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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arole

今年6月，本會獲Banks區邀請提名一位義工接受

《2015年度Banks區義工獎》的榮銜，以表揚該成員對當

地社區服務的貢獻。

有見義工Anne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更生會的義工服務，

本會因此提名了Anne接受此獎項。Anne對本會大小活

動素來都十分投入及盡責，除提供電話支援服務外，自

2003年起Anne更定期到高嘉華區的聖佐治醫院進行探訪

服務，並向癌症患者以及其家人提供情緒支援。她亦有協

助其他探訪義工的訓練，是一位優秀的導師。Anne以人

為本的態度和良好的工作團隊關係，使病患者和關顧者的

需要得到及時解決。

此獎項的嘉許儀式於20 1 5年7月15日晚上，在 

Mortdale RSL Club舉行，由澳洲聯邦Banks選區議員大

衛高民(David Coleman)及澳洲聯邦通訊部部長譚保議員 

(現任澳洲總理 Malcolm Turnball MP)頒發。因嘉許儀式

當晚，Anne正身處香港，所以此獎項由本會副會長關麗

莎女士代領。

本會義工孫狄明女士(Anne Kwok)獲
「2015年度Banks區義工獎」 

本會獲新州Oatley選區議會議員

Mark Coure在議會大樓接見及款待

新州Oatley選區的議會議員Mark Coure與當天出席的更生會委員及基金信託人合照。

文：Victor

新州Oatley 選區的議會議員庫爾(Mark Coure)於8月

28日在議會大樓款待更生會委員和更生會癌症基金信託

人，作英式茶聚，並親自帶領參觀大樓，輔以詳盡介紹。

庫爾議員最近出席本會二十週年籌款晚宴，對本會的宗

旨，給予患者、家人及關顧者的服務，和對社區的貢獻，

深表讚揚。

是次茶聚氣氛融和愉快，彼此分享，共識會務發展和

需要，並尋求各方途徑，期盼更有效地服務社群。對於庫

爾議員樂意全力支持，並協助聯繫其他有關部長，本會衷

心致謝。

金唐薈免費宴請更生會義工                                                                                                                     

文：Ann

金唐薈執行董事黃錦華、黃甘燕玲伉儷於7月28日設

午宴免費招待本會義工，以感謝他們對各項癌症支援服務

的熱誠付出及愛心奉獻。當天約70多位人士出席，包括義

工、職員、執行委員及更生會癌症基金董事。

首先由職員楊智傑先生作司儀，介紹了本會各個組別

的義工團隊。隨後由黃錦華先生以「誰看見，月亮在看」

的故事來鼓勵義工，把關懷和正能量帶給癌症病者及家

人，陪伴他們走過艱苦的抗癌之路。本會會長李黃超鳳女

士在致詞中表示，感謝金唐薈酒樓集團長期以來的支持和

贊助。對更生會的認同、對默默付出愛心和時間的義工給

予勉勵和鼓舞。最後由會長及執行委員會委員致送感謝狀

給黃先生和夫人。

編委會:  文朱妙華 (主編) 梁遠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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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在會務報告方面，報導了多項好消息，包括對外獲新州Oatley

選區議會議員接見、金唐薈執行董事宴請本會義工，更高興的是本會的

服務獲得社區人士的認同，義工Anne Kwok獲頒「2015年度Banks區義工

奬」。對內方面亦改善本會網站，設立「臉書」。為嚮應全國性的關顧者

週，亦舉辦慶祝活動，以表揚及感謝關顧者所付出的愛心及關心。

本期的杏林話語邀請Dr.Andrew Chan為我們首次執筆。會友心聲，則以一

位大腸癌患者和我們分享她面對的恐懼，以及如何勉勵自己面對。而中年及老

年人最關注的前列腺及尿失禁問題，則刊登於本期專欄中。

地址 Address
Level 4, 7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辦公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電話 Phone	   傳真 Fax    電郵 e-mail
(02) 9212 7789     (02) 9211 4532        info@canrevive.com
網址 www.canrevive.com

更生會為非牟利機構，經費有賴各界善長熱心捐助。
$2 以上可以扣稅



澳洲乳癌網絡會Breast Cancer 
Network Australia (BCNA)

會務報告

更生會癌症基金日前召開會議，並按會章規定，

改選三年任期的董事。

新一屆董事局成員:

主席  ：廖建明先生

副主席：冼寶安先生

司庫  ：林和卓先生

秘書  ：黃伍婉薇女士

董事  ：楊陳詠嫦女士

董事  ：楊啟漢醫生

前董事陳建成先生退休呈辭，董事局對其任內作

出的貢獻深表謝意。

為進一步達成慈善籌款目標，各董事重申致力推

動各項籌款計劃及活動。歡迎善心人士捐款或成為贊

助人。

更生會癌症基金新—屆董事局成員                                                                                                   
文：Victor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越來越多人已經使用智能電

話，瀏覽社交媒體平台收取各類的最新資訊。有見及

此，更生會已經在社交媒體平台Facebook(臉書)成立

專頁，方便大家隨時隨地收到本會資訊!大家只要去

到www.facebook.com/canrevive,按“Like”便可。

另外，本會也成立了YouTube視像頻道，方便大

家隨時隨地上網觀賞本會今年一些最新的公開講座

錄影，以及重溫剛剛在6月舉行20週年慈善晚宴的一

些精彩片段。大家只要去到 www.youtube.com,搜尋 

“CanRevive Inc. 更生會”便可。

本會現在亦著手籌備一個全新網站，希望在年底

前以一個全新面貌同大家見面! 有見及此，本會網站

將暫時轉移至本會Facebook專頁，請大家留意! 不便

之處，敬請原諒。

更生會Facebook/YouTube社交媒體平台介紹                                                                                 

文：Victor

今年的關顧者週慶祝活動，於10月14日假富麗宮酒

樓舉行，當天超過一百位會友參加。關顧者當然是當天

的主角。他們手上拿着一支貼了美麗心型的手掌道具，

寓意他們的愛心付出。

節目開始由本會會長李黃超鳳女士致詞，勉勵關顧

者照顧身邊病患者之餘，不要忘卻照顧自己。其後由音

樂治療師Hilder帶領我們作連串律動遊戲，並有歌曲競

猜比賽，及減壓放鬆練習。大家都享受了一個輕鬆、熱

鬧和歡暢的早上。

活動最深刻的是當天有三位癌患會友的真情分享--

---周太表示她對先生的歉意，因為患病期間經常向丈

夫發脾氣；她也借此機會多謝他的包容和照顧。而娟娟

對先生的細心照料和心理開導，實在無言感激。小燕更

表揚先生的形影不離，陪伴左右；還有來自海外的親友

為她加油。她滿有感恩。賈先生(小燕的先生)還在大

家面前向太太承諾，無論前面的路有多長，都與太太一

同走下去。全場都報以熱烈掌聲和應，許多關顧者都是

懷著同一心情，與患病家人風雨同路，繼續走往後的抗

癌路。

關顧者們的愛心付出，其實身邊的病患者都銘記於

心，只是沒有開口說聲：「多謝你們的愛和守候！」正

如猜曲遊戲中的選歌：「我只在乎你」和「老婆你辛苦

了」。

BCNA將於2016年舉辦一個名為『繼發性（轉移性）

乳癌支持資訊服務』。這計劃目的是幫助受繼發性乳

癌影響的病人和關顧者，諮詢他們繼發性乳癌對她們

及家人的影響，在抗癌路上他們需要的資訊及實質服

務。繼發性乳癌是指癌細胞已擴散至身體的其他部

位，如骨或肝臟等。

所收集的資料，將協助BCNA制訂一系列中文配

套，以便為病患者及家人提供支持及資訊。有興趣參

與提供意見的病患者及關顧者，請留意進一步的消息

或與更生會職員文太聯絡。

文：龍姑娘

獻出好聲音               感激關顧心                                          

關顧者週活動                                                                                                                                                
 

文：珍和珠



逆境同行齊抖擻，
有伴如此復何求

在2014年尾，我發覺大便出血，排便次數頻密，糞便

形狀改變，這不尋常情況心知不妙，懷疑自己可能患上

腸癌。但心裏希望並不是事實，只是痔瘡問題。即時看醫

生並安排做腸內窺鏡驗查。結果證實我患了中後期的大腸

癌，腫瘤有3.5cm。

由於我早有心理準備，當確知我患上大腸癌時，內心

並沒有驚慌，也沒有問為何是我，只是讓醫生親自證實我

真的患上癌症。由於我個人接受能力高，能面對現實接受

這壞消息。但心裏不想接受治療，因怕辛苦、怕療程所帶

來的後遺症。

隨後醫生建議我進行4階段的療程：

1. 同時進行25次放療 (電療) 及口服化療，將腫瘤縮細。

2. 以外科手術將已縮細的腫瘤，連部份直腸一併切除。 

然後將餘下直腸末端在腹壁拉出，縫在腹面，造 

一個「造口」代替肛門的功能。因此需在「造口」的

位置貼上造口袋，作收集排泄物。

3. 為確保安全，手術後要進行為期4個月的口服化療，以

清除其餘看不見的癌細胞。

4. 進行接駁手術，將直腸末端接駁回肛門。恢復肛門功

能，可以正常的排便。但此手術醫生不能肯定成功，

因受放療和化療的影響，會損害或毀壞了肛門的功

能，就要一世以口袋代替肛門了。

以上的療程建議，最令我懼怕、擔心及憂慮的，若一

旦接駁手術失敗，或失去肛門的功能，我就要一世帶口

袋，如此不方便，更影響我正常的生活，對我而言是沒有

意義的人生。決定不接受任何的治療，因我明白死亡是每

個人必走之路。何必要受如此大的擔驚受怕之煎熬呢？

但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丈夫，不斷的鼓勵與安慰，

默默地陪伴我到處見醫生，是希望我不要放棄。再加上醫

生很正面的一句話：「我有信心，妳有得醫，定會痊癒，

可過正常生活。」此刻我很受感動，雖然知道大腸癌是不

容易痊癒，但感受到他們都如此積極，很溫暖我心，我為

何要氣餒呢？終於接受醫生為我安排的一連串療程，踏入

那漫長的治療之旅。

由於在切除腫瘤時一併將30cm的直腸切去，從那時開

始我要用「口袋」代替肛門，每天都在學習護理「造口」

、清理及更換「造口袋」。若護理不好「造口」會發炎，

若「口袋」貼得不恰當，會影響排洩物漏出。因此每次都

要小心地安裝「口袋」，使自己安心舒服。而醫院只供應

一個月所需用的口袋，就是一天一個。不夠便要自行購買

作補充，費用是百多元30個，又不可散買。所以真是一換

一驚心。現在比開始時輕鬆很多，每次只花10分鐘就完

成，可安心外出。不怕有尷尬的情況出現。

目前我已進入第三階段為期四個月的口服化療。在十

二月中我會進行接駁手術。但想到我會否恢復肛門的功能

時，心裏有害怕與擔心。每當有此情緒出現時，我會勉勵

自己：

將我的癌病交給醫生—相信醫生會用最合適的治療方

法，及盡了最大的能力醫我。

將我的生命交給上帝─深信上帝會時刻的看顧我，是我

所信靠的天父，祂的恩典足夠我用。

將我的心情保持正面─要以正面、樂觀的思想鼓勵自

己，不讓自己陷入負面的情緒中。

因現今的醫學和治癌藥物都不斷改善，癌症不再是絕症

了。同時為了家人和親友，更要積極地面對，回答他們對

我的關懷與愛護。

另一方面，透過更生會所舉辦的活動，不論在醫學知

識、護理知識及支持小組的討論分享，不單增加我對癌病

的認識，並堅定我對抗癌的意志更加正面。

文：Doris Ng 記錄：Joyce

會友心聲



前列腺治療後的尿失禁 

即使一流外科醫生主刀，也可能發生尿失禁。大約5%

至10%會在手術或放射治療後出現輕度漏尿，這種情況可

向為其治療的泌尿科醫生尋求幫助，亦可向物理治療師

尋求幫助。如進行盆底肌肉訓練 (Pelvic Floor Muscle 

Exercises), 在手術前至少提前四週開始練習。 

何處尋求幫助

可向澳洲預防失禁基金會(Continence Foundation 

of Australia)，索取大小便遺漏問題的免費知識手

冊。網址是 http://www.continence.org.au。在預防失

禁的護理產品、護理支持、以及專科專家轉介服務方面，

亦提供免費諮詢服務，電話：1800 33 00 66。   

總結

隨著年齡增長，前列腺出問題是很常見。良性肥大，

能通過藥物或手術控制。癌症治療後發生的尿失禁，則可

通過骨盆肌肉練習改善問題。更嚴重者，可通過吊帶懸吊

術進行控制。

女性尿失禁問題  

女性尿失禁普遍有兩種： 

1. 壓力性失禁(儲藏問題，女性較常見)      

因素：如年齡、分娩次數、更年期後(荷爾蒙降低)、體重

(過重)、長期用力(如咳嗽)，或膀胱、子宮、直

腸下垂，病者需見家庭醫生做檢查。

簡單的治療：盆骨底肌肉運動，減輕體重，找出時常咳嗽

      的原因。

手術：安放防止失禁尿道帶，有80%至90%成功率，只需 

      住院一天。

2. 急感覺性失禁--當尿急時馬上要去厠所，不能控制的

失禁。

病理原因：尿道發炎(服消炎藥可解決問題)，另一原因是

      膀胱肌肉過敏。

治療方法：服藥，或進行小手術。

3. 以上兩種情況亦有可能同時出現。

若有任何關於失禁問題，可以向你的家庭醫生、泌

尿科專科醫生或澳洲預防失禁基金會(Continence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at www.continence.org.au) 

尋求建議。

膀胱與前列腺在功能上相互關連，一個器官出現問

題，則會導致其他器官出現問題。膀胱的功能是存儲與排

空。存儲症狀如頻率、尿急、漏尿、夜尿及壓力性尿失

禁。排空症狀如排尿躊躇、不順暢、溢出性尿失禁。

前列腺肥大(Benign Prostate Enlargement)

良性前列腺肥大很普遍，與年紀漸長有關，在四、五

十歲左右就出現症狀，有可能同時出現存儲和排空的症

狀，具體原因尚未知，當出現以上病徵時應先見家庭醫生

作出診斷。醫生可根據病史作進一步檢查，如驗前列腺指

標(PSA)、直腸指檢、尿液檢驗、超聲波(Ultrasound)、

泌尿科膀胱功能檢查(Urodynamic testing).

前列腺肥大的治療

觀察：經過體檢後，屬輕度而不造成干擾的病例，不一定

要服藥，可以每年檢查一次，繼續觀察。

藥物：如晚間夜尿頻繁令患者煩擾，經醫生處方服藥 
(Alpha Blockers) 可以放鬆前列腺肌肉。另外有

些藥物 (5ARI)，亦可以使前列腺體積縮小。

手術：當藥物不起作用時，可考慮做下列手術：

a. 經尿道前列腺切除手術（內窺鏡）

成功率超過90%。不舒適度減至最低，排尿順暢

度有所改善。但手術後夜尿問題不一定能解決，

因為夜尿的原因不全是前列腺肥大，亦有很多其

他原因，譬如年紀愈大夜尿次數會增加。當人睡

覺平躺時腎臟每小時會增加尿液。  

b. 激光手術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澳洲的前列腺癌情況

男性中最常見的癌症。每年新診斷病例達1,200以

上。前列腺癌的風險因素包括：年齡、家族史、飲食習慣

和生活方式。

治療綜述

早期: 如屬低風險疾病，由醫生主動監控。 

 如屬高風險疾病，則採用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手術     

 或放射治療。

晚期：通常晚期或已擴散至淋巴，醫生不建議做手術或放

射治療，會用藥物來控制。   

探討前列腺及尿失禁問題
講者：謝永明副教授（泌尿科）  撮錄：Ann Ng

本期專欄



大部份人對維他命Ｃ的印象是有多重保健功效的養

份，它能預防壞血病，增強免疫力，其抗氧化特性更能保

護眼睛和心血管系統。故此很多人將維他命Ｃ視為出色的

補健產品，甚至是用來抗癌。但若你真的打算用維他命Ｃ

來抗癌的話，筆者得遺憾地告訴你，無論你如何猛灌也是

沒有效的。

沒錯，維他命Ｃ在試管培植實驗中，的確能殺死癌細

胞，而在很多小鼠實驗中，也能抑制癌腫瘤的生長，但被

大部份人怱略的是，在這些研究中所用的劑量是非常非常

的高。現時成年人的維他命Ｃ建議攝取量為每天75-125 毫

克，且每天不多於2克。若以最誇張的一個實驗為例，小鼠

所接受的劑量為每公斤體重4克，每天兩次(註一)。按照

平均成年人體重為65公升計算，這等於每天服用520克，

比建議攝取量要高出四千多倍！

而在人體臨床試驗方面，維他命Ｃ的效果也不顯著。

自70年代已有多項研究試驗，以維他命Ｃ來治療或預防癌

病的可行性，但若單是口服的話，絶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

強差人意。無論是單獨或混合服用抗氧化物補充劑如維生

素A、C和E等對癌症的治療和預防都沒有太大幫助(註二)。

看到這裏你可能會好奇，為甚麽要強調口服？高量維

他命Ｃ不是在動物實驗中有效嗎？那我只要將維他Ｃ當飯

吃就有同樣效果了吧？抱歉這仍然是不可能，因為上述小

鼠試驗中的劑量，正常來說是無法在人體中存在的，那需

要以針劑直接注射進血管才能逹成。人體對維他命Ｃ的濃

度有着嚴格控制，飽和時的含量約為每公斤體重20毫克。

若攝取份量太多的話，有機會做成腸胃不適，而多餘的份

量也需經由腎臟排出體外，所以即使你下定決心，服用這

龐大的劑量，也只會對腎臟做成負擔，增加形成腎石的機

會。

那若想用維他命Ｃ來配合藥物或放射治療又如何？儘

管在部份研究中高量維他命Ｃ有助減輕治療副作用，但基

本上都是需要是每天接受注射的高劑量，極不容易實行。

最大的問題是維化命Ｃ能令部份藥物如Bortezomib的效力

減低 (註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引起嚴重的副作用或令病

情惡化，所以並不建議。如病者有其他任何疑問，應該與

你的主治醫生商討。

*註一：Chen et al. (2008) PNAS 105:11105–11109。

註二：Du et al(2012) Biochim Biophys Acta.1826(2):443-457。

註三：Perrone et al (2009) Leukemia 23(9):1679-1686。

(作者簡介：柳冠勤博士 - Dr.Edwin Lau，悉尼大學博士畢

業，主修B細胞免疫學，現於Westmead醫院進行研究工作。)

維他命Ｃ能否抗癌？
文：柳冠勤博士

1. 先天性(Prenatal) :脊柱裂(Spina Bifida)、兔唇

及因早產而引致的不健全器官。

2. 創傷性(Traumatic) :骨折、內部出血等。

3. 異物入侵(Foreign Matter Intrusion) :

a. 生物性 - 可在人體生長的細菌，微生物所引起的

疾病。

b. 化學性 - 不在人體生長，但會對人體器官有長遠

影響，如抽煙、吸食毒品。

c. 輻射性 - 因暴露於輻射而引致的後遺症。

4. 退化性(Degenerative) :老人痴呆及其他因老年而引

起的器官退化。

5. 營養性(Nutritional) :因人體細胞生長而引致。營

養不足，會防礙細胞生長，太多營養，亦會產生過多

脂肪而肥胖。

6. 腫瘤性(Tumours):因細胞分裂而成，這便是所謂「

癌」。腫瘤是身體某部份局部膨脹，除了水腫(cyst) 

和血腫(Bruise)外，不正常的細胞生長形成癌。細

胞分裂是人體內的正常程序。生命始源於單一細胞，

通過分裂而產生無數新的細胞，取代死去的細胞，這

便是新陳代謝。正常的細胞分裂有規律的，過量的

細胞生產會成為腫瘤或癌，這些不正常的細胞分裂若

停止，這些腫瘤稱為良性 (benign tumour) 。但若

不正常細胞繼續分裂，那就是惡性腫瘤 (malignant 

tumour) 。若癌細胞繼續擴散而不及時醫治，最終會

引致死亡。所以癌症病患者一定要及早診治。

7. 其他不屬於以上類別的病症。

(作者簡介：陳醫生是退休家庭醫生，曾兼任香港大學及悉

尼大學講師。)

癌症和其他疾病的類別
文：Dr. Andrew Chan

世上的奇難雜症很多，學者基本上將它們分類如下：

營養篇

杏林話語



不同癌症類別支持小組交流會

日期：12月7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中醫如何協助肺癌患者

日期：2016年2月1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迎猴接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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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開始至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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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開始至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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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開始至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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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開始至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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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開始至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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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正在照顧確診不超過兩年之癌

症患者/癌症復發者

由8月13日至12月3日，每月第二個星期四上

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內容：癌症資訊、照顧病人飲食營養、護理常

識及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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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1月1日暫停)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興趣小組活動

精緻禮品手工班

在家中培養手工藝既能怡情養性，又可親手製作禮

品給親朋摰友，甚至作家中擺設，準備迎接新年，

歡度佳節。

日期︰   2016年1 月6日至1月27日 (逢星期三) 

時間︰  上午10時 30分至  中午12時

對象︰  會友 

內容︰  小巧動物毛巾、精緻三角插、

費用︰  $10 (共四堂，包括部份材料費)

語言︰  廣東話

名額︰  20 人

導師︰  Joyce Yiu

地點︰  市區總會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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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3日、10日、17日24日 (逢星期三)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市區總會

講座內容︰治療癌症、化療與放療之副作用和護理、癌症患者的飲食與營養、 

    中醫藥的配合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日期：12月11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地點：富麗宮酒樓  

內容：唱歌，遊戲，抽獎及午餐

費用: 每位18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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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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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4日至3月24日 (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為期8週)

地點： 女青年會(5-11 Wentworth Avenue,Syd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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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或查詢：請電 (02)9212 7789 與文太聯絡。

特別活動

注意：

聖誕及新年期間中心暫停開放

總會及南區辦事處

於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開始至2016年 

1月1日（星期五）暫停開放

總會活動

2016年2月份<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



「歌舞慶靈猴」
新春聯歡會2016

日期： 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正月十一)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2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內容：新春助慶節目/集體遊戲/獎及幸運抽獎

活動地點 : 南海漁港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Biddegal Function Room
費用: $20

報名/購票日期﹕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開始

「淨化家居」
小盆栽園藝班  

日期：2016年2月26至4月15日 

      (逢星期五，合共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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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導師：陳玉玲女士

費用：$10 (材料費另計)

名額：15人 (必須預先報名) 

南區辦事處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歡迎致電9580 7789 或親臨G/F,8 Park Road,Hurstville 報名及查詢有關活動。

好書介紹

本書收錄了30位癌症患者及關顧者的故事，記錄他們

在抗癌路上相互扶持超越病苦的心路歷程。以他們各自不

同的人生經歷，用愛譜寫了這本「生命舞 曲」。

「我幫媽媽邁過這道難關」，「夫妻手牽手、逆境一

起走」在『同行者』中，可以看到家人溫情的陪伴，在艱

苦的過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和鼓舞。甚至有至親不幸離

世，參加了更生會的「走出憂谷」小組後重新振作，走出

谷底，勇敢面對一切，開展新的生活。

勇士篇中，讀到一位乳癌病者從失去信心到積極面

對，逐漸走向康復，甚至看清生命的無常變化，在病後投

身義工的行列，重新煥發生命，善用生命的每一刻，活得

更充實，更精彩。她、是真正的勇者。

「杏林話語」作者李國色醫生，以醫生和過來人的身

份，為讀者解除心中對癌症的各種疑慮。如：「什麼是腫

瘤學臨床試驗？」、「癌症的遺傳與基因測試」等18篇有

關癌症的資料。我是乳癌倖存者，也是更生會義工，從每

期季刊中的「杏林話語」獲得很多醫療的常識，不論是在

電話支持服務或醫院探訪的工

作，這些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

助。

當我讀到本書最後的一段：

「不是你可以生存多久，而是

你如何好好地生活。雖然患上

癌病、心臟病、甲狀腺及自體

免疫系統的毛病，我仍然享受

生命的每一天。對我來說，每

天都是額外的獎賞。」

活在當下，珍惜每一天，讓

生活過得充實，儘量做好自己

想做的事，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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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ed by: Dept. of Family & Community Services, NSW /SK & Y.Y. Cheung Family Foundation Pty Ltd

文：Ann Ng生命舞曲

捐款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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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至9月30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以下

Henry T C So
Man Ping Wu
Melissa Pan
Peter I Mirazia
Sarah Suk Wah Lau
Sau Lin Louisa Law
Stella Lu
Yen Hong Yap
Yun Qing Li
崔秀芹

捐款 $100 - $499

Anonymous
Dr Guorang Hu
Guizhen Huang
Hong Ta
John Lee
Ke Li
Linda F Y Yeung
Nancy Wing Kwan Ho
Natalie
Patricia Ng
Paul Ting
Pauline Ng

捐款 $500 - $999

Dr Raymond K K Lau
Purples M C Lam
Ricky Char
Zita Leung

捐款 $1000 - $4999

Adam Tong
Jessie Chow
Pyove Pty Limited

捐款 $5000 to $9,999

Anonymous
Chinatown Investments Pty Ltd
Helen Wai-Har Sham-Ho

捐款 $10,000 to $29,999

A Lam

捐款 $100 - $499

Susanna Chen-Chow
Tak Shing Cheung
Vincent Chong
Yue Qing Li & Shi Lin Lu
張肖瑛

愛笑健康操

南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