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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的診斷和治療可以是令人情緒激動的。除了感到恐懼、孤立
或憤怒以外，可能所經歷的檢查和治療都會令你承受很大的壓力。有

時也會影響你與家人、朋友和關顧者的關係。故此本期專欄由臨床心
理學家為你介紹壓力及情緒的管理。杏林話語則由家庭醫生述說如何協

助情緒有問題的病人。好書介紹今次推薦讀者細看「慢活-快樂慢生活」
一書，助你如何醫治緊張忙碌。本期營養篇亦邀請了于雪霏營養師教你如

何選擇健康的食用油。

  十月份的關顧者週，本會不但舉辦特別慶祝活動，本期會友心聲亦不忘搜
集關顧者照顧病人的心聲，讓癌症患者更了解身邊關顧者的感受，說一聲多謝

之餘，更應在抗癌路上，與關顧者同心同行，彼此珍惜及諒解。

更生會獲「新州癌症學會」撥款推行
「華人癌症支援創意計劃」

更生會委任新州最高法院
法官嘉寧為名譽贊助人

    更生會宣佈委任嘉寧法官 ( Justice Peter Garling RFD)

為本會的名譽贊助人，由2017年8月24日起生效。

    嘉寧法官，195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現任新

州最高法院法官、悉尼大學法律系委員、澳洲天主教大

學法律系顧問委員會成員、澳洲非牟利註冊慈善機構兼

辦學團體 Loreto Ministries Ltd. 主席。由1978年開始擔任

新州最高法院律師之後，他一直在澳洲法律界擔當著重

要角色。2008年新州政府委任嘉寧法官為新州公立醫院

進行急性關顧服務特別調查委員會主席。並接納其撰寫

的134項對新州公立醫院進行改革的建議，後被定名為「

嘉寧報告」(The Garling Report) ，作為新州公立醫院進行

改革時採用的參考指南。

          10月3日，嘉寧法官參觀了本會市區總會辦事處，與創會

人、各執行委員會委員、癌症基金董事局成員及職員會面。

當日出席會面的更生會各執行委員會委員及癌症基金董事局成員與
本會名譽贊助人嘉寧法官(Justice Peter Garling RFD)合照 

會長楊迺賢及癌症基金主席廖建明對於嘉寧法官接受成為本

會的名譽贊助人，表示熱烈歡迎。嘉寧法官對本會過去能夠

為本地華人癌症病患者及其關顧者提供情緒支援及資訊服務

表示讚賞。希望成為名譽贊助人後，可以多在社區為本會推

動及宣揚其服務。

    更生會於9月14日假富麗宮酒樓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獲

「新州癌症學會」撥款逾十萬澳元推行兩項提高社區人士對

癌症認識之「華人癌症支援創意計劃」 (Cancer Institute NSW 

Innovations in Cancer Control Grants)。

    其一為「澳洲華人認識腸癌篩查計劃」，該計劃將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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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晚晴」計劃（Light in the Darkness）則重點收集影

響華人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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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基於文化語言

需要而編撰，藉此增加社區人士對紓緩護理服務的認識。

    當天出席的嘉賓除各媒體代表外，還包括新州癌症學會

癌症理事長暨行政總監葛廬教授（Professor David Currow )、

澳華醫學會會長林奇恩教授（Professor Danforn Lim）、澳華

醫學會高級副會長孫敬樂醫生（Dr Michael Suen）、加略山科

格拉保健中心  （Calvary Healthy Care Kogarah）代表呂家明

女士（Carmen Sanchez)、本會執委會成員、癌症基金董事

、機構代表、贊助人等。

    會長楊迺賢致辭時表示:「獲得新州癌症學會撥款，意味

著該會嘉許更生會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為社區提供支援服務、

投身社區服務的成果，為此本會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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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各嘉賓合照

    位於華埠的金唐海鮮酒家一向熱烈支持更生會的活動，

每年一次免費招待義工午宴。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四年舉行。

午宴於八月十四日舉行，筵開八席，八十多名義工和職員濟

濟一堂，情況熱鬧。

    會長楊迺賢在致辭中感謝金唐集團的慷慨支持，提及義工

的工作已獲政府和社區各界認同。金唐集團執行董事黃錦華

先生於回應中表揚義工的無私精神，間接提高華人在社會上

的地位。

    午宴的高潮是抽獎，更生會癌症基金司庫林和卓先生將

他在本會二十二週年$5籌款慈善獎劵中抽到的悉尼香港來回

機票捐出作獎品。黃氏夫婦更慷慨地捐出兩張價值二百元餐

劵和六盒金唐金沙奶黃月餅作抽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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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唐集團宴請本會義工

悉尼市議會頒發
義工嘉許狀予本會義工

文：梁遠榮

文：ANN

    由更生會舉辦，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處)作主要贊助

的香港兒童合唱團(香兒)慈善音樂會，於七月十八日假悉尼

City Recital Hall舉行，為更生會籌款。音樂會獲各界熱烈支

持，全場幾乎爆滿。

    音樂會在七時半開始，在鼓聲和歌聲中，團員從四方八面

登台，清一色學生裝，表現出天真無邪的一面。

    演唱開始前，由更生會會長楊迺賢先生，香兒主席任德輝

先生和駐悉尼經貿處處長區松柏先生致辭，主要介紹合唱團

和更生會的歷史。楊會長並感謝香兒和經貿處在這次籌款活

動中擔當的角色。

    演唱會上半場是唱歐西歌曲，樂章比較嚴謹，團員用美妙

的歌聲，讓在場觀衆聽得如癡如醉。下半場唱的是中港歌曲

，團員們穿上傳統中國服裝，載歌載舞，把民間歌唱藝術唱

活了。一曲「花非花」，把筆者帶回到六十多年前念小學的

時光。

    演唱會在「東方之珠」和「獅子山下」的歌聲中完滿結束。

這次音樂會演出十分成功，當合唱團指揮和團員謝幕時，觀

衆紛紛起立報以熱烈掌聲達數分鐘之久。 

香港兒童合唱團慈善音樂會
文：梁遠榮

獲頒發嘉許狀的義工與嘉賓合照

香港兒童合唱團及當日出席音樂會的更生會各執行委員會委員

會務報告

       8月31日更生會獲悉尼市議會邀請參加該議會頒發義工嘉

許狀予本會分別服務五年、十年、十五年及二十年的18位義

工。儀式由悉尼市議會陳君選市議員主持。會上陳議員讚揚

更生會22年來長期默默無私地為悉尼各社區、醫院的癌症病

患者及其家人，在治療癌症的過程中，用愛心、細心和關心

陪同走過艱辛之路。並與各癌症機構合作為社區提供有關防

癌、抗癌的資訊，讓悉尼華人社區提高警覺，注意身體的警

號，免於癌症的威脅。

    當天除了18位獲得嘉許狀的義工外，本會的執委會、職

員及多位資深義工都出席了這個儀式。正如會長楊迺賢常說

義工是本會的骨幹，百多位義工，分處在不同的服務崗位，

大家彼此關懷、互相勉勵、肩負起更生會的使命，盡心盡力

為社區作出貢獻。

    更生會一直與區內眾多社區機構及專業醫護人士建立緊密

夥伴關係，這也是本會推行符合文化需要的外展服務的既定

核心模式。我們有信心透過上述撥款編撰的資源助益華人社

區，幫助他們更好地獲得所需的癌症服務。」

    新州癌症學會葛廬教授於致辭中表示﹕「若要在社區內增

進癌症治療成效，及早發現癌症尤為重要。更生會即將推行

的兩項計劃可以透過符合文化需要的渠道，有效地幫助華人

社區認識攔阻他們接受癌症篩查和護理的障礙，讓受癌症影

響人士獲益良多。」

    發佈會中，林奇恩教授、孫敬樂醫生及呂家明女士亦先後

代表兩間夥伴合作機構發言。在這兩項計劃中，澳華醫學會

將擔任調查研究的重要角色，包括會長林奇恩教授擔任領導

「光輝晚晴」的調查研究工作，而高級副會長孫敬樂醫生則

領導協和醫院腸科醫生（Colorectal Department of Concord 

Hospital），張恩賜醫生（Dr. Henry Cheung）及曾志輝醫生（

Dr. Gary Tsang）負責「腸癌篩查計劃」的調查研究工作。

    更生會將於未來12個月中與兩間夥伴合作機構及區內社團

協力推動上述兩項計劃，從中掌握實證和策略以增強社區參

與及癌症服務。



本期專欄

壓力及情緒管理
講者：馬信誠先生

臨床心理學家
撮錄：Ann Ng 

    癌症治療期間在生活上可能影響到家人、社交和子女教

養等問題。據西方心理學家曾就這個問題，跟進並作大量

統計：

    癌症的壓力非常巨大，甚至可稱為創傷性，但如果在這

艱難時期和家人有正面的溝通渠道，正視這個問題，甚至

坦然表達心中的害怕、擔憂，懂得恰當地抒發負面的情緒

，一家人手牽手共同度過難關之後，很多人反而感到心靈

上有所成長，雙方感情甚至較前更加密切。

社交–因生病引起的人際關係變化

    當出現較強的負面情緒如憂鬱和焦慮，有可能會影響患

者正常社交意欲。如果可以創造一個健康和諧、可以促進

自己心靈力量的環境，因病人與家屬均需要一個機會去傾

洩其焦慮。如參加更生會組織的支持小組，電話支持服務

，得到一個傾聽與支持的平台，接納其情緒並告知這些情

緒均是正常的反應；從而獲得心靈上的安慰。當心境平和

、認知功能穩定後，可以多些機會獲得更多有用的訊息。

現實問題的壓力 

上述情況可向醫院社工或社會福利部尋求支援。

    當大部份患者即使有憂鬱和焦慮症，醫護人員除非慣性

對患者作心理評估，一般多會漏診。故患者及家屬應主動

對心理困擾求診，而不應被動的等醫生轉介才求助。

總結

了解自己的情緒，真誠面對，解決問題，保持樂觀。

（詳細內容可向圖書館借取光碟細看）

初時覺得突然、不能置信、否定、抱怨、擔心

、害怕、傷心、覺得無助、無奈、脾氣大、易

動怒和追究責任。

開始相信診斷結果時，理性上「知道」，但情

感上仍難接受。「為什麼會是我？」

情感上：悶悶不樂到悲痛欲絕，興趣喪失，沒

有愉快感。嚴重者可出現木僵、幻覺、妄想等

精神病性症狀。

思維功能上：精神遲滯或過份活躍，聯想困難

或自覺思考能力下降。

社會功能受損，造成痛苦或不良後果。

生理上：精力減退或疲乏。睡眠障礙如：失眠、

早醒或睡眠過多，食慾降低或體重明顯減輕、

性慾減退。

思想內容上：自我評價過低、自責或有內疚感。

反覆出現想死的念頭或有自殺自傷的行為。

夫妻–病人夫妻的心理困擾基本等量-喜與憂

相等。

子女–尤其是青少年，焦慮和抑鬱的比率提高

，特別生病的是母親，對青春期的女兒的影響

較大。開放與誠實的態度是與兒女溝通最佳的

方法。即使是幼童也能夠感覺家裡有事發生，

所以不要把他們蒙在鼓裡，隱瞞只會使他們更

加猜疑不安。

實際生活問題–如要請假，甚至要放下工作。

財政–直接因病而引起的支出，如手術、藥費

（特別療法）、因治療而要改動家居、搬家、

特別飲食需要等。

確診癌症時常見的心理壓力和情緒

    其實，癌症診斷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心理壓力，上述的

任何心理反應都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現今醫療和心理學

的證據，提出壓力和情緒的如何自處，對患者的康復有非

常重要的關係。

了解抑鬱徵狀

    需要注意的是勿因情緒干擾阻礙到隨後所需要進行的治

療，或產生出不健康的行為，如借工作消愁、不肯治療或

生出抑鬱、焦慮等症狀，因而錯失治療的機會。學習應對

壓抑情緒及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暫停負面思想。

癌症治療期壓力和情緒

    在治療的程序，有時可能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如對化療

的害怕而產生焦慮。其他如對自我形象的改變、對治療成

效的信心、對治療的接受程度都可能有影響。凡此種種，都

會引致焦慮，情感上有憂慮或恐懼的感受。身體感受呼吸急

速、頭痛心悸、四肢無力等。

應對焦慮的方法：

與醫護人員多交流、查證可釋除心中的疑慮。

社工可成為病人與醫院間溝通的渠道，以減低

其罹患癌症帶來的焦慮與不安，進而增強面對

癌症治療之勇氣與信心。

擔心副作用的影響。需緊記，副作用不是必然

的，不一定發生在你身上，個別差異情況是客

觀存在的。



會友心聲

杏林話語

夫妻手牽手，逆境一起走 撮錄：龍姑娘 

癌症患者的心理問答 訪問：倫錦華醫生       筆錄：Pat

病人：醫生，我晚上總是睡不著，失眠到天亮，日間要工作，感覺很煩燥、很辛苦，如何是好？

醫生：你先坐下，告訴我你的情況。最近有甚麼不愉快事情發生，或有甚麼憂慮，讓你睡不著？

病人：我主要是憂心我的癌症。化療及電療都做過了，雖然現在每天服抗癌藥物，但感覺上還有些不舒服，我擔心癌症

      有一天會復發。

醫生：要知道現今的癌症不是絕症，有藥物可控制及治療癌病的，不要太過憂慮，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

病人：你可以給我安眠藥或鎮靜劑，讓我得以安眠嗎？

醫生：首先，你可找些好朋友或醫生傾訴，當你將憂慮傾訴完畢後，心情或會好一點，失眠情況得以改善。若仍然沒有

      好轉，醫生是可以處方一些精神放鬆的藥物，使你睡得好些。

醫生：若問題再嚴重的話，家庭醫生可以跟你做一個 Mental Care Plan，轉介見心理治療師接受心理輔導，病人一年內可

      得到 6 次免費服務。

病人：我相信不至於到需要見心理治療師這階段。想知道安眠藥物會不會容易上癮？

醫生：安眠藥或鎮靜劑若不是長期服用，是不易上癮的。

病人：與抗癌藥有沒有衝突？

醫生：通常抗癌藥物與鎮靜劑是沒有多大衝突。當你見癌科醫生時，最好告訴他們知道，你正服用的藥物。

    一個隨意的檢查，換來一份驚嚇！

   自此我也成為一個照顧起居飲食的關顧者，
我也需為太太張羅一些減少副作用的食療。眼
看患者身體所受痛苦與情緒的不穩定，我亦要
忍受，忍受其無理取鬧。現今太太的健康慢慢
回復，心亦坦然！                                                                               

王先生

 
    
    丈夫患病後性情大變...當我為他的身體康復
而調理飲食和湯水操心的時候，他卻疑心我放
了什麼不告訴他，又或買了什麼平價食品吃壞
他；此外更對我煮出來的餸菜諸多挑剔，例如
放湯料不夠量，味道鹹淡不到位等。最後買菜
選材、蒸炒煮法及調味份量，都由他規定。若
沒經他的同意，餸菜煮好了也不會吃。碰上他
心情不佳，如一不喜歡，不是拒吃，就是吵鬧
，說我不關心他。我真氣到爆炸，想過撒手不
理，自己這樣細心照顧，卻換來是指責和拒絕。
     陳女士

    作為關顧者，我只好減少甚至放棄自己的活
動，我的時間表都是圍著他轉，煮營養食物，
散步等等。我希望可以長期承受他的壞脾氣，
比起因意外而猝死的死者家屬，我實在覺得幸
福，因為他還在！                                                                                                                       

陳太太

   過去，當我感到迷惘，你總是對我說「不用
怕，有我在」多麼的暖人心窩，面對未來，不
論晴天陰天，親愛的，請容我也對你說一聲「
不用怕，有我在」，我會與你共同去面對。

ARIS

        關顧者的焦慮和恐懼不下於病者，有時候比病者更甚。看看關顧者們
每天奔波操勞、掌管飲食、又張羅食材，或搜尋食譜偏方就可見一斑。
        其實，關顧者們那份緊張和執著，都是出於對病人的呵護和關心。掌
管廚房和控制飲食是他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亦是代表他們最能夠參與抗
癌和支持病者的行動表現。大家都深信「病從口入」，只要控制病人可
以吃什麼，不可以吃什麼，就不會再出亂子，而自己做好了本份便可以
心安理得。然而，他們一些過份緊張的反應，甚至矯枉過正的行徑，例
如限制各種飲食或管束各種生活作息，卻無意中變成了無形的壓力和困
擾，既加給病人身上，同時也加給了自己。
         要做一個冷靜、理性和從容不逼的關顧者實在不容易，但可以從加
強與對方溝通開始，彼此尊重，接納對方意願和取向，放低一點執着，
慢慢找出一個舒服模式，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焦慮。生了病是一個警號
讓我們有所改變，改變以往的一些不良習慣，和一些可能影響身心健康
的起居作息。但突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卻是難以一下子適應！
        有誰願意面對嚴重打擊和威脅？有誰願意接受重大的改變？甚至失去
至親而自己變得孤苦無依？怕失去，怕改變，這些都是關顧者們心底的
惶恐和不安啊！
        由一份驚嚇開始，王先生就踏上了關顧路。當太太受着身體的折騰和
變得情緒不穩，這位關顧者唯有一一忍耐。直至太太慢慢康復過來，才
得鬆一口氣。
         為了飲食的問題，病人和關顧者都經常產生矛盾，陳女士算是不幸
的一個，碰上先生的性情大變，吃了不少苦頭!幸好她無比的忍讓，讓
她過渡了「風暴」期，再見到曙光。
        陳太為了全程照顧先生，就放棄自己很多活動。她的一句：「我實在
覺得幸福，因為他還在！」看到她那份感恩的心和無比的毅力去承受病
者的情緒波動，可敬！
        以往丈夫一句「不用怕，有我在」已令 ARIS暖在心頭，什麼都不怕。
今天的她，竟反過來向先生說「不用怕，有我在」。她已在小組裏蛻變起
來，變得更堅強、更有信心了。相信先生聽到這一句鼓舞的說話，也甜
在心窩。

回應關顧者心聲 文: 龍姑娘



營養篇

以上油類均符合健康用油計劃(Healthier Oils Program)的標準。

*請選用飽和脂肪酸 (saturated fats) 含量較低而多不飽和脂肪酸 (Polyunsaturated fats) 和單不飽和脂肪酸 (Monounsaturated fats) 含量較高的食用油。

*資料來源: 
 “The Healthier Oil Program”, Heart Foundation:                            
https://www.heartfoundation.org.au/images/uploads/main/Programs/Healthier_Oils_Chart_Update.pdf

    食用油在中餐的烹飪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隨著人們

對健康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提倡適量用油的同時，我們對

食用油品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希望它適合煎炸炒煮

的傳統中式烹飪方式，也希望它對我們身體健康起到積極

的作用。

    營養學界目前普遍認為應當減少或避免使用含有大量飽

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s）和反式脂肪（Trans fats）的食用

油，儘量選擇富含不飽和脂肪酸（單不飽和脂肪酸與多不

飽和脂肪酸）的食用油。

    飽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攝入過多容易導致肥胖，非酒精

性脂肪肝，心腦血管疾病等一系列代謝綜合症。在生活中

含有高飽和脂肪酸的油類主要是豬油、黃油等動物類油脂

，廣泛用於食品加工行業的棕櫚油以及近年來新興的椰子

油。反式脂肪則主要出現在加工類食品中，如油炸類食物

、蛋糕以及餅乾中。

    不飽和脂肪酸（Unsaturated fats）分為單不飽和脂肪酸

（Omega-9）以及多不飽和脂肪酸（Omega-3 & Omega-6）

兩種。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油類一般在室溫下呈液態，選

用這類食用油或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天然食物去替代飽和

脂肪酸產品，被證實可以降低血液膽固醇，預防動脈粥樣

硬化以及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

    雖然不飽和脂肪總體上來看對健康尤其是心腦血管健康

有益，研究證實單一種類的不飽和脂肪酸攝入過多可能會

造成身體炎症以及影響肝臟健康。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

營養學研究開始側重 Omega-3，Omega-6 以及 Omega-9 攝

入比例的重要性，建議控制 Omega-6/Omega-3之比例在

4：1以下以及通過天然食物提升Omega-3的攝入量。

   除食用油以外，很多天然的食物如植物種子（如亞麻籽

Linseed、奇亞子 Chia、葵花籽 Sunflower seed）和魚類都

富含Omega-3。由於多不飽和脂肪酸在植物和動物中的類

型不同，對人體健康的作用也有所區別，建議在使用健康

油類的同時也加強魚類或魚油的攝入，以保證飲食中的

Omega-3。此外，還建議經常選用不同品種的富含不飽和

脂肪酸的食用油，以此調整Omega-6/Omega-3之比例。

健康油類範例 (每100克)

    健康油類每100克含21.7克或更少的飽和脂肪以及1.1克

或更少的反式脂肪。請檢查營養訊息表或產品規格書，查看

所使用的油是否符合健康標準。

如何選擇健康的食用油
文：于雪霏女士 (營養師)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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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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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開始至12月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廣東話毅恒小組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之患者

或癌症復發者
8月9日開始至12月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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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開始至12月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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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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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
新組員

(癌患家人已離世之關顧者或家屬)
12月11日(戶外郊遊樂)

星期一上午9時至下午2時30分

日期：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內容：如何培養正面思想及慶祝聖誕  
地點：市區總會
費用：全免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日期：2018年2月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內容：簡介郭林氣功中適合肺癌病人的功法
嘉賓 :郭林氣功導師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圖書編號：BWPS83）

好書介紹

    如果你想活得健康、長壽，這是一本你要看的書。
      

    這本書開宗明義地指出長期緊張是「健康殺手」。現今社會競爭激烈，生活

節奏不斷加快，在環境壓力下，會引出許多疾病，包括高血壓、神經衰弱和降

低免疫能力。許多時看到有些社會精英在事業到達高峰時英年早逝，就是這個

原因。

    作者在本書中一針見血地點出為何我們今天的生活是這樣緊張忙碌，而慢活

就是醫治這症狀的良藥。慢活不代表生活得慢吞吞，只要不太急於追求成功和

物質，在適當時候停一下，享受人生，便可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獲益不少。

    除了分析生活壓力和健康的關係外，作者亦提供了許多實際方法去提高工作

效率和減壓。她在第十二章中說「做人需要幾分淡泊」，這和諸葛亮在誡子書

中的名言「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屬異曲同工。

    本書主旨在鼓勵我們在日漸忙碌和緊張的生活中，要「偷得浮生半日閒」。

至於如何做法，你自己在書中找尋好了。

慢活 - 快樂慢生活             文：梁遠榮



舒心頌唱  中國民歌班 

日期︰  2018年1月4日至3月1日（逢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市區總會

費用︰  $10（共八堂）

對象︰  會友 

名額︰  25人

導師︰  尚佩生先生（資深上海聲樂老師）

語言︰  普通話

歌曲︰  恭喜恭喜、歡樂中國年、感恩、一剪梅、

  紅梅花兒開及友誼地久天長

歌唱是音樂治療之一種，不單有益心身，更能夠
幫助我們減壓和舒暢心情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 2018 
歡迎過去兩年內診斷為癌症患者、患者家人、親友或關顧者報名參加。

地點 ︰市區總會

日期 ︰2 月7日、14日、21日、28日（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講座內容︰癌症治療趨勢 / 化療與放療之副作用和護理 / 

    癌症患者的飲食與營養 / 中醫藥如何協助癌患者的康復

講座詳情:請留意宣傳單張、手機短訊、本會網站或致電本會查詢。

「姿采再展」乳癌治療後健體課程

興趣班

賀年糕點及小食班

大家可齊來分享一些賀年糕點及小食學習製作，以歡度佳節。

日期︰  2018年1月10日至1月31日（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  會友 

語言︰  廣東話

名額︰  20 人 

導師︰  王榮金先生 

費用︰  $10 （共四堂 包括材料費）

課程內容示範包括 :

臘味/素食蘿蔔糕及芋頭糕、發財年糕及椰汁年糕、

馬蹄糕、砵仔糕及咖哩魚蛋等

特別活動

總會活動

澳洲華人認識腸癌篩查計劃 提升華人對大腸癌的認知及理解其檢查的重要性

公開講座：「大腸癌的預防及篩查」  

講座參加者將可每人獲得一份《全國性大腸癌篩查計劃》的中文版資料包。                     

講座內容︰大腸癌的成因 / 如何預防大腸癌？ / 大腸癌的篩查方法 / 家庭醫生在大腸癌篩查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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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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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8日至3月2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 30分至 下午12時45分（為期8週）

地點：女青年會及 Cook & Philip Pool（Hyde Park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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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醫療原因，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 注意：課程前聚會日期是2月1日（星期四）上午10時 30分至中午12時於市區總會舉行**

日期：12月4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1時至3時30分
講者：待定
地點：歐田磨社區中心

日期：12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45分
講者：待定
地點：Cabravale Diggers 俱樂部

(Ultimo Community Centre, 
40 William Henry St, Ultimo)

Cabravale Diggers Club 
(1 Bartley Street, Canley Vale)



日期： 2017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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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正

餐券發售日期：2017年10月20日至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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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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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會是一個非牟利志願團體，專為華人癌症病患者及
其關顧者提供資訊與情緒支援。義工在我們的服務團隊
中，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服務群組包括：支持小
組、電話支援服務、家庭/醫院探訪及市區/南區辦事處
當值服務。為維持及擴展本會的服務運作，我們現需替
各服務群組招募更多的義工。

1  年齡介乎18歲至70歲。

2  能操流利廣東話或普通話，及略懂英語。

3  願意平均每週服務四至五小時。

4  必須有愛心為癌症病人、關顧者服務。

本會將會提供義工訓練課程予合資格的參加者。 
有興趣知道更多詳情的朋友，可登入以下網址或與更生會總會聯絡。

申請資格：

南區活動

日期：2018年2月22日 (星期四‧農曆正月初七)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2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內容：助慶節目 / 集體遊戲 /幸運大抽獎/中式午餐
活動地點 : 

費用：$20
查詢及購票日期：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開始

狗年興旺賀新歲  
農曆新年聯歡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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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Annie Ho
Henry Tai Chi So
Phillip Bushby
Jane Quan Ho
John Lee
Jun Liu
Kent Hwa Kang Chin
Linda Tang
Stanley Chung
Steven Lin
Wendy Chui in memory of To Chi Wai
Yue-Yan Chan
Yuna Yang
孫麥金玉

捐款$100以下： 捐款 $100 - $499：

Nancy Wing Kwan Ho
Patricia D Waters
Peter Cheung
Samuel Wong
Serena Woo
Simon Ko
Steven Leung
Vincent Chong
Yanhong Hong
Yuk Kuen Lee

捐款 $500 - $999：

Adam Tong
Beatrice Wong
Ilian Yang
Justin Lam & Irene Lam
Mevale Pty Ltd
Mabel Lee in memory of Jerome 
Cheung
Pyove Pty Ltd
Tanabo Pty Ltd

捐款 $10,000 to $2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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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星期六)開始至

2018年1月1日(星期一)暫停開放。

2018年1月2日(星期二)恢復辦公。

總會活動

In Memory of Catherine Kong  (捐款總共 $8195.50)

Alex Bartlett
Alfred Kok
Alice Tong
Angus Au
Anne & David
Anonymous 
Anonymous
Anonymous
Anonymous
Anonymous
Anonymous
Anonymous
Betty Lai
Christina Chen
Colleen Mok

更生會義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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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 Mrs Kam Sam Yui & Po Lin Yiu
Nancy Wing Kwan Ho
Norma J Leong
Raymond Chan/陳家豪/陳吳宝怡/
陳家輝與夫人/陳家恆與夫人/陳碧琪
Rosalind Yung
Shing Chung
Shirley Yu
Stella Kong
Sun
Ting Kin Cheung
Vanessa Woo
Vera Chan
Victor Yeung
Victoria & Ken Mak

Winfried Leung
Winnie Dutkiewicz
Wye
Y C Lau
Yick Yu Tam
Ying Tam
Yoke Peng Kong
胡國光
胡勵貞
胡勵德
唐黃麗芳/何維儀/葉世強

Honourful Pty Ltd T/As Golden 
Century Seafood Restaurant
M S Lee in memory of Albert Shih 
Raymond K K Lau

Andrew Woo
Annie Lin
Christina Wong
Christopher Au
Doris Chan
Dorothy Ka Yan Wu
Ella Lee in memory of T.C. 
Liauw
Eric Tam
Joanna Ng
Kam Wah Tang
Kenny Pai
Lai Meng Kam
Linda Tang

總會活動

Biddegal Function Room,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新南海漁港旁)

Kam Man Tong 
Kathleen Lee
Keo Chui
King Wai Cheung
Kuo Jim
Leon Choi 
Lana Loh
Leung Chi Liu
Lucy Kwong
M F Lai & Ng Kwan Siu
Mary Tsang
Michael Cheung
Michelle & Kin Chan
Mimi Kwok
Miss Lui

Cyris & J
Dennis & Rose Yeung
Doris Fang
Dr Anthony Yeung  & Mrs Winnie Yeung
Eleanor Yip
Elim Leung 
Ella Lee
Elton Li
Eric Tam
Grace Yang
Gigi Tam
Ignatius Ip
Jaclyn Kwan
Jenkin Tong
John Lui

捐款 $1000 - $4999：

A. L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