令腎臟受損。當我們身體

內含有過多的尿酸，尿酸鹽就會聚於關節內，引

起發炎疼痛，這就是痛風。痛風症與遺傳因素有

關。但經常暴飲暴食，亦很容易誘發這種疾病。故此，痛風症又稱「富貴病」。  

 

痛風症藥的種類 

治療痛風症的藥物可分為急性和慢性兩種： 

 急性痛風症藥物：作用能迅速減低急性關節痛楚、消除紅腫，使關節活動回復正

常。常用的藥物有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及秋水仙鹼(Colchicine)。 

 慢性痛風症藥物：可防止痛風發作。其作用為加速尿酸排出、平衡血液內的尿酸水

平。常用的藥物有別嘌醇(Allopurinol) 和丙磺舒 (Probenecid) 等。 

 

 

痛風的病徵： 

 痛風通常引致急性關節炎發作，大部份為單一關節，最常見的為大拇趾(腳趾公)。 

 患處突然變得紅、腫、發熱及劇痛。數天後，痛楚開始減退。 

 若血液內的尿酸濃度不受控制，遲些尿酸鹽將會凝聚於其他

關節裡，如膝頭、足踝、手指等。 

 如果得不到適當的治療，會演變成多個關節發炎，並且經常

復發。 

 嚴重的會引至關節變形，成為慢性痛風。 

 慢性痛風能令腎功能受損，並在腎臟或軟組織內產生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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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士容易患上痛風 

痛風病人多是40歲以上，男性多於女性。他們多有飲酒

的習慣，喜歡吃動物內臟、貝殼類及海產等，這些食物

都含有高成分的「普林」。另外，血癌、腎病患者或服

食利尿藥的人士，也較容易患上痛風。 

痛風的治療及預防： 

 痛風不能根治，但適當的藥物及飲食控制可以防止痛風的復

發。 

 多飲開水(每天最少兩公升)可以幫助排出體內過量的尿酸。 

 避免身體過胖。 

 痛風的飲食控制，應避免進食以下的食物：  

 1.酒類。 

 2.動物的內臟，如腦、肝、腰、心臟、胰(豬橫舌)等。 

 3.沙甸魚、魚卵、貝殼類的海產，如帶子、青口等。 

 4.過量的肉類、家禽類和魚類。 

 5.過量的乾豆類、冬菇、椰菜花、菠菜及鮮露筍等蔬菜。 

 

如患急性痛風，藥物能有效地減低關節的痛楚。若痛風經常發作，則需長期服用另一類

藥物以減少復發的機會。 

 

*本文整理自香港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和藥物辦公室  

員工活動 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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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蘋果撻伴香草西瓜啫喱和小藍莓汁 
材料(8人份量): 

南瓜1隻(約1千克)、富士蘋果3個、橄欖油2湯匙、蘋果酒2又1/2湯匙、黑提子乾1/3量 

杯、薄片酥皮10片、榛子碎1 ½。 

 

湯匙調味料: 鹽1/2 茶匙、生粉水適量。 

 

烹調步驟: 

1.以180°C預熱爐焗。 

2.南瓜切開邊去籽，連皮用鍚紙封好，焗約45

-60分鐘至軟腍，用湯匙刮出南瓜肉。 

3.蘋果2個去皮切薄片。 

4.於鑊內燒熱加橄欖油1湯匙，下蘋果薄片，炒5-7分鐘至稍軟，加入蘋果酒煮至身 ， 

再加入提子乾和南瓜肉煮1分鐘，成餡料。 

5.每2片薄片酥皮掃上薄薄的橄欖油及灑上榛子碎，共做4次(共10片薄片酥皮)，然後

切成正方形，放進撻模內，再放入餡料。 

6.餘下的蘋果去皮，切幼絲，略握乾水分，放在撻面上，放入攝氏180°C爐焗至金黃 

色即可。 

 

小籃莓汁  

材料: 

粟粉1茶匙、水3湯匙、藍莓1又1/4量杯。 

 

烹調步驟: 

1.粟粉和少量的水混合，備用。 

2.將餘下的水和藍莓慢火煮至軟身，加入粟粉水再煮滾即可。 

 

健康小貼士：傳統的酥皮約含百分之四十脂肪，但薄片酥皮含較少的脂肪，有些薄片 

酥皮的脂肪含量更低至百分之三。薄片酥皮亦適用於製作酥皮湯、酥皮角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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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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文娛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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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時西雅圖市漫遊 (Seattle Trolley 

Tour) ：7月4日(國慶假期) 上午11時。中途停

站拍照及午餐(自費) 

 4.5小時漫遊Snoqualmie Tour：8月19日(星期

日)上午11:30，行程：在瀑布停留（Snoqualmie 

Fall）、水力發電博物館 (Hydroelectric Muse-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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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不准飲食。 

 

 

8月25日為紀念華州國家公園服務102年免費日(State Parks 

Free Day) 

屆時全美超過400個國家公園提供免費入場。只限日間 (不包括過

夜住宿或租用設施)。任何由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 管理的土地，仍出示有效通行証 (Discover Pass)。詳情，可瀏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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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evue表爾威市藝術博物館藝術嘉年華會 (Bellevue Arts Museum Arts 

Fair)：07/27 至 7/29表爾威商場(Bellevue 

Square)及表爾威藝術博物館(Bellevue Arts Muse-

um) ，詳情，請瀏覽網址：http://

www.bellevuearts.org/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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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文娛康樂活動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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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節夏日國慶 (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 Seafair Summer Fourth)：7/4 

(週三) 12pm–11pm，舉行地點：瓦斯公園(Gas Works Park)及聯合湖公園(Lake 

Union Park)。 

 海盜登陸(Pirates Landing)：7/7 (週六) 10am - 5pm在Alki Beach  

 華埠/國際區夏日市集(Seattle's Chinatown-International District Dragon 

Fest)：7/14(週六) 12pm – 8pm及7/15 (週日) 12pm–6pm 舉行地點：華埠慶喜公

園及附近街道和區內多間餐館美食(每位$3)。 

 西雅圖華埠海洋節巡遊 (Chinatown Seafair Parade)：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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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以當日大會公佈為準）。 

 西雅圖市中心大巡遊 (Alaska Airlines Seafair Torchlight Parade)：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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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 - 6日在西雅圖舉行2018美國特殊奧運會 

以下是有關活動慨覽，詳情請參閱網址： 

https://www.specialolympicsusagames.org/events-and-ceremonies         

https://www.specialolympicsusagames.org/sports/ 

 

7/1 

(12:30 pm) 

特殊奧運開幕 Seattle (Husky Stadium, UW) 

(門票$20) (11 am 入場)  

7/2– 7/6 競技 (Athletics), 籃球 

(Basketball), 滾球 (Bocce), 保齡

球 (Bowling), 腰球橄欖球 (Flag 

Football), 高爾夫球(Golf), 體操

(Gymnastics), 舉重(Powerlifting), 

足球(Soccer), 壘球(Softball), 站

立槳板 (Stand Up Paddle Board), 

游泳(Swimming), 網球(Tennis), 排

球(Volleyball) 

(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tramural Activ-

ities Building, Alaska Airlines Arena, Dempsey 

Indoor Center, IMA Sports Field, Meany Hall), 

(2) Angle Lake, (3) Celebration Park, (4) 

Kenmore Lanes, (5)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6) Seattle University (Connolly Center, SU 

Park), (7) Weyerhaeuser King County Aquatic 

Center, (8) Willows Run Golf Club 

 

7/6 (7 pm) 特殊奧運閉幕 Lake Union Park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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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手工製作 
您有沒有發覺在種植盆栽的時候都會不小心把花盆打碎，如果丟掉覺得可惜，不丟又沒

有什麼用。今天為您分享一個利用打碎的陶瓷花盆搖身一變成為賞心悅目的植物盆栽做

法。這種庭院式的植物盆栽不但能增添家裡色彩，而且它的製作充分發揮了廢物利用的

創意，是每個家庭處置廢棄花盆的不錯創意選擇。 

 

需要材料：打碎的

陶瓷花盆，萬能

膠，泥土，廢木

頭，捲尺，小刀，

卵石，植物，錘

子。  

1）選擇顏色相近的

碎花盆，根據您設

計的盆栽造型，適

當地用錘子敲掉陶

瓷碎片上的多餘部

位。  

2）用萬能膠把花盆

的碎片按照您的設

計思路粘合成多層

次的盆栽造型。 

 

3）粘好後，等膠水

徹底變乾。然後，

適當地撒上一些泥

土，但不要把花盆

填滿。  

4）用捲尺量空位的

寬度。 

 

5）按照寬度尺寸切

開廢木板，鋪墊在

花盆上的斜坡上，

做成樓梯。 

 

6）種上你喜歡的植

物。 

 

7）用卵石、砂石、

柵欄等微型景觀讓

您的盆栽變得更加

生動和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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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移民進度情況 

移民局通告在2018年07月份親屬移民遞件排期表如下: 

** 資料來源美國國務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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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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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2012年03月08日 

第二優先 2-A(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2017年12月01日 2017年12月01日 

第二優先 2-B(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2012年01月08日 2012年01月08日 

第三優先(公民的已婚子女) 2006年09月22日 2006年09月22日 

第四優先(成年公民的兄弟姐妹) 2005年05月01日 2005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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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項目由Aging and Disability Service, City of Seattle撥款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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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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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