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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華人將紓緩護理與臨終關懷混為一談，並將之視為禁忌

話題。今期報導了「光輝晚晴紓緩護理服務計劃」的發佈會及

其成果，並介紹了《癌症患者及家屬之「紓緩護理」資訊配套》

。適逢十月第三個星期是關顧者週，故以關顧者心聲代替患者心

聲。本期專欄則登載了「認識前列腺癌」的講座撮要，因應當天

講座後的前列腺癌患者分享會，更生會將會為前列腺癌患者成立支

持小組，有興趣的人士，請留意日期。對於癌症患者而言，在接受

治療期，需要接受照顧、陪伴看醫生或處理家務等，特別高齡患者，

故此為讀者介紹「我的老年護理計劃」，以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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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晚晴紓緩護理服務計劃」發佈會
水準，為華人癌患者及關顧者提供的優質服務。

     項目的另一個重要部分是進行一項調查研究，以辨識華

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在尋求紓緩護理，以及自紓緩護理獲得

助益的過程中存在的困難。林奇恩教授代表計劃委員會簡報

研究結果：「其中突顯一個需要，就是幫助澳洲華人社區更了

解紓緩護理及其範疇，以及如何獲得這些服務。更生會在已

有資源下，一直與其他機構及社區組織，例如澳華醫學會、

各區健康服務機構及醫院緊密合作，足能發展及推行合乎語

言文化需要的資訊及活動，包括藉著資訊教育研討會、媒體/

網絡廣播以及資訊指南提升澳洲華人–尤其是新移民–對紓

緩護理的認識，希望能潛移默化地幫助他們更主動地使用各

種服務。」

     呂家明女士於致辭中表示作為紓緩療護高級護士，在她

的工作經驗中，了解到華人社區對紓緩護理服務的誤解，以

致成為患者及家屬在尋求紓緩護理過程中存在障礙。她希望

這紓緩護理訊息配套，能讓華人社區對紓緩護理服務有更多

的認識。

    更生會 、澳華醫學會及加略山科格拉保健中心 ( Calvary 

Health Care Kogarah ) 聯合發佈「光輝晚晴紓緩護理服務計

劃」的最新成果。該發佈會於10月4日假華埠富麗宮酒樓舉

行，出席的主禮嘉賓有本會會長楊迺賢先生、新州癌症學會執

行及策劃/癌症服務及資訊經理 Ms. Megan Varlow ( Strategy 

and Operations/Cancer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合作夥伴

機構澳華醫學會會長林奇恩教授，及加略山科格拉保健中心紓

緩療護高級護士呂家明女士。

     楊會長於致辭時表示「感謝新州癌症學會的撥款，使該

計劃得以推行，並感謝合作夥伴機構的指導及建議，以及該服

務計劃委員會傾力合作。由現在開始，處於紓緩護理期的華人

癌症患者及其家人，能夠獲得適合華人文化和語言的紓緩護理

訊息配套：一本紓緩護理資訊手冊及一張音頻光盤CD，內容

豐富，其中包括破解紓緩護理的謎思、如何使用紓緩護理服務

及接受轉介。」

     新州癌症學會經理 Ms. Megan Varlow，於致辭中亦樂見

這個計劃的成果，她讚賞更生會在癌症支援服務機構中的專業

出席嘉賓大合照



    9月14日星期五是本會會友大旅行，那天早上八時半在中

央火車站二樓大堂集合，會友們都準時到達，兩部大型旅遊巴

士接載了90 多位會友浩浩蕩蕩出發。首先暢遊悉尼最大的儲

水庫 ( Warragamba Dam )，這是悉尼市的主要供水庫，距離

悉尼以西約65公里處，位於Warragamba 河狹窄峽谷中，是

世界上最大的供水庫之一。儲存湖的面積是悉尼港的四倍，儲

存了全市用水的80％左右。那天天朗氣清，藍天 白雲，實在

是郊遊的好時光，會友們見到平靜如鏡的碧綠湖水、蒼翠的樹

木、廣闊無垠的如茵綠草，不禁雀躍萬分，人人拿著手機，化

身名模，在鏡頭前留下倩影。中午到 Campbelltown RSL 

Club Star Buffet 品嚐豐富的中、西、日式自助午餐。之後又

出發去悉尼藍色海洋路的地標—海崖大橋，因車輛不能停留在

橋上，所以巴士蹺著山崖走到不遠處的Bald Hill 瞭望台，遙望

迂迴曲折的海崖大橋。 這座耗資5200萬美元的懸臂大橋，連

接着沿海的 Coalcliff 和 Clifton。這座大橋擁有兩條車道，一

條是車行道和一條人行道。瞭望台所在之處是風景秀麗的勞倫

斯哈，面積達 40 公頃的休憩用地。那兒的環境也是賞心悅目

，即使短暫的逗留也令人心曠神怡。最後約三時半我們才心滿

意足地踏上歸途。

文：Ann Ng

會務報告

癌症患者及家屬之
「紓緩護理」資訊配套

好書介紹

更生會會友旅行記趣

會友大合照

   因為對死亡這一話題的懼怕和禁忌，很多華人將紓緩護

理與臨終關懷混為一談。大部分病人和他們的家庭成員都盡

量避免談論紓緩護理服務的必要性，因為他們大多數不清楚

紓緩護理如何能夠幫助他們在與癌症鬥爭的過程中，能提高

生活質量。

   更生會、澳華醫學會及加略山科格拉保健中心聯合推行的

「光輝晚晴紓緩護理服務計劃」，其中一項是製作一本在文

化上和語言上適合華人的資訊手冊，以幫助華人社區更好地

理解紓緩護理服務的概念和範圍，並且指導他們如何獲取合

適的服務。資訊配套包括一本「紓緩護理」資訊手冊及一張

音頻光盤CD。

內容包括：

1. 什麼是「紓緩護理」  

2. 破解「紓緩護理」的謎思 

3.「紓緩護理」的目的及好處   

4. 如何使用「紓緩護理」服務及接受轉介 

5. 那裏可以找到「紓緩護理」及服務範圍包括甚麼  

6.「紓緩護理」團隊成員  

7. 在「紓緩護理」期間你需要考慮哪些事項 

8. 常見的疑問  

9. 更多資訊及支援

文：Sabrina

讀者可向更生會索取資訊小冊子(繁體版) ，

亦可索取一張音頻光盤(廣東話及普通話)。

亦可瀏覽更生會網站 www.canrevive.com，

下載小冊子之英文版、繁體版或簡體版。

金唐海鮮酒家
更生會義工謝宴

    位於華埠的金唐海鮮酒家，每年一次免費招待更生會義

工午宴，今年已是第五年。午宴於九月十七日舉行，以表揚

義工們對悉尼華人社區的服務。

    午宴筵開六席。酒過三巡後，首先由會長楊迺賢先生致

辭。他感謝金唐酒家蕫事黃錦華伉儷多年來對更生會的活動

鼎力支持。亦高度讚揚會內的員工和義工為華人癌症病患者

和關顧者所做的工作。

    金唐集團執行董事黃錦華先生在致辭中指出，更生會是

悉尼市知名度高的慈善團體，他代表金唐員工向各位無私付

出的義工致敬。

     午宴的高潮是抽獎，今年的抽獎獎品包括禮物咭和金唐

酒家的餐劵。黃太的好友雷太更送出一批新鮮出爐的金唐迷

你月餅，與會者每人一盒，皆大歡喜。

     當日菜式豐富，義工們特意唱了兩首歌，答謝金唐集團

對更生會的厚愛。各義工飽餐一頓後，午宴於下午二時完滿

結束。

文：梁遠榮

黃錦華伉儷與本會出席的執行委員及癌症基金董事合照

更生會與澳洲新報周刊合作
    為使華人社區對澳洲的醫療有更多認識，特別是與癌症

相關的訊息，更生會由9月22日開始，每星期於澳洲新報周

刊發放文章，有興趣的讀者請留意。



癌症不是絕症？
杏林話語

社區服務資訊

文：李超浩醫生
更生會榮譽醫學顧問

    如果大家有留意傳媒提供的醫學資料報導，必定經常都會

聽到很多關於醫治癌症的一些新的、突破性的藥物及療法，但

大家必須注意的，就是傳媒所報導的突破性的藥物及療法，通

常都仍是在研究階段，在西方醫學的觀點來說，任何新的藥物

及療法，必須經過嚴謹的臨床研究及考驗，其中所經歷的過程

，通常都涉及十年或以上的光景。例如最新研製出來的子宮頸

癌疫苗，在一九九零年中左右便已獲得一些理想的研究結果，

但疫苗出廠以至今天的臨床使用，足足花費了十年時間。換句

話說，如果今天你從新聞報導中，聽到有關一些能夠治療你的

癌病的藥物，這種藥物應當在十年後才會面世。

    「癌症是絕症！」這句話在幾十年前的「粵語長片」中是

時常聽到的「對白」，今時今日，醫學界對於醫治癌症已經有

很多方面的突破，甚至有專家提出這樣的論調：「以今日的醫

學技術，我們可以治癒一切癌症！」這一句話聽來似乎頗有一

點大言不慚，因為我們知道今天的醫學技術，是不可以治

癒所有癌症的，那麼，這位專家為何提出這樣的論調？其實這

位專家跟著說的話便解釋了這個疑團，因為他說：「以今日的

醫學技術，我們可以治癒一切癌症！關鍵在於是否能及早把癌

症診斷出來，從而及早醫理。」這位專家所說的其實十分符合

邏輯，因為通常我們遇到無法醫治的癌症，都是因為發現得太

遲，癌細胞已到處擴散，或者已經造成各方面無法修補的破壞

，因此關鍵確是在「診斷」方面。可惜的是，「癌症治療」是

針對那些已經患上癌病的病患者，對於病患者本人、親人及朋

友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因此通常能夠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同

情；相反，「癌症診斷」是針對那些表面上仍然未有明顯疾病

而看似健康的人，因此「癌症」這東西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值

得關注的事物，自然亦不能引起各界的同情與關注，對於政治

家來說，投資在「癌症治療」上較投資在「癌症診斷」上有更

高的政治價值，因此大量金錢都專注與「癌症治療」的研究上

，而忽略了「癌症診斷」上的研究，病人在不知不覺間，卻成

為了政治上的犧牲品。

我的老年護理計劃 
My Aged Care

文：Carole

    對於癌症患者和關顧者而言，遇到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護

理需求時，一些社區服務可以為你提供協助，以減少患者與關

顧者的憂慮和壓力，特別在接受治療期，無人陪伴看醫生及處

理家務。

     凡年滿 65歲人士，無論什麼時候都適合開始討論如何獲

得一些額外幫助或服務，助你未雨綢繆。

您有資格享受這些服務嗎? 

    「我的老年護理計劃」評估人員能幫您瞭解申請服務的資

格。

服務的種類 

1. 居家護理 (Care at home)
    居家護理服務可改善您的健康狀況並幫您保持生活獨立。

各種支持服務包括: 個人護理，如穿衣；交通；修改你的住房

，如扶手、坡道 ；護理、理療及其它照顧；家務，如清潔衛     

生或打理花園； 設備，如步行架； 社交活動。

2. 短期幫助 (Short - term help)

   「我的老年護理計劃」還能幫你獲得短期護理服務，如: 

意外事故或生病後的康復，包括住院後康復

受到挫折時，想重新獲得生活獨立性 

當你或你的照顧者要小休一些日子時 (暫息護理)

3. 老年護理院的護理服務 (Aged care home)
     當您感到日常生活中或醫療保健方面需要長期的支援時，

老人宿舍或護理院為你提供了帶有支援服務的居住環境，每天

24小時提供支援。

費用

     澳大利亞政府提供共同支付老年護理費用的幫助。如果

您能負擔得起，也要支付一些費用。至於您支付多少會取決於

以下因素:

您的經濟狀況

您接受的服務項目的數量及服務類型

具體提供服務的機構

申請服務程序及聯繫方式

     撥打專線電話 1800 200 422，或使用翻譯和傳譯服務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時，請先撥131 450 然後

要求撥該專線電話。又或登入該計劃的中文版網頁 https://w-
ww.myagedcare.gov.au/other-languages，填寫申請表格。 

     醫院的社工、醫療人員、或你的家人朋友都可代你申請

，但申請前必須徵得你的同意。

安老服務評估組（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 簡稱 ACAT）
安排當面評估

    「我的老年護理計劃 」會安排一名訓練有素的評估人員

到你家進行家訪。 在你同意的情況下，評估人員將評估你的

護理需求和享受服務的資格，並與你一起制定一個滿足你需求

和目標的支援計劃。家訪時可以有他人在場。

     評估之後，ACAT 會寫信給你，通知你評估結果。信中將

通知你獲評的服務需求級別，獲准的具體服務以及原因。你應

保留一份這些文件的副本，方便服務機構確認你獲得政府補貼

安老服務的資格。如果你對評估結果不滿意，這封信也說明了

如何要求進行覆檢。

選擇服務

    「我的老年護理計劃」網站上設有一項尋找服務機構 (the 
service finder) 的功能，可以幫助你尋找你所居住的社區中的

服務機構。



本期專欄

認識前列腺癌
講者：Prof. Howard Lau

撮錄：Michael Leung

尿意頻繁

小便失禁

小便阻滯

小便時尿道輕微剌痛

只限於男性

年紀愈大，風險愈大

家庭成員中有患者，風險愈大

非洲裔美國人風險較高，亞洲人風險較低

    前列腺是男性體內的生殖器官，位於膀胱下。如前列腺

肥大，便會影響膀胱運作，而引起下列各種情況：

    前列腺肥大並不代表患癌，而前列腺癌早期是無明顯徴
狀的。這是因為前列腺癌細胞成長較慢，要一至二年才增加

兩倍。

    年齡五十歲的男士患前列腺癌的機會約為42%，其中

9.5%的癌症會漸趨嚴重。因前列腺癌而死亡的機會約為

2.9%。從歷史統計中，前列腺癌患者的數目亦高於其他的

癌症患者。至於患上前列腺癌的風險在乎下列因素

早期檢查

       45歲以上，家庭成員中有前列腺癌患者的男士，要盡

早做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 (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 的
血液檢查和肛門指檢 DRE ( 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
50歲以上亦要每年一次做同様檢查。若血清中的PSA 高出

10mg/ml或以上，患上前列腺癌的機會便大為增加，有需要

作直腸超聲波檢查TRUS Biopsy ( Transrectal Ultrasound )
。在直腸超聲波的輔助下，醫生會做針吸活組織檢查

(Prostate Biopsy) ，利用針管插入前列腺的多個部位，抽取

組織作細胞化驗，以確定是良性增生或惡性腫瘤。

局部前列腺癌處理方法 

呈陰性反應 
(Negative) 

呈陽性反應 
(Suspicious)

確診癌症
(Confirm)

無發現積聚癌細

胞，可以一年後

再檢查。

癌細胞明顯，

要分析癌是局

部 ( Localised )
或是已擴散到

其他器官。

有發現癌細胞， 
但可以被身體內

抗體消滅。

    如病人的局部前列腺癌已得到治療，若要檢查癌細胞是

否已擴散到其他器官，可以用 PSMA Pet Scan (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ning) 正電子素描。這種技術是用來觀察

前列腺附近的器官有沒有受到癌細胞擴散。

    每一位癌症病人的處理方法都不同，主治醫生要把情況

向病人解釋清楚，病人亦要考慮自身因素和生活條件，與醫

生共同研究最適合的醫治方法。

觀察

年紀大的病人由於體質關係，只需要留心觀察和作定期

檢查。如發現情況轉差，再考慮其他處理方法。

手術

用外科手術切除前列腺，這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有負面

副作用，包括小便失禁 ( 2 -15% )和陽萎 (20 - 80%)。因

此一般不適用於年輕病人。

放射性治療

常用的方法有體外放療和體內放療兩種。體外放療過程

像照X光，燒除癌細胞的組織，期間病人可能會感到疲

累、小便頻繁、和放射部位皮膚灼痛。療程完成後六星

期要做一次PSA，如指數低於 0.1，代表治療成功。如高

於0.2則有機會復發。

高強度聚焦超聲波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 HIFU)

這是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如果癌的位置能被確定，可以

用普通超聲波 3000倍的能量準確處理癌細胞。HIFU亦

可用低溫冰凍癌細胞。

雄激素阻斷療法 
(Androgen Blockade)

前列腺癌細胞生長是依靠男性賀爾蒙。這種治療法是用

葯物減低體內男性賀爾蒙，使癌細胞處於冬眠狀態，以

便易於控制。

不可逆轉的電穿孔 
(Nano Knife Irreversible Electroporation) 

這也是最新的治療法，利用激光 ( laser )消滅癌細胞，但

只有部分癌症適用，且費用昂貴。

結論

前列腺癌若是局部性才可以根治。

並非所有癌症都可以用最先進科技處理。

病人要和專科醫生商討，以決定最適合的醫治方法。

    如確定患上前列腺癌，部分風險較高的病人可能需要再

作一種或多種檢驗，包括：盤腔及腹部電腦掃描 (CT) 或𥔵
力共振掃描 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骨骼X光
檢查、同位素骨骼素描。

現時的 Prostate Biopsy是在病人麻醉後在

皮膚外打針抽樣，樣本會有三種分類：



「珍」要站起來
關顧者會友心聲

受訪者：珍
文：Pat

    28年前，在中國黑龍江一場零下43度攝氏大暴風雪中

，我意外跌進雪坑，差點失救至死，雖未失去性命，但從此

奪走我健康的下肢。凍壞了的雙腿，醫生判定我下半生需在

輪椅中度過，但我未有氣餒，憑有限的醫學知識，經過數年

時間，慢慢將自己雙腿醫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10年前我率先從中國家鄉來到澳洲，定居悉尼，從事

多方面的工作。在廣州任教職二十多年的丈夫，2013年60

歲時亦隨家庭來到悉尼，享受退休生活，抵步翌年，發現患

有肺癌。因家族無人患過癌症，又對癌症一無所知，面對晴

天霹靂的消息，我們終日感到徬徨和害怕。依醫生建議，丈

夫進行了切除手術及一連串電療程序，以為一切安定下來的

時候，竟在2016年丈夫再度驗出腦癌，治療程序又重新開

始，術後再做了多月的化療。正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我

們再度陷入苦痛，極度沮喪中。

       讀過一部由蘇聯作家尼古拉 · 奧斯特洛夫斯基，於

1933年寫成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通過

記敘保爾 · 柯察金的成長路，告訴人們，一個人只有在革命

的艱難困苦中，戰勝敵人也戰勝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

和祖國、人民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才會創造出奇蹟，

成長為鋼鐵戰士。我亦希望能成為鋼鐵戰士與丈夫聯手打敗

他身上的癌症。

       屈原《離騷》中的兩句話一直鼓勵著我「路漫漫其修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喻意前方的道路還很漫長，但我須

百折不撓，不遺餘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追尋真理。明知道流淚

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選擇拭乾眼淚，堅強面對，照顧好丈

夫的每一天，無論衣食住，都給予最好的。視每一日都是新

的一天，絕不能虛耗光陰，應盡辦法從各方面吸取新知識，

給丈夫發放正能量，幫助他安穩走過五年的康復期。

       我現在照顧丈夫妥善周全，他的血壓、痛風全回復正常

，精神、健康比我還要好。暫且走過了一關又一關，但前面

的道路仍然遙遠。堅信努力才能站起來，所謂「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雖然努力未必能全站起來，但仍無愧於心。腦

海中充斥著如何料理他是最好的，最重要是過好每一天。從

前對癌症一無所知，現在我已成半個專家了。

       更生會給予我們溫暖，誠心向各關顧者呼籲 : 一起吐出

心聲，扶持身邊的親人或另一半度過難關。面對癌症的病痛

、苦難，雖非一般人可以承受，但必須承受，否則就是向命

運低頭，有一口氣亦不可以向命運低頭。縱使每人的痛苦不

盡相同，但幸福準是一樣的。幸福是要靠自己創造和爭取，

每天發放正能量，增加患者治癒的信心。

2018「關顧者週」- 關顧者休閒日

    雖然天公不造美，於10月17日在 Jubilee Park & Tramsheds 舉行的活動，要

改在市區總會舉行，但仍不減當天活動的温韾和熱鬧的氣氛。除了刺激的集體遊

戲：五毫一元、勁歌熱舞及拔河外，最感人的項目要算是「向關顧者」致敬的環

節。

    龍姑娘先後邀請幾位患者，分享治療期間對關顧者無微不至的回應及敬意，

他們的愛心付出及堅毅精神，不但值得讚揚，也令在座者動容。無論關顧者或患

者，都了解治療階段中患者的脾氣會較差，關顧者藉着包容和體諒，再加上「愛

心湯水」，讓患者安然度過治療期。而患者亦坦白道出，請關顧者不要太着重飲

食的限制，增加患者壓力，最重要的還是彼此的坦誠溝通。關顧者往往忙於照顧

患者的飲食營養，而忽略了聆聽對方的真正需要和選擇權利。關顧者若能每天保

持一顆開朗輕鬆的心情，帶著微笑面對患者，令對方愉快，不是愁眉共對，那不

是更佳的妙藥靈丹嗎? 笑容可掬的關顧者鍾太，給我們分享的正是這寶貴錦囊!

文：Sabrina



特別活動

 

  
 

 

 
 

支持小組

肺盡心機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歡迎所有肺癌會友及家屬參加

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小組 對象 時間

必須正在照顧確診
不超過兩年之癌症患者/癌症復發者

總會活動

日期： 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 
內容：畫出彩虹-藝術治療減壓，為人生再次添姿彩
嘉賓 : Candy Mok (心理學家，藝術治療師)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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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關顧者支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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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至12月6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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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新病人支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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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8日至12月5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日期： 2019年2月4日（星期一） 
內容：金豬報喜 - 新年分享會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姿采再展」乳癌治療後健體課程
更生會與雪梨女青年會合辦「姿采再展」健體課程。「姿采再展」是一個運動計劃，特別適合在生命中任何階段經歷過乳房

切除、乳房腫瘤切除或乳房重建手術的華人婦女。

日期︰ 2019年2月14日至4月4日 (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 時 30 分至下午12時45分 (為期 8週)
地點︰ Cook & Philip Pool ( Hyde Park 對面)

注意：課程前聚會日期是2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30分至中午12時於市區總會舉行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Chris O’Brien Lifehouse）

基於醫療原因，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8月8日至12月5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8月8日至12月5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
(戶外郊遊好輕鬆)

已離世癌患者之家屬或關顧者
12月10日

星期一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此課程為期八週，除了基本運動以外，每次加插短講，讓參加者增加知識、分享經驗，重拾信心。短講內容包括營養、鬆
弛運動、情緒紓緩、淋巴水腫等等。想了解新州女青年會乳癌治療後健體課程 (Encore Program) 的詳情，可瀏覽新女青年會
網址：www.ywcaencore.org.au。

特別為過去兩年內診斷為癌症患者、患者家人、親友或關顧者而設的「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詳情如下:

日期︰ 2019年2月13日、20日、27日及 3月6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 時 30 分至下午1時分

地點︰ Chris O’Brien Lifehouse (119-143 Missenden Road, Camperdown)
講座內容︰治療癌症新趨勢、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癌症病人的營養飲食、醫院及社區支援服務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簡易足部健康法

輔助治療活動

「足部健康法」是一種易懂、易學及易用的輔助治療方法，這是標、本兼顧的整體治療，並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主講嘉賓從事醫院研究工作多年，並考獲吳若石神父 Father Josef 足部健康法證書。過去兩年服務超過 200 多病人

，其中以花粉症及腰骨痛最有療效。

日期︰ 2018 年11月30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 時至下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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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總會

興趣班 水晶珠迎豬年

日期︰2018 年12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 30 分至下午1時30分

地點：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 4樓

內容：歌舞表演，遊戲，抽獎及午餐

費用：每位 $25

門票開售日期：2018年10月19日至 11月30日

美食薈萃賀新禧
一個穿水晶珠學習班，齊來製作一些賀年飾物，

既賞心樂事，也可餽贈親友。

日期︰ 2019年1月11日至 2月1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 會友

導師︰ Ms Kitty Wai 
語言︰ 廣東話

名額︰ 12人

費用︰ $10（共四堂 包括材料費）

地點︰ 市區總會 

飾物製作包括 :

1. 有餘樂年年
2. 吉慶福滿堂
3. 金豬賀新歲
4. 百花喜迎春

一個煮食心得學習班，齊來分享一些過年款客的

美味菜色，交流製作心得，以歡度佳節。

日期︰ 2019年1月9日至1月30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 會友

導師︰ 王榮金先生及朱立基先生

語言︰ 廣東話

名額︰ 20 人
費用︰ $10（共四堂 包括材料費）

地點︰ 市區總會 

請注意：此活動只供已登記的會友及現職義工參加，必須預先報名購票。

認識前列腺癌 - 治療及其副作用和護理

講座邀請專科護士詳細講解治療後的副作用和護理。歡迎前列腺癌患者出席分享交流會。

公開講座及前列腺癌患者小組交流會詳情如下:

日期︰ 2019年1月25日 (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 時 30 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更生會市區總會

講者 : Ms Diana Ngo (前列腺癌專科護士)

語言 : 廣東話 (現場提供普通話即時傳譯)

注意：前列腺癌患者小組交流會由中午12 時至下午1時。所有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總會活動

(參加者須自備小毛巾、小櫈、潤膚霜及圓頭筆)

備註: 參加者按個人需要帶備眼鏡

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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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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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活動

 
日期

廣東話互勉及毅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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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9月30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8月14日至12月4日 (逢星期二)

「金豬報喜賀新禧」更生會農曆新年聯歡會
日期︰2019 年2月14日（星期四，農曆正月初十）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對象：會友

內容：助慶節目 / 集體遊戲 /幸運大抽獎/中式午餐

地點：新南海魚港 (Biddegal Function Room,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

費用：$25

查詢及購票日期：2018 年11月30日（星期五）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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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及新年期間中心暫停開放
更生會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將於 2018年12月22日(星期六)開始至

2019年1月1日(星期二)暫停開放，2019年1月2日(星期三)恢復辦公。

水晶珠迎豬年

Han Ling Ho
Henry So
John Lee
Man Ping Wu
Melissa Pan
Shan Fan
Spring Wong
Wai Yan Yip
Yuna Yang

捐款$100以下： 捐款 $100 - $499： 捐款 $5000 - $9999：

William Nighjoy Wong
Pyove Pty Limited

捐款 $10,000 to $29,999 :

Vonne Yuen Wan Chu 
in memory of Yiu Kin Lee

Canossian Alumni
Daniel & Jean Wong
Guo Qin Zhang
Lisa Choy
Nancy Wing Kwan Ho
Vincent Chong
Wai Ka Wong
Wing Ning Ma
Xiu Yan Xu
江漢祥

捐款 $1000 - $4999：

Dr. Zinnia Szewan Lo

支持小組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 - 聖佐治醫院暨社區健康服務、更生會合辦

特別為過去兩年內診斷為癌症患者、患者家人、親友或關顧者而設的「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11月15日至12月6日（逢星期四，共四節）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30 分

地點：聖佐治醫院 - 研究與教育中心大廳 (Function Room, G/F of Research & Education Centre, St. George Hospital )

對象：確診至今不超過 2年的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講者：腫瘤科醫生、護理師、營養師、醫務社工

講座內容︰了解癌症與治療、症狀護理 - 癌症治療的副作用、癌症病人的營養飲食、醫院支援服務

費用全免(附設茶點)。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現場提供即時傳譯（普通話、廣東話)。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一個穿水晶珠學習班，齊來製作一些賀年飾物，

既賞心樂事，也可餽贈親友。

日期︰ 2019年1月11日至 2月1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 會友

導師︰ Ms Kitty Wai 
語言︰ 廣東話

名額︰ 12人

費用︰ $10（共四堂 包括材料費）

地點︰ 市區總會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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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