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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支援服務

踏入2015年2月，送馬迎羊，編委會謹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本期會務報告中簡述過往一年的服務成效，並預告了20週年籌款晚宴的
日期。「杏林話語」篇亦先後邀請到李超浩醫生及林奇恩教授執筆，歡迎
讀者致電提出醫療問題，讓兩位醫生為你解答。

新的一年，本會亦希望更新會友的郵寄地址。各會友請填妥附上的表
格，交回/寄回本會，亦可以致電通知本會職員。

電郵收取季刊 支持環保，願意轉用電郵收取季刊的人士，煩請通知本會職員。

該發佈會於2014年12月11日
假富麗宮酒樓舉行，出席主持發
佈會的嘉賓包括本會會長李黃超
鳳女士、新州癌症協會醫學總監
Dr. Monica Robotin及澳華醫學
會會長林奇恩教授。

Dr. Robotin致詞時表示， 來
自中國、越南、印尼及韓國等東
南亞地區的移民 不少都是乙型肝
炎帶菌者，而乙型肝炎是導致肝
癌的主要因素。新州癌症協會於
2012年獲澳洲癌症學會（Can-
cer Australia）撥款，探討肝癌
患者及其照顧者所需的資訊，製
作一套多種語言的肝癌教育短片
（DVD），包括英語、普通話、
廣東話和越南話。

會長李黃超鳳女士於會
上指出，本會於2012年曾與
新州癌症協會及澳華醫學會
合辦『要健康、齊護肝』的
癌症資訊博覽會，繼而在本
會兩間中心及雪梨西南區舉
辦多次的肝癌資訊講座，以
提高華人對肝病的認識。適

逢新州癌症協會需要製作這套肝
癌教育短片，本會應邀合作，聯
絡華人肝病專科醫生及本會的肝
癌患者及關顧者，舉辦患者及關
顧者討論會，探討他們在患病期
間最想知道的各種問題。在製作
期間，本會亦協助聯絡受訪者、
審查及核對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光
碟資訊。

林奇恩教授在會上致詞時，
亦提醒華人社區，特別是乙型肝
炎帶菌者，要定期找家庭醫生檢
查，以便在演變成不可逆轉的肝
硬化及更嚴重的肝癌前及早進行
治療。

有關該資訊短片可在www.
livercancerinfo.com.au上瀏
覽，或致電92127789向本會免費
索取。

本會的週年大會已於2014年12月8日舉行。會長李黃
超鳳女士指出過去一年是成功而充實。委員、職員和義工
努力的辛勤工作，共提供了約14,277人次的服務，而新登
記的會友則包括235位新病人及116位關顧者。

市區總會舉辦了兩次「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
為新病人及關顧者提供了有關癌症的四個專題講座。在南
區本會與新州癌症協會及聖佐治醫院（St George Hospi-
tal）合辦了五節「了解癌症」課程。而在西南區，由澳洲
癌症學會（Cancer Australia）撥款的「西南區華人癌症
支援服務外展計劃」兩年屆滿，該計劃的成功有賴利物浦
醫院癌症治療中心及新州癌症協會的鼎力支持及合作。現
再獲有心人士的捐款，使這個計劃能夠繼續推行。

去年本會義工共為六間公立醫院提供了276次醫院探
訪，為總數1,501位病人及關顧者提供了情緒及資訊支持服
務，並為162位有需要的人士作電話支持服務。2014年11
月24日市區總會首次在星期六舉辦了公開講座，題目為「
肺癌與臨床實驗」，參加者反應踴躍。由於義工是服務的
骨幹，本會去年共招募了28位新義工參與前枱服務、支持
小組、家訪、電話支持服務及醫院探訪的工作。

2015年為本會成立20週年會慶，已定於6月20日舉行
籌款晚宴。會長亦再次感謝本會的贊助機構、支持者及專
業顧問的支持，並向會內職員和義工致以由衷的感謝。

展望新的一年，本會繼續為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伸出
援手，幫助他們恢復信心，重建新生。2014 - 2015年度執
行委員名 單如下：

李黃超鳳女士(Ella Lee）、關麗莎女士（Lisa Quan）
、楊迺賢先生（Eric Yeung） 、 梁凱琦女士（Laksmi Leung）
、華陳真妮女士（Jenny Wallis）、傅子英女士(Ellena 
Willard) 、朱婉雲女士 （Vonne Chu）。

更生會與新州癌症協會
聯合舉辦肝癌資訊發佈會

(出席嘉賓大合照)

2014年週年大會報告
文：Ann



問：什麼是綜合治療呢？
答：綜合治療是根據病人的身體狀況，腫瘤病理的類

型，侵犯範圍和發展趨勢，有計劃、合理地應用手術、放
療、化療 、中醫中藥治療、生物治療等現有的手段，以期較
大限度地提高治癒率，改善病人的生活質素。綜合治療是當
今治療惡性腫瘤的合理模式和今後發展的方向，但並不是說
所有的腫瘤都需要綜合治療，也不是在治療一種腫瘤時要把
所有的治療方法全用上，綜合治療方案還是要根據腫瘤的性
質、腫瘤發生的部位，以及病人的具體情況來決定。

問：中西醫結合治療有什麼好處？
答：在腫瘤治療中放療的失敗原因之一，是腫瘤組織「

乏氧細胞」的影響，因為腫瘤生長速度快，血管跟不上腫瘤
的生長，瘤體內的血管迴圈性差，血供不足，腫瘤組織乏氧
細胞比例增加，乏氧細胞能明顯降低放射敏感性。動物實驗

及臨床實踐發現：有些中藥能增強放射性治療的效果，如丹
參等能擴張毛細血管，改善微循環，提高腫瘤組織血液的灌
注量，使乏氧狀態減輕或解除，增強放射線對癌細胞的殺傷
力。中醫藥對化療毒性副反應亦起有防治作用。防治化療藥
物的免疫抑制作用含多醣類的植物藥有免疫促進作用，如香
菇、雲芝、靈芝、豬苓、雲苓等。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以
上這一類食品或許具有一定程度的防癌保健作用，但至現時
為止沒有大規模的臨床醫學證據證明他們具有治癌的功效。

從整體觀點出發，運用中醫和西醫理論及其治療手段和
方法，取長補短，分工合作，有主有從，相輔相承，使各種
惡性腫瘤的治療效果逐步提高。中醫可互補西醫的治療：

1.  鞏固或增強療效
2.  減少毒性副反應 
3.  西醫重視局部病變的治療，中醫重視全身的調理
4.  西醫驅邪為主，中醫扶正為先

問：是否所有癌症患者均適合使用中西醫
結合治療 ?

答：病屬早期，未轉移，手術後經醫生診斷可不作化療
或放療者，可在腫瘤科醫生及家庭醫生的同意下，考慮用中
藥調理。病屬中期，有淋巴轉移，手術後作化療，或對 放、
化療不敏感者，亦可在腫瘤科醫生及家庭醫生的同意下，以
中醫藥調理。病屬晚期，無手術機會，也可考慮綜合治療，
作化療或電療配合以中醫藥調理，可改善生活質素，延長生
存期 ── 即與狼共舞，帶瘤生存。

杏林话语

会务报告

文：Michael Leung

(出席委員與義工大合照)

今年的聖誕聯歡會於12月12日假
座富麗宮酒樓舉行。那天雖然天氣不太
好，仍有二百多人出席。有許多會員和
義工都是從創會開始參與會務的。

大 會 首 先 由 會 長 李 黃 超 鳳 致 歡
迎詞。她首先預祝各位聖誕快樂，表
示很高興見到許多舊友新知。會長指
出自本會成立以來，會員人數不斷增
加，但義工人數卻不足夠應付到醫院
探訪的需求。她希望來年會有更多會

員加入義工行列，以增
加 到 各 醫 院 探 訪 的 次
數。

助 慶 節 目 開 始 ，
包括舞蹈、粵曲、越劇
和太極拳表演等；會友
的嘹亮歌聲令大會生色
不少。競猜遊戲也非常
特別，一大盆紅、白葡

萄，由每枱估計盆內葡萄的粒數。今
年抽獎有超過五十份豐富獎品，令中
獎的幸運兒笑逐顏開。大會最後由創
會人之一的黃伍婉薇女士致謝詞。感
謝各位義工年中的無私奉獻。

這 時 候 ， 各 人 的 肚 子 已 發 出 預
警，正好富麗宮服務員送上美味的粉
麵和點心。與會各人午餐後於下午三
時左右盡興而返。

2014年聖誕聯歡聚會
   我是Victor Yeung (楊智傑) ，相信
大家對我並不陌
生 。 在 過 往 十
幾年，我是更生
會的網站管理員
及資深義工。今
天，非常榮幸得
到執行委員會的
聘請，成為本會
行政及活動主任
(Office and Event Coordinator) 。主
要職責是負責巿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的
行政及活動統籌。我剛在悉尼科技大學
(UTS)修畢兩年的社區及非牟利機構管理
碩士課程，希望可以利用我的知識及工
作經驗，推動更生會繼續發光發亮。

新職員介紹

林奇恩教授(Professor Danforn Lim)
更生會臨床醫學顧問
澳洲註冊西醫 澳洲註冊中醫



会友心声 

口述：Kealthy Yuen
筆錄：關麗珍

2012年10月，於自我檢查時，發現胸部有一顆粒。
雖沒有痛楚，但心知不妙，即時延醫診治。在覆診前，
護 士 來 電 要 求 提 前 來 閱 報 告 ， 此 不 尋 常 之 舉 ， 使 我 隱
約猜到健康可能出了問題。我身旁朋友有很多都患了癌
病，所以知道自己患上乳癌時，並沒有很大震驚。當時
丈夫陪伴在旁，我並沒有哭泣。感到不開心是很自然的
事，但不會想到離死亡很近，只想到平時身體健康，今
患病了，唯有儘早延醫，希望早日康復。

2013年1月份，我做了手術，很成功，康復得很快。
之後，做了CT Scan和Bone Scan，檢測癌細胞有否擴
散。當時我和丈夫覺得放、化療都可能損傷身體，見報
告結果滿意，就一致同意不接受醫生建議做放、化療。

同 年 1 2 月 ， 我 心 口 有 一 如 豆 粒 大 小 的 幼 線 圈 ， 不
癢不痛。於是去見家庭醫生，最初他以為是「生癬」，
於是刮了皮膚組織去化驗，結果說並非癬。而那小粒有
少許凸起，於是再刮少許肌肉去化驗。最後報告確定是
癌細胞。專科醫生發現那位置和旁邊的皮膚起了變化，
摸下去覺得皮膚內有粒腫瘤。當時心裡很難受，感到生
命無常。最初手術很成功，瞬即舊患復發。醫生提議必
須做化、放療，因為癌細胞只聚在胸口一小點，我獲悉
後，即放下心頭大石。

3月開始做化療，本預定做9次，結果做了12次。
跟著就做放療，集中治患處。家姊於去年因乳癌逝世，
醫生為安全起見，故替我放療時，整個胸部都要做。而
在這段非凡的日子，雪上加霜的是，我兩邊肋下竟「生
蛇」，成因之一是我的免疫能力下降。

丈夫一向不接受我做化、放療，我必須做時，他感
到非常頹喪。但我別無選擇，恩愛夫妻竟因此而意見分
歧 。 本 來 我 有 信 心 在 抗 癌 路 走 下 去 ， 但 目 睹 丈 夫 為 我
而鬱鬱寡歡，我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期間，我除了照
顧自己，還需照顧他的感受。我感到痛楚時，也不敢向
他訴苦，他是很負責的丈夫，期間替我沐浴、買菜、烹
飪、清潔家居，專心致志的照料我。他目睹心愛的人接

受痛苦的治療時，於心不忍，故終日悶悶不樂。他說我
不尊重他的意見做化、放療。故兩人因此口角頻生，上
班時也不開心，最後唯有離職。

我的家人及朋友就非常支持我，給力量我。我當時
就全心全意照顧自己的身體，希望儘快康復，丈夫就會
重展歡顏。

病 中 我 領 悟 到 愛 的 真 諦 有 兩 方 面 ， 就 是 慈 悲 和 寬
容 ： 懂 得 愛 和 被 愛 ， 有 慈 悲 的 心 ， 自 然 就 和 顏 悅 色 對
人。寬容，自能包容、寬恕別人，用大海汪洋般的胸懷
去容納一切。

照顧者勿因憂慮而不自覺的繃著臉對病人。病患者
也要寬容，勿輕易對家人生爭執。家人在行動上和精神
上都要支持病人。彼此要互相珍惜、和諧相處。

做放療後，我感到很安心。醫生稱那細小的腫瘤已
消失。在化療期間我在醫院認識了更生會，後來丈夫和
我到更生會參加會友和關顧者的聚會。彼此是同路人，
有 感 而 發 ， 產 生 不 少 共 鳴 。 更 生 會 擔 當 了 橋 樑 的 重 要
角色，讓我們有機會分享彼此的經歷，給予我們在情緒
上有宣泄的渠道。這裡有職員和義工一同為我們真誠付
出，讓我感受到人間有真情。患病後我更珍惜目前擁有
的一切，坦然地面對疾病， 積極地生活下去。

的真諦

凡事包容忍耐，    
     共渡癌關有愛



2008年全球有180萬新發病
例，160萬人死於肺癌，吸煙為
其首要原因，重度吸煙者患肺癌
風險高達30-40%，在發展中國
家 空 氣 污 染 亦 為 致 病 之 重 要 因
素。2008年新州肺癌發病率排行
第五，但死亡率卻高踞第一位。
全球有10-15%的男性和40%的女
性肺癌患者是不吸煙者〔以一生
中吸煙少於 100 根為準〕，但在
東南亞不吸煙的女性肺癌患者卻
達 60-80%，而且比較年輕。

有下列幾種危險因素可以導致
不吸煙者罹患肺癌﹕
1. 被動吸煙〔二手煙〕。
2. 吸入氡氣〔礦區、大理石〕。
3. 暴露於石棉、被砷污染的水及 
    有機粉塵。
4.慢性肺部疾病。
5. 感染致癌病毒〔如乳頭瘤病毒〕。
6. 遺傳因素。

肺癌一般分為四期﹕一期﹕採用手術治療。二期﹕採用
手術治療。三期﹕採用化療和放射治療。四期﹕肺癌已經轉
移到肝、腦、骨頭等其他器官。

 最大部份的肺癌病人屬於晚期。早期肺癌用X光未必能檢
查出來。55 至 74 歲、每天抽煙多於20根、煙齡超過 30 年、
戒煙短於15年的人屬於肺癌高危人群，如果他們每年做一次
低輻射CT檢查，患肺癌後死亡率可以降低20%。這種檢查目
前在澳洲仍不屬於國家普查計劃之內。

確診肺癌後的應變措施﹕
a．保持積極態度，要盡量活得好。

    b．停止吸煙。戒煙可以﹕1.減少肺部感染的風險。因為 
          有些病人不是死於肺癌，而是死於併發症。2.提高化
          療功效。3.減少放射性肺炎的風險。4.降低第二次肺癌    
          的風險。5. 延長患者生命。

c．使用目前有效的治療方法。
d．使用紓緩治療〔Palliative Care〕。可以保持生活
       質素、延長壽命，但它不能治愈癌症。
e．尋求臨床試驗 。

肺癌中85%是非小細胞肺癌〔NSCLC〕，15%是小細胞
肺癌，兩種肺癌治療方法和預後都不一樣，不吸煙的肺癌病
人患的多是非小細胞肺癌。

非小細胞肺癌有﹕1. 腺癌  2. 大細胞肺癌  3. 鱗狀細胞
癌。針對非小細胞肺癌有兩種效果較好的臨床試驗，就是標
靶治療及免疫治療。

標靶治療
標靶治療〔又稱靶向治療〕

的範圍很明確，對正常細胞傷害
較少，適用於有基因突變的肺
癌。現有 EGFR 和 ALK 兩種基
因突變，但不會同時出現。通過
活檢找出基因突變的類別，就可
以選擇合適的標靶治療。

a) EGFR基因突變
常見於腺癌患者、亞洲人

和女性。如驗出有EGFR基因突
變，用標靶治療成功機會為70%
；如用化療，成功機會則只有
20-30%。標靶治療見效極快，
一般為7-10天，效果持久。採
用的藥有三種﹕1. Iressa副作用

較小，對老人較適宜。2. Tarceva調整副作用比較方便。3.
Afatinib治療效果較好，但副作用較大。究竟那種藥比較理
想，通過大量的臨床試驗，到明年大概會有較明確的答案。
標靶治療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會產生抗藥性，只可以控
制肺癌十個月左右。60%的抗藥性是由EGFR基因第二次突變
所引起，這可以用另一次基因檢測驗出，使用更新的藥來治
療，有效率為60%。目前有臨床試驗在幾家悉尼醫院進行，
患者可嘗試要求參加。免費藥物可望在一兩年內獲政府通過。

b) ALK 基因突變

多見於非吸煙者、年輕病人和腺癌患者。治療用Grizo-
tinib，有效率為70%左右，有效期平均為 8-12 個月。費用大
概每月為7500澳幣，要私人負擔。目前在 St Vincent Hospi-
tal 有臨床試驗，申請者可在幾個月內獲得答覆，有一半機會
可獲批准。也可向美國藥商直接申請免費供應。

免疫治療

用化療方法刺激病人自身的免疫細胞來殺死癌細胞。首
先替病人做活檢測驗有沒有Anti-PD1蛋白質抗體存在，通常
60%病人符合這條件，治療者有 25% 機會能使癌細胞縮小，
副作用也比較輕微。

紓緩治療 

是一種不用化療或放射治療而採用其他藥物的治療，可
改善身體和心理症狀〔包括疼痛、噁心、嘔吐、氣促、食慾
不振、焦慮和抑鬱〕。

《一日一生》

講者: 高波醫生 Blacktown & Westmead醫院腫瘤內科          撮錄：裴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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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病者的新機遇 



文：Ann Ng

人為何而活？
面對人生的無常，我們該怎樣面對生活？
我們又該如何接受痛苦與死亡？

作者：酒井雄哉
日本現代修為最高的大法師（大阿闍梨）

「阿闍梨」是指現世修行者中達到最高境界的人。他們通曉法理，更熟
知人世；他們了解「無常」，也珍惜「當下」；他們經過常人無法忍受，甚
至無法想象的苦修，却仍然寬厚、平和，對生活充滿熱愛。

這位大師和你我一樣，曾經歷許多困境，而幫助他度過這些難關的便是
「一日一生」的生活信條。

所謂「一日一生」，就是指珍惜每天的「緣」，感恩度過每一天。一步
一步，專注於人生的道路，如果累了，就換個方式走。

酒井大師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娓娓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不著痕迹地傳
達重要的教誨：

  “活好每一天，就是活好一輩子。”

《一日一生》

营养篇

(節錄自「食物小足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出版日2007年8月)

（BHBR55）
好书介绍

材料	 	 	預備功夫	 	 	 	 份量
甘荀                切絲     1 小隻
雲耳   浸軟切絲，用薑汁及豉油醃十分鐘       1 湯匙
西蘭花       4 小粒(50克)
椰菜   切絲     2 湯匙
黃椒   切絲     中型半個
蕃茄   切絲     中型1個
眉豆+                                
薏米 + 糙米          浸2小時                                                        共1米杯
芝蔴       少許

調味料					份量									調味料							份量
薑汁        ½茶匙 油         1茶匙  
豉油        ¼茶匙 糖         ¼茶匙
鹽                 ¼茶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製法：
1. 眉豆+薏米+糙米加2米杯水煮熟
2. 西蘭花及椰菜飛水
3. 下油炒香雲耳，再將其他配料加入，以鹽及糖調味
4. 飯用盛器做成喜愛的形狀，放入配菜，以西蘭花作裝飾，並洒上芝蔴以增加香味

營養重點：
薏米及糙米均屬全穀類，所含的膳食纖維、維生素、礦物質及蛋白質比精製的白米
為高，而且薏米有去濕解毒的功能，最適合春季食用。眉豆含豐富的蛋白質，與穀
類一起烹煮，不但提升了營養質素，更可增加口感。

2人份量



总会活动

公開講座

不同癌症類別支持小組交流會
肺盡心機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日期：2015年 3月6 日（星期五）
時間：早上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題目：揭開癌症指標的神秘面紗
講者：李超浩醫生
對象：有興趣的公眾人士

內容: 
•癌症指標高出正常值會出現什麽癥狀? 
•某一特定指標的超標 ， 代表了身體向我們傳達   
     什麽信號？
•讓人們望而生畏的癌症指標究竟是何方神聖？

（一）日期：2015年2月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題目：新年新希望

（二）日期：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題目：睡個踏實好覺

支持小組
小組 對象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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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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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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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新病人支持小組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及關顧者 由3月12日開始至6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陽光小組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之患者或癌症
復發者

由1月15日開始至6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關顧者支持小組 

廣東話歡樂小組

必須正在照顧確診不超過兩年之癌症
患者/癌症復發者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由3月開始，每月第二個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日期：12/3，9/4，14/5及11/6。
內容：癌症資訊、照顧病人飲食營養、護
理常識及戶外活動。

逢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走出憂谷小組 已離世不超過兩年的癌症患者的家人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
下午12時30分



总会活动
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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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两講詳情如下：

此課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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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下：

講座地點：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二樓 2/F,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費用：全免（備有茶點招待，現場提供傳譯員，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日期︰2015年4月28日至6月30日 (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會友 
語言︰普通話
名額︰15 人 
導師︰鍾裕華先生
費用︰ $10 (共十堂)
地點︰市區總會

日期︰2015年5月4日至6月15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市區總會
對象︰會友
語言︰廣東話
名額︰只限15人
費用︰每位 $5 (共六堂)
導師︰朱婉雲女士

2015面對癌症	-	資訊講座系列（市區總會）

2015面對癌症資訊課程（悉尼西南區利物浦醫院）

興趣小組活動

小組 對象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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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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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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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1日開始至6月24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新病人支持小組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及關顧者 由3月12日開始至6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陽光小組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之患者或癌症
復發者

由1月15日開始至6月2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關顧者支持小組 

廣東話歡樂小組

必須正在照顧確診不超過兩年之癌症
患者/癌症復發者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由3月開始，每月第二個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日期：12/3，9/4，14/5及11/6。
內容：癌症資訊、照顧病人飲食營養、護
理常識及戶外活動。

逢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走出憂谷小組 已離世不超過兩年的癌症患者的家人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
下午12時30分

八式太極拳班 排排舞班

郭林氣功班
日期︰2015年2月24日至4月14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對象︰癌症患者
內容︰預備功、自然行功、快功、升降開合功、   
             點步功等
名額︰只限20人

費用︰每位 $10 (共八堂)
導師︰由國際郭林氣功文化研究會
（澳洲分會）派出導師，教授以
  廣東話為主，輔以普通話。

日期/時間 講題 講者

18/02/2015 週三
上午10時30分 -下午1時

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 Dr Carol Cheung  血液科醫生
Dr Angela Hong   放療科醫生

25/02/2015 週三
上午10時30分 -下午1時

癌症病人的營養飲食 Ms Jane Lam 
林玉妹女士註冊營養師

日期/時間 講題 講者

12/3/2015  週四
上午10時 - 中午12時

了解癌症及其治療法 Dr Peesei Kok
腫瘤科醫生

19/3/2015  週四
上午10時 - 中午12時

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 Ms Diana Ngo
腫瘤科護士

26/3/2015  週四
上午10時 - 中午12時

癌症與飲食 Ms May Mak
營養師

2/4/2015  週四
上午10時 - 中午12時

康復之路:
1.情緒與健康    
2.運動與健康

Mr Gerald Au
臨床心 理學家
Ms Ying Wu
多元文化健康工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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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活动

南区支持小组 (廣東話及普通話) 辅助治疗活动 (廣東話及普通話)

日期： 2015年3 月12日至4月30日
           （逢星期四，共八次聚會）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對象：癌病患者及關顧者 (確診不超過二年)       
語言：普通話 
費用：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日期: 2015年4月24日至5月29日 
          (逢星期五，共六課)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內容: 音樂鬆弛、動感韵律、抒懷共唱、樂器合奏..等
對象: 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語言: 普通話
導師: 關凱炘小姐 (註冊音樂治療師)  
費用: 全免 (名額25人，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備註: 此活動由好市圍市政廳資助

日期: 2015年5月20日至6月17日(逢星期三，共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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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全免(名額25人，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導師: 岑吳潔冰女士 (註冊心理學家)
備註: 此活動由高嘉華市政廳資助          

日期: 2015年3月4日至5月6日(逢星期三，合共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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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十元(名額12人) 
義務導師: 黄慶銘先生 

日期：2015年3 月10日至6月23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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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廣東話 
費用：全免(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樂在當下」音樂體驗工作坊(普通話)

「逆境自強」心理健康工作坊(廣東話)

「練功十八法」(中級班)

「南區普通話支持小組」 

南區互勉及毅恆小組 (廣東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