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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大會已於去年12月12日舉行，會長楊迺賢匯報時指出
，去年是更生會另一個富有意義、成功而又充實的一年。在委
員、職員和義工辛勤工作下，對癌症患者和家屬提供了15,440
次服務，243位新病人及104位關顧者登記成為會友。12位義工
在悉尼六大醫院提供了264次探訪，為華人癌症患者及關顧者給
予資訊和情緒的支持服務，並為有需要的人士跟進作電話支持
和家訪。
        本會去年在新州癌症學會 (Cancer Institute NSW) 撥款資
助下，推行了兩項提高社區人士對癌症認識之「華人癌症支援
創意計劃」，其一為「認識腸癌篩查計劃」，該計劃深入探討
導致華裔社區參與「全國腸癌篩查計劃」程度偏低的障礙。 而
另一項「光輝晚晴」計劃，則重點收集影響華人癌症患者及其
家人獲得紓緩護理服務的實際情況。計劃中的「紓緩護理服務
資訊配套」，可增加社區人士對紓緩護理服務的認識，懂得如
何使用各種服務。本會更向外拓展至悉尼各區，與當地機構合
作舉辦癌症資訊專題講座，提高華人對癌症的警覺，達到及早
診斷及早醫理。
        南區辦事處亦獲得喬治河市政府的撥款，舉辦了一項名為
「瑜伽讓生活更美好」的活動，增加癌症患者，對瑜伽這項輔
助治療運動的認識和了解。
        而本會主辦的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亦獲得澳洲華
人公益金的兩年贊助。隨著與悉尼各地區合辦項目的成功，本
會將探索更多的新服務，以滿足華人癌病患者及家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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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萬象更新。編委會謹此祝各位讀者豬年
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市區總會因水浸關係，暫停開

放，詳情請細閱內文。編委會方面亦增添義工，歡迎雷
瑞蓮加入。

 本期專欄以癌症治療新趨勢為題，讓癌症患者不要氣餒
，醫療科技的發展，不斷為患者帶來新希望。治療期間，

病人經常因無親友開車接送，備受困擾。社區服務資訊欄為
大家介紹社區交通服務，希望可解決部分病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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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醫療工作人員的慷慨支持。 最後還要感謝我們的員工，面對
繁重的工作之餘、仍然勤奮和願意承擔。」

文：Ann Ng

        因去年 11月天雨關係，市區總會受到屋頂漏水及水浸影響
，於 2018 年 11 月 20 日開始暫停開放，直至另行通告為止。總
會各職員亦從當日起，暫時遷往南區辦事處繼續辦公，各會友
如有任何活動或服務查詢，可致電市區總會或南區辦事處。
        現階段本會正積極與保險公司聯絡，進行損毀評估，待評
估完成後，才能開始裝修工程。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至於市區活動方面仍然繼續舉行，請各位會友留意活動地
點，其中支持小組場地，包括歡樂組、星期三廣東話支持小組
、星期四普通話支持小組、肺癌小組及走出憂谷小組，都在悉
尼華埠富麗宮酒樓舉行，詳情請細閱本會活動欄。

市區總會維修工程

        楊迺賢會長表示:「獲得新州各機構的撥款，意味著社會人
士嘉許更生會過去二十三年來，為社區提供支援服務的成果，為
此我們深感欣慰。同時亦感謝所有義工、捐贈者、贊助者以及許



文：Ann Ng

會務報告

        義工旅行已於去年 11 月 10 日舉行。今年大會安排暢遊
位於 West Gosford 的 Mt Penang Gardens，Event Park and 

Parklands 。為了解更多有關這個匠心設計的花園，特別安排
了參加花園導賞團，沿路詳細介紹園中 1000 多種不同的原生
植物、世界各地藝術家的雕塑作品，以及種滿荷花的環保水
塘。
        中午在 Gosford RSL Club 享用豐富的自助餐，下午再出
發前往 Woy Woy 漁人碼頭觀賞餵塘鵝，數十隻塘鵝早已排列
在碼頭等待工作人員餵食，塘鵝的相互爭食成為當地一旅遊
景點。之後，又前往參觀著名的鳥結糖及朱古力工廠。更獲
廠方給予特惠價，大家盡情購買朱古力。同日晚上，本會在
富麗宮酒樓筵開四席款待義工，至九時半才結束了這豐盛的
一天。

        

義工旅行

文：Rosita

        2018 年 12 月 14 日本會假座富麗宮酒樓舉辦了一年一度
的聖誕午餐聯歡會，當天大會筵開 12 席，包括會友、義工、
嘉賓等等新知舊雨聚首一堂。
        司儀首先介紹大會流程及更生會最新資訊，隨著會長楊
迺賢致歡迎辭及送上聖誕及新年的祝願。其後多項大會安排
的餘慶節目便逐一登場。
        陽光舞蹈組會友的中國舞表演，她們優美妙漫的舞姿，
盡顯中國舞雅致的神韻。義工 Brenda 的粵曲獨唱，她深厚的
造詣、渾圓的唱腔，演繹了粵劇的神髓。她還為本會籌得80 

多元的善款。而太極老師 Raymond Wu 用創意的手法，揉合
了太極寓剛於柔，寓速於緩，將書法/太極兩種不同的中國傳
統文化更有生命的配對起來。還有舞蹈治療組的舞動心靈表
演，通過舞蹈啟發我們如何舒緩身心，發揮正能量。
        隨後更有頒發獎狀給義務導師，餐前壓軸有獎遊戲及幸
運大抽獎的環節。高潮一浪接一浪。
        精彩的表演，美味的佳餚美點，不單是視聽口腹享受，
更是難得的歡聚。聯歡會在下午二時結束。

        

聖誕聯歡會

二十四週年$5慈善獎劵
         本會一年一度的 $5 籌款慈善獎劵現已開始發售。獎品
非常豐富，包括頭獎：價值 $1200 空氣淨化器一部、二獎
：價值 $300 超市百貨禮品卡一張，總共 9 份獎品。如想購
買慈善獎劵，可以親臨本會辦事處購買。抽獎日期將於 
2019 年 6 月 15 日『更生會 24 週年籌款晚宴』上舉行，該
活動將假座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舉行，得獎者將以電話通
知。

文：李超浩醫生
更生會榮譽醫學顧問

        導致癌症產生有很多因素，這些能夠導致癌症的因素醫
學界稱之為「致癌因素」（carcinogenic factors）或「致癌物
質」（carcinogens）。當然，至今醫學界仍然未能認識所有「
致癌因素」，因此仍然有很多癌症的起因是不知原因的。軍
隊如果想有效地預防敵人的攻擊，必須認識知己知彼，百戰
百勝這個道理；同樣地，如果我們想有效地預防癌症，必須
認識究竟是什麼「致癌因素」造成癌症，從而對症下藥。現
在我們知道，不論有多少我們認識或不認識的「致癌因素」
存在，簡單地說，造成癌症是因為兩個因素：

組織細胞受到破壞因此需要修補
細胞的「藍圖」，即細胞的基因物質（DNA）受
到破壞

        這兩點我隨後會為大家詳細講解，但首先讓我們繼續談
論癌症預防方面。最好的預防方法當然是避免「致癌因素」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們知道吸煙可以引致肺癌，因此呼籲人

杏林話語

們不要吸煙（包括吸二手煙）。大家是否知道原來大約有四分
之一的癌症是因為感染而來的？人們最常認識的例如感染到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或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會
提高肝癌出現的機會；感染到幽門螺旋菌（Helicobacter 

pylori）可以引致胃癌；鼻咽癌則與伊普斯坦巴耳病毒
（Ebstein Barr Virus 或簡稱 EB 病毒）有密切的關係；當然，

最近的熱門話題就是有關子宮頸癌與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簡稱 HPV）的關係。因此，如果我們能夠
「教導」我們的免疫系統對這些病毒或細菌作出免疫反應，
我們自然能夠有效地避免受到這些「致癌因素」的影響，因
此便有一些疫苗出現，例如乙型肝炎疫苗，已經在醫學界應
用了很多年。十年前發明的子宮頸癌疫苗，亦已證實有良好
的預防子宮頸癌的效果。從 2018 年開始，子宮頸癌篩查有
了新的更改。



癌症治療新趨勢
講者：陳諾行醫生

胃腸∕神經內分泌腫瘤專科醫生
撮錄：Ann Ng

癌症的治療種類
除手術外，還有以下的治療方法：         在隨機抽樣的臨床試驗裏， 一半患者接受最好的標準療

法，另一半接受新療法，對已通過臨床前安全性和有效性評
價的新藥在人體上驗證，對照組別的病人愈多，便能更進一
步找到非一般常見的副作用。

誰最適合臨床試驗？要有良好的身體機能，並且腫瘤類型適
合。

新趨勢 – 免疫治療、基因檢測

        St Vincent Hospital有一個新的試驗名為  “MOST trial” 

The molecular screening and therapeutic trials 對於患有罕見
癌症的患者作分子篩查和治療試驗，即是從腫瘤抽出細胞來
作基因檢測，根據其獨特的遺傳訊息，為罕見癌症患者提供
治療。 數月前澳洲政府投入5000萬來發展這個試驗，並將
在全國推廣，希望未來每個癌病患者都可以試用這種基因測
試。目標是檢測出對診斷、治療有指導意義的基因，可幫助
臨床醫生對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

化療（Chemotherapy）- 多數是針藥，亦有些是口服
藥丸。不同癌種有不同的化療藥，作用是影響癌細胞
的生長，但是也會影響正常細胞，不同的化療藥其副
作用也會不同，感染、口腔炎、腹瀉都是正常的副作
用。

放射治療（Radiotherapy）- 利用X光來殺死癌細胞，
使其無法成長繁殖和擴散。放射治療可以治療原發的
癌症，也可以治療轉移性的腫瘤。在有些情況下，控
制癌症已不可能時，放療可用來紓緩癌症的症狀，使
患者感到舒服些。

激素治療 （Hormonal Therapy）-  一些腫瘤是依賴於
激素如乳腺癌、前列腺癌，當停止或減少激素後便可
以控制腫瘤，每3個月注射一次，或服食藥丸。

針對性治療 – 標靶（Target Therapy）-  一些癌症是由
突變驅動的，如非吸烟的亞洲婦女患肺癌，基因突變
是高達70%。如果是某種基因突變，針對這種突變而研
發一種藥物來治療，目前大約有十種標靶藥，希望未
來研發更多的標靶藥，以針對不同的基因突變。

紓緩護理/症狀控制（Palliative Care/Symptom Control）
        紓緩護理和治療是可以共存，即可同一時間使用，是
一個動態的關係。有研究顯示若及早約見紓緩護理醫生的
肺癌患者，生活質量會更好，生命得以延長，身體或可恢
復至可治療的狀態。

免疫治療 ( Immuno Therapy ) – 當身體無法將腫瘤視
為敵人，免疫療法有助於身體識別癌細胞，從而作
出攻擊。免疫治療對黑色素瘤非常有效，副作用對
某些人較少，但亦有些人會腹瀉，甚至肺炎，所以
要特別小心。免疫治療有機會可以長期控制這種癌
症。過去的5年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基因檢測 – 腫瘤的基因檢測，與家族基因檢測有不
同，費用昂貴。若可以做這種基因測試後，如果沒
有藥，或效果不好，可能不會改變治療計劃。

本期專欄

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
        如果研究顯示，某種新式療法也許比目前最好的標準療
法更有效，醫生會進行試驗，以比較新療法與現在的療法。
這稱為對比臨床試驗，是科學上唯一試驗新療法的途徑。為
了準確地比較新舊療法的功效，患者接受新療法還是舊療法
是由隨機抽樣決定，而非由主治醫生決定。



社區服務資訊

文：梁遠榮

        在我們的社區中，有許多長者，病患者和傷殘人士由於
年齡和健康原因，不能自己開車，甚至不方便步行到車站
乘坐公共交通，外出購物或參加社區活動，因此影響他們
的生活質素。社區交通服務 (Community Transport) 就是幫
助這些有需要的群體，給他們提供適當的交通服務，以照
顧自己的需要。
        悉尼每個市政廳 (Council) 基本上都有社區交通服務，
以照顧區內有需要的居民。至於服務範圍和收費，每區都
不同。詳情可向你所居住的區域市政廳查詢。
        以下特別介紹悉尼社區交通服務 Access Sydney 

Community Transport ( ASCT ) 這個非牟利組織，讓大家對
澳洲的社區交通服務有更多認識。
        ASCT 是一個新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組織，它提供亷價
交通服務給內城西區和部分東區有需要人士和他們的關顧
者。ASCT的服務對象包括:    

有經濟困難或居於公共交通不覆蓋地區的人士
不良於行的長者及其關顧者
傷殘人士及其關顧者

使用 ASCT 的資格
        凡是65歲以上的長者，均可使用 ASCT。病患者及傷殘
人士可致電他們的辦公室 (02) 8241 8000 與客戶聯絡員商討
具體需要。參與 ASCT 服務前需要在他們的網站下載及填寫
一份服務推介表。如需要更多有關 ASCT 的資料，可向下列
各區市政廳查詢。

服務地區
ASCT 服務只限於下列各區:

悉尼 (City of Sydney)

植物灣 (City of Botany Bay)

加拿大灣 (City of Canada Bay)

寶活 (Municipality of Burwood)

史卓菲 (Strathfield Council)

艾士菲 (Ashfield Council)

下列各區只能享用部份服務:

胡拉勒 (Woollahra Municipality)

蘭域 (Randwick City Council)

韋佛利 (Waverley Council)

ASCT 服務種類及收費

1. 醫療相關的交通服務
        協助客人前往醫生門診，牙醫及下列公立醫院:

        每程收費 $5.00，另加每公里 $1.00 至 $1.50。

皇家阿爾弗王子醫院
(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威爾斯王子醫院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悉尼醫院
(Sydney Hospital)

聖雲仙醫院
(St Vincent Hospital)

康科醫院
(Concord Hospital)

2. 購物交通服務
        接送客戶到每區域的購物中心購買日用品，範圍包括內
城區和中西區大型購物中心。協助客戶把所購物品放上車及
拿下來。基本收費 $5.00，另加每公里 $1.00 至 $1.50。

3. 社區活動交通服務
        安排客戶參觀遊覽悉尼市及周邊區的景點，博物館，藝
術館及主題展覽等。收費每位 $10.00。

4. 協助購物交通服務
        此項服務的車輌配有可供輪椅自動升降的巴士 ，協助行
動不便的客戶。每程收費 $8.00。

ASCT 聯繫資料

地址 : Suite 2, Level 1, 
           579 Harris Street
           Ultimo NSW 2007

辦公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公衆假期休息
電話 : (02) 8241 8000
傳真 : (02) 9282 9089
電郵 : admin@accesssydney.org.au
網址 : www.accesssydney.com.au

如有需要可致電 ASCT，他們有七種語言的翻
譯員，包括普通話和廣東話。

社區交通服務



 

肺盡心機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主題：中醫藥如何幫助肺癌患者
嘉賓分享 : 羅思寧中醫師 (西悉尼大學健康科學中醫針
                   灸碩士，曾參與在北京中醫大學癌症康復治
                   療的研究)
地點：富麗宮酒樓 - Citymark Building, Level 4, 683 
                                  George St, Sydney NSW 2000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總會活動

        記得那一天，在家和朋友通電話，正暢談間突然失去了
知覺，尚幸身旁兒子察覺異常，即時扶著我，當時我已口吐
白沫，家人馬上打000求救。後來回想兩三年前亦曾經兩度
暈眩過，但一瞬間又沒事，我先生說如果當日察覺到這情況
，就可以及早醫治。而當時我仍茫然無知的照常上班。平日
生活健康而規律，每周二會去游泳，有一次如常暢泳後洗澡
，又一次感到暈眩，但稍作休息，也不當作一回事。
        而這一次救護員來了，馬上急救，送去醫院。當時我完
全沒有知覺，直到半夜才醒轉，記得那天是2017年7月22日
。急症室醫生檢查後對我小兒子說，你媽媽患上腦癌，孩子
被這突然而來的消息嚇著了，大哭不止。事後回想，當時醫
生不應對一個未成年孩子直接說出這樣的噩耗。第二天一群
醫生來詢問我，有沒有吃過生的食物、海產，他們懷疑可能
是腺蟲入腦。醫生不斷研究我究竟患上什麼腫瘤，試過抽血
再注入體內，但仍找不出原因。9月8日出院回家，仍未知是
否應該做手術，另一批醫生又試用類固醇，並照了數次MRI
，因為腦有一層膜包著，一直照不清楚，又把我轉送往RPA
醫院再照，說這裏的儀器最先進，但仍找不出病因，正是朿
手無策。這一研究竟長達個多月，腫瘤已漸增大，面目浮腫
，身體日漸衰弱。醫院又通知我去做活檢，做了一個小手術
，抽出細胞來檢驗，之後，我就一直昏昏沉沉。當時很辛苦
，過程已經忘記，院方說細胞送往美國檢驗，後來才知道我
因這小手術而至顱內出血。故此回家後一直迷迷糊糊，病情
就這樣拖拉了一段時間。    

        本來醫院的醫生說可以替我做手術，但他又好像猶疑不
決。平日在教會認識一群醫護方面的朋友，大家組成微信群
組，朋友都很關心我的情況，其中有一位好友是退休護士，
看到微信，知道我的狀況便前來探望，並問我朋友有關我的
病情。於再見醫院的醫生時，她幫我做傳譯，主動要求醫生
給我介紹了兩個手術科醫生，以作選擇。經過我倆商量後，

決定選擇了RPA的醫生，但需要等候三個月，只好先回家。
很感恩，同日下午醫院打電話來說，因有人取消手術我可以
立即入院，由這位著名的腦神經外科醫生親作診斷，他覺得
我很嚴重，細看了全部資料，包括在急診科提交的報告，顱
內積血不斷增加，導致語言障礙，甚至失去說話能力，醫生
決定進行緊急手術，去除血瘀，對顱內進行了減壓。 手術
後第二天，我恢復講話能力，並可以和醫生用英語交談、說
話清晰，手術非常成功。在ICU住了五日便轉往普通病房。
不久便可出院。覆診時，醫生強烈建議要繼續接受化療和放
療，以減低復發的機會。在這期間我認識了更生會的義工，
她細心聆聽我的遭遇，並熱心介紹我到會中參加支持小組。
在那裏得到職員、義工、會友的支持和關懷，我日漸開朗和
恢復自信。我曾問醫生有關進一步手術的可能性，藉此提高
治癒的機會。但醫生說如果試圖去除這個腫瘤，基本上需要
切除大約四份之一的大腦，這將會破壞大腦的功能，導致嚴
重神經功能缺損，影響生活質素。

        現在每周三我不論多忙碌，都會抽空到更生會參加新癌
患者的支持小組。在支持小組裏，各人共同分享大家的患病
心得及意見，人人暢所欲言，互相勉勵，互相關懷。 在和
睦的氣氛下，消除了患癌的煩惱，心情變得輕鬆。

        去年2月我開始做化療。需時一年。雖然有時會感到疲
乏，但整體來說精神已逐漸好轉。我曾病重至命懸一線，非
常感謝上主，於我危殆之際，將我置於祂掌中，承托我、保
護我，經過這麼多的波折，讓我更深信神對我的恩典。癌病
使我失去健康，但同時讓我感受到更多的人間溫情。我衷心
感謝我的丈夫、家人、朋友和醫護人員，從四面八方伸出援
手，讓我感到自己並不是踽踽獨行。當我生病時，家人初時
很難過和害怕，特別是兩個孩子，現在他們變得成熟、懂事
和對學業更加努力，丈夫對我比以前更體貼和關心，我非常
感恩。是愛攙扶著我走向康復之路。

感恩的心
口述：Lisa

筆錄：Ann Ng

會友心聲

簡易足部健康法
  日期︰ 2019 年  4 月 5 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
對象︰ 會友
導師︰ Ms Janet Li

語言︰ 廣東話為主，輔以普通話
名額︰ 只限 20 人
費用︰ $5  (午膳自備)
地點︰ 富麗宮酒樓 4F
備註：參加者須自備小毛巾、潤膚霜 及 圓頭筆



特別活動

會友旅行
更生會將於 4 月 26 日(星期五)舉行會友旅行。

確實詳細行程及報名手續，請留意 3 月初
在市區總會、南區辦事處本會網站

及 Facebook 專頁的通告。

  
 

 

 
 

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小組 對象 時間及地點

廣東話新癌症患者互勉小組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
且以往未曾參加過新病人支持小組

3月27日至6月2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廣東話毅恆小組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之患者
或癌症復發者

3月27日至6月2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廣東話關顧者支持小組 必須正在照顧確診
不超過兩年之癌症患者/癌症復發者

3月27日至6月2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普通話陽光小組 完成互勉小組之患者
或癌症復發者及其關顧者

3月21日至4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廣東話歡樂小組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逢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 剛面對癌患家人離世之關顧者或家屬
2月18日及4月15日

星期一上午10 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普通話新癌症患者及
關顧者互勉小組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及關顧者

3月21日至4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四樓

2019「面對癌症」資訊講座

日期 講題
2月13日(星期三) 了解癌症診斷方法，程序及最佳癌症護理途徑

更生會與 Chris O’Brien Lifehouse 合作舉辦 2019「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特別為過去兩年內診斷為癌症患
者、其家屬或關顧者，提供各種面對癌病期間治療和照顧須知，與及康復過程等資訊。

講者︰由 Chris O’ Brien Lifehouse 癌症中心多學科護理團隊專業人員主講
講座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請準時出席）
地點：Conference Room, Level 5, Chris O’ Brien Lifehouse 五樓會議室
           (119-143 Missenden Road, Camperdown 皇家王子阿爾弗雷德醫院 RPA 急診室對面)
以上活動費用全免，並備有茶點招待; 現場提供普通話/廣東話即時翻譯。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2月20日(星期三) 癌症治療的新趨勢
2月27日(星期三) 多學科護理團隊如何幫助癌症康復
3月6日(星期三) 癌症病人營養護理和輔助療法

總會活動

腸癌互助小組
將於2019年5月6月(星期一)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首次舉行，
詳情請稍後致電市區總會查詢。

總會活動
簡易足部健康法
  日期︰ 2019 年  4 月 5 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
對象︰ 會友
導師︰ Ms Janet Li

語言︰ 廣東話為主，輔以普通話
名額︰ 只限 20 人
費用︰ $5  (午膳自備)
地點︰ 富麗宮酒樓 4F
備註：參加者須自備小毛巾、潤膚霜 及 圓頭筆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悉尼西南區）
更生會與利物浦醫院多元文化健康服務，將於三月份聯合舉辦『面對癌症資訊課程』。歡迎居住在悉尼西
南區，並在過去兩年內確診患上癌症的病者、其親友或關顧者參加，詳情如下：

講座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請準時出席）
講座地點： 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一樓 （出入口位於金寶街與高賓街交界）
       1/F, John Richard Kuhlmann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 Corner of Campbell St & Goulburn St, Liverpool )
費用：全免 (備有茶點招待)
以上活動均提供廣東話/普通話傳譯。所有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日期 講題
3 月 8 日(星期五) 了解癌症與治療

3 月 14 日(星期四) 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
3 月 21 日(星期四) 癌症與飲食營養
3 月 28 日(星期四) 確診癌症後的情緒健康

南區活動  

 

日期

歡樂分享組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3月12日至6月17日 
(每月第三個星期一，共四次聚會)

對象 曾參加南區支持小組之會友及關顧者 

日期︰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29 日 
            (逢星期五，合共四節)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對象︰  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五元 (材料費另計)
導師：  陳玉玲女士
名額：  16人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興趣班

「花之魅力」手工花藝班

「防癌養生 - 湯水篇」
主題：防癌養生 - 湯水篇
講者：黃崗平中醫師
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利物浦圖書館1樓會議室（Liverpool City Library, 170 George Street, Liverpool）

以上講座活動費用全免，並設有即場普通話翻譯。
歡迎公衆人士參加，所有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公開講座 
西南區活動 總會活動

「經脈運行操」(實踐班)
日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5 月 15 日 
             (逢星期三，共八課)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語言：廣東話
導師：黄慶銘先生
費用：每位十元 
名額：12人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日期

廣東話互勉及毅恆小組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3月26日至6月25日 (逢星期二)

對象
互勉小組 - 確診至今不超過2年， 且從未參加
                   過支持小組的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毅恆小組 -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的癌病患者及
                   其關顧者或癌病復發者



如欲報導或轉載本季刊之內容, 請先徵得本會的同意. 本會保留刪改或修訂來稿之權力.
季刊內容只宜用作參考用途，並不能作為取代醫生和專業人員為閣下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特別活動

Supported by : Truth & Morality Association (Sydney) Incorporated / SK & YY Cheung Family Foundation Pty Ltd

捐款鳴謝: 承蒙各位善長人士捐助，使本會服務得以延續及拓展，特此致謝。由201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南區活動

「飲食和運動」自我管理計劃 2019

「肺」盡心思  與你同行 - 肺部健康資訊日 2019

日期︰ 2019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地點：Biddegal Function Room, Level 3, 2 Crofts Ave,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 Hurstville 火車站面向 Forest Road 步行 2 分鐘可抵達 )

此活動由澳華醫學會、飛躍多元服務中心及更生會合辦，並由新州「更强的社區基金」贊助 
以上講座活動費用全免，備有茶點招待，並設有即場廣東話/普通話翻譯。
歡迎公衆人士參加，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A. 健康講座
       (i) 常見氣道疾病及保健
       (ii) 慢性肺部疾病及治療方法
       (iii) 肺癌治療新趨勢
B. 資訊攤位

輔助治療活動

費用: 全免 (不包括運動所需之工具費用)
此活動由「喬治河市政廳社區基金」贊助 

總會活動

捐款 $100 以下 捐款 $100 - $499 捐款 $500 - $999 捐款 $1000 - $4999 捐款 $5000 to $9,999

捐款$10,000 to $29,999 捐款$30,000 以上
Zita Leung in memo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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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eeMrs. Susanna Chen-Chow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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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a Liu in mem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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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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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Tang
Henry So

 John Lau & Mary Lau
隠名氏 in loving mem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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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eng Trinh
杜迪

Lai Wan Leung
Anonymous
Sui Lin Lui
岑婉薇

Anonymous
Paul Keller
Kenny Pai

Mrs. Ella Chiu Fung Lee
Patricia Wang

Mrs. Angela Cho
Raymond KK Lau

Leon Chan

「飲食和運動」自我管理工作坊 (廣東話)
日期 : 2019年5月20日至6月24日(星期一/共5課)
時間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對象 : 癌症復康者和照顧者 (廣東話/已完成療程)
內容 : 第一部份 - 營養和健康飲食及體重管理計劃
           第二部份 - 健體活動及鍛煉計劃

「飲食和運動」自我管理工作坊 (普通話)
日期 : 2019年5月29日至6月26日(星期三/共5課)
時間 :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對象 : 癌症復康者和照顧者 (普通話/已完成療程)
內容 : 第一部份 - 營養和健康飲食及體重管理計劃
           第二部份 - 健體活動及鍛煉計劃

南區辦事處開放時間 :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歡迎致電 9580 7789 或親臨 G/F, 8 Park Road, Hurstville  報名及查詢有關活動。

地點: 高嘉華圖書館活動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