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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間又踏入2016年，送羊迎猴，編委會謹此祝大家新年

快樂，身體健康。

	 本期會務報告内容豐富，本會不但獲主流機構認同，獲

頒社區服務奬，亦獲得華人社團支持，協助籌募經費。本期專欄撮

錄了林奇恩教授主講的「癌症病人痛症的處理」講座，不能出席的讀

者，可慢慢細閲。而會友心聲則翻譯了一篇「我年輕時三次克服癌症」

的勵志文章，鼓勵癌友們積極抗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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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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期

相片由左至右：楊陳詠嫦女士、Mark	 Coure	 MP、
關麗莎女士及行政及楊智傑先生合照。

本會在2015年11月12日舉行的「第五屆聖佐治社區頒

獎典禮」(5th	Annual	St	George	Community	Awards)	榮

獲「社區團體服務奬」。當天由紐省Oatley區議員Mark	

Coure	MP及澳洲防止自殺熱線Lifeline主席John	Brogden	

AM頒獎，並由更生會創會人之一楊陳詠嫦女士（Rose	

Yeung	OAM）、副會長關麗莎女士（Lisa	Harris）與行政

及活動經理楊智傑先生（Victor	Yeung）出席代表領獎。

Joyce參與更生會的義工服務已有多年，一直以來都

盡心盡責協助推動本會服務，特別在電話支持服務及支持

小組工作方面，為新的癌症病人提供情緒支持。自2012

年開始，在本會邀請下，她不怕長途跋涉，往南區辦事處

協助主持新病人支持小組，以減輕工作人員的壓力，為該

區新患者提供情緒支援。Joyce有良好的工作態度及團隊

精神，經常提供意見，讓活動更切合參加者的需要。

澳華醫學會在11月28日假達令港Dockside舉行25週年

慈善晚宴，為本會籌得一萬元善款。當晚由本會行政及活

動經理楊智傑先生及馬智珊小姐任司儀。大會安排一場

巴西勁歌熱舞為晚會揭開序幕。本會副會長楊迺賢先生

向在場出席的來賓介紹更生會，而義工兼會友Raymond及

Monica	Chan	夫婦就向大家分享他們一齊相繼抗癌的心路

歷程，以及如何從認識更生會成為會友，到最後成為義工

幫助其他患者。他們的感人故事亦促使當晚售賣$50一張

的慈善撲克牌，能瞬間全部售罄。更生會顧問李超浩醫生

在晚宴上獲得澳華醫學會新任會長林偉濤副教授及剛卸任

前會長林奇恩教授頒發「會長嘉許獎」，表揚李醫生過往

多年在澳洲華人社區宣揚醫學訊息的貢獻。

本會義工姚方慶歡女士 
（Joyce Yiu）獲

「聖佐治社區個人義工服務獎」

澳華醫學會舉行25週年
慈善晚宴為本會籌款

更生會獲頒發

「社區團體服務獎」

文:Victor	
文:Sabrina

文:Victor	



  

會務報告

更生會第20週年會議已於2015年12月9日舉行，會長

李黃超鳳女士作出報告，過去一年服務達18,065人次。

本會在6間公立醫院有義工前往探訪，共接觸了1,477位

病者及關顧者，當中有211位需要電話支持服務。由於本

會服務範圍日漸擴展，去年共招募了12位新義工，並將繼

續招收義工，給予適當培訓，以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

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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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年度執行委員名單如下：

	會長：李黃超鳳	(Ella	Lee)				

	副會長：關麗莎	(Lisa	Harris)			

	副會長及司庫：楊迺賢(Eric	Yeung)

	秘書：梁凱琦(Laksmi	Leung)

	委員：朱婉雲(Vonne	Chu)，

							傅子英(Ellena	Willard)，

							華陳真妮	(Jenny	Wallis)

  

文：Ann	Ng	

週年大會簡報                                                                                                                                               

更生會於12月11日在富麗宮酒樓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聖

誕聯歡會，當天約有近二百位人士出席，氣氛熱烈。

會友Patrick以一曲《星》揭開了大會序幕，會長李

黃超鳳女士致辭中表示，2015年是更生會具有特殊意義

的一年，因為今年正是本會成立20週年誌慶。本會的資深

義工Joyce	Yiu	和	Anne	Kwok	分別在南區及	Banks	區獲

頒發「2015年度義工獎」。本會也在「第五屆聖佐治社

區頒獎典禮」榮獲「社區服務獎」。

在2015年，本會會務已擴展至北區Hornsby，於8月份

在Hornsby圖書館舉辦了公開講座。使遠至北區的華人亦

可獲得更多有關癌症的最新資訊。

2015年即將過去，期望2016年更生會的服務能擴展至

更遠的地區，務求讓更多的華人癌病患者及關顧者獲得支

援，在抗癌路上他們不是孤單獨行。

聯歡會節目豐富，遊戲、抽獎的環節把大會氣氛推至

高潮疊起，嘹亮的歌聲、多姿多彩的舞蹈，全是會友們的

才藝表演。最後由本會執行委員合唱聖誕歌曲，會長並祝

大家2016年更開心、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聖誕節聯歡會                                                                                                                                                

文：Ann	Ng

  

悉尼華藝粵軒曲藝社在好市圍市政廳大劇院舉行的「

第二十二屆全球華人(悉尼)粵劇文化節」兩場演出，為更

生會籌集善款一萬元。在11月18日，該社代表包括社長

陳樺女士及副社長陳慧玲女士、今屆文化節名譽顧問之一

彭鎮威先生及其夫人、組委會成員之一江念慈先生及其夫

人親自到訪更生會，並將善款支票移交本會，由本會副會

長關麗莎女士及楊迺賢先生代為接收。適逢今次到訪，本

會副會長亦向各人介紹更生會的服務以及長遠發展計劃，

希望以後繼續得到他們的善心去支持本會服務。

悉尼華藝粵軒曲藝
社為本會籌集善款

相片：悉尼華藝粵軒曲藝社與本會兩位副會長合照。

文：Victor

會長與2015年義務導師合照。



本期專欄

癌症病人痛症的處理
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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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撮錄：Ann Ng

癌症疼痛給癌症患者帶來巨大的痛苦，是患者最為恐

懼和最難忍受的症狀，從心理、生理、精神等方面嚴重影

響患者的生存質素，同時對患者家庭可能造成巨大的影

響。

				

WHO及許多醫學會皆指出癌病疼痛可由一些簡單的治

療方式，使90%的患者得到有效的處理，但不幸的是與癌

症相關的疼痛問題，常常是被忽略而未有得到完善處理。

癌病疼痛控制的障礙來自
1.	 醫護人員
•	 疼痛處置的知識不足	

•	 疼痛評估不適當	

•	 對藥品管制法令的過分顧慮	

•	 害怕導致患者成癮	

•	 過分顧慮止痛藥物的副作用

•	 顧慮患者會對藥物產生抗藥性

	

2.	 患者
•	 猶豫告知疼痛	

•	 顧慮會因而使醫師不能專心於其癌病

•	 恐懼疼痛可能是癌病惡化的徴象	

•	 怕未能表現為一個「好」的病患者

•	 猶豫而未服用止痛藥物

•	 害怕成癮或被認為是一成癮者	

•	 擔心藥物的副作用	

•	 擔心藥物越用越無效

	

疼痛評估的主幹
可幫助患者描述:疼痛、部位、嚴重程度、加強或減

輕的因素、疼痛的認知及反應和疼痛控制的目標。		

	

癌症疼痛型態
1.	 體感性疼痛：體表，肌肉和骨骼受損所引發，

如骨轉移，這類疼痛病患可以明確指出痛處，其性質

常為刀刺痛(stabbing)、銳痛(sharp)、搏動性疼痛

(throbbing)等。此類疼痛對止痛藥物的反應佳。

2.	 內臟性疼痛：原因包括臟器受損，中空器官阻

塞，平滑肌痙攣等定位困難，通常有悶痛、絞痛等、甚至

會以不明的體表疼痛出現、患者亦可能出現自主神經障礙

的症狀，如噁心、嘔吐、低血壓、心搏過緩、冒汗等。大

多數這類疼痛的患者需要接受鴉片類藥物止痛治療。

3.	 神經病變性疼痛：乃神經組織受損所致，常會引

起劇烈的疼痛，患者會出現不悅異常感(dysesthesias)

、為從未經歷過的不愉快感覺、屬於感覺異常的一種性

質，多變化如灼痛、刺痛、電擊痛，其他還包括觸、痛覺

過度和遲鈍。這類型的疼痛常需要合併輔助劑治療，如抗

憂鬱劑或抗痙攣劑。

疼痛之長期、穩定控制：以按時使用的長效性鴉片類藥物

																						達成。

突發性疼痛之緩解：以按需要服用的短效性鴉片類。

偶發性疼痛：指身體移動時會出現的疼痛，治療方式與突

												發性疼痛相同。

鴉片治療會產生預期性的副作用。在開始治療之前，

醫生應和病患者進行說明。一些副作用，像是鎮靜、噁

心，會隨著時間而消逝，但有一些則會一直持續。經由適

當的治療，大部分的副作用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控制。

長期鴉片類藥物治療下的生理變化：若治療突然中止

或劑量驟降，患者會出現戒斷症候群，所以必須聽取醫生

的指引。	

輔助劑均可應用於癌症疼痛治療的各階段中，與主要

止痛劑合併使用。如灼痛(burning)、刺痛(tingling)	

、刀刺痛(stabbing)、電擊痛(shock-like)或神經病變

性疼痛常需要合併輔助劑治療，如抗憂鬱劑或抗痙攣劑。

結語
良好的疼痛控制，較好的評估技巧可使患者：

1.	 使用鴉片類藥物時有較多的信心

2.	 對各種止痛藥的了解

3.	 在副作用及止痛效果上取得平衡的能力



原文刊於beyondblue.com.au				譯:Michael	Leung

會友心聲

我名叫Andrew	Zagami。	2007年，21歲的我剛開辦了

個人體能訓練班，便發現得了睪丸癌。

有一次我在派對酒醒後感到頭昏腦脹，第二天繼續不

適。最初我認為是盲腸炎，馬上被送到醫院檢查，發覺胸

口有一腫塊，跟着在睪丸外亦發現其他腫塊，第二天立即

做手術。

手術後醒來，我見到母親在飲泣，告訢我是得了癌

症。我認為不是什麼大不了，翻身便睡。其後三個月我做

了三次化療和手術。

醫生對我的積極態度感到驚訝，我想我處理面對癌症

的手法，來自我早年參與體操鍛煉。我很小的時候便和一

群選手一起訓練，做就了我的決斷和堅持目標的性格。戰

勝癌病是我的目標，一定要除去它，就是這麽簡單。

經過療程後，癌細胞清除了，餘下的就是要學習正確

走路。手術時要切開腹腔，以致後來站立和走路都很痛，

這使到身體一向強健的我感到難以接受。唯有一步步的慢

慢來。

癌症兩次復發			

2010年我的體力已恢復到可以跑步，整體感覺非常

好。但突然我發現氣喘、胸痛和心跳無故加速。我一向

都有做定期體檢。以前我對體檢充滿信心，但這次情況不

同。當醫生急切用電話找我時，我知道癌症復發了。

醫生告訴我是肺癌，要立刻動手術。那次手術相當成

功，但一個月後，腫瘤又再出現。醫生非常驚訝癌病這麼

快復發，他給我提供幾種療程，再觀察我的身體如何反

應。

2011年二月我開始為期兩個月的化療，同年四月和六

月要再動手術。雖然我一直都堅持積極的人生觀，但這

觀念在第二次手術後開始轉變。我把自己看成為那「癌症

我年輕時三次克服癌症

人」，甚至忘記了誰是Andrew。我對我的生意有長遠計

劃，但當癌症復發時，我只能打算每一天。早上醒來掙扎

起床，掛上微笑去面對客戶，晚上回家爬上床至翌日起來

再重覆同樣的事。

我開始痛恨生命，想及放棄。我一度嘗試在睡房自

殺，認為那是簡單和無痛的解脫。我簡直糟透了。

向前展望
我用購物治療法幫助自己，從抑鬱幽谷中走出來。我

買了一部新車令自己開心，再和父親一起去散心，這是踏

上重獲生命和自尊的第一步。父親使我明白我的人生並沒

有完結，我還可以做許多貢獻，於是我開始再專注我最熱

愛的工作	–	幫助別人。

記得那是2011年三月，我的病情已超越傳統治療。我

知道只有靠自己來控制健康。我開始留意營養，減少吃

肉、麥粉和奶類，多吃新鮮、有機和鹼性食物。健康情況

逐漸好轉。採用自然治療法，提升了身體的能量。生活習

慣改變使我體會到要對自己的健康負責。相信許多人都不

明白「你的身體就是你的聖殿」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我也開始寫作。我腦子裡有很多很多事物，不知如何

處理，便把它寫下來。寫作本用作我的自療法，然後我遇

到許多朋友鼓勵我把我的故事寫成書。

隨後四年癌病一直都沒有復發。最近我這本書出

版了，書名是「不屈不撓:一個貓有九命的人的故事」		

(Unbreakable:	An	Inspirational	Story	From	the	Man	

With	Nine	Lives.	Unbreakablebook.com)	。

回想過去，我對我能在那情況下仍抱着積極性感到驚

訝。我現在是更積極、健康和快樂。我失去了部份身體器

官和一些不能面對現實的朋友，但卻獲得新的生命啟示和

重獲生命的感恩心。

會友閱後回應
21歲，一個正當青春年華的年輕人，剛剛開拓他的事業，卻患上了癌症。他沒有問：「為什麼是我？」

只是積極地和醫生配合，以戰勝癌病為目標。

筆者也曾是癌症患者，康復後成為更生會義工，8年間在電話支持、醫院探訪、支持小組等崗位接觸了

無數癌病患者，其中有康復後仍徨恐不安，未能走出負面情緒。有些是癌病末期患者，他們抱持平靜而積極

的態度去面對癌病，配合醫生的治療，心態是接受它，與癌共存，卻活得精彩。

Andrew	Zagami	決斷和堅持目標的性格，來自他早年參與體操鍛練。戰勝癌病是他的目標，故此從兩次

癌症復發後，亦同樣領悟到只有靠自己來控制健康，採用飲食自然及輔助療法，幫助自己從抑鬱中走出來，

恢復他所熱愛的工作	–	幫助別人，並把他的抗癌歷程寫成書來鼓勵別人。

生命中有些東西是我們不能控制和改變的，但我們有選擇，改變心境，就能改變處境，衝破障礙，活得

輕鬆自在。

文:Ann	Ng



科學談黑蒜抗癌

癌症的起因

營養篇

癌症的後果是明顯的，病人被證實患上癌症，如不處

理或處理不當，病人便會死亡。

但要找到癌症起因就不容易，通常要好幾年慢慢地觀

察。難處是要追查和分析每個病人的個案，而且大多數的

病例都不同。

目前我們知道癌症是細胞不正常分裂。細胞分裂是自

然程序，以代替死亡的細胞。有些器官較易引發癌病，因

為它要較多的細胞更新，因此腸癌發病率很高而心臟卻少

有癌症發生。

細胞分裂不是十全十美的，當有缺憾的細胞持續產生

時，去氧核糖核酸(DNA)上會留下可供研究的足跡。

雖然經過多年的研究，到現在還未能鎖定一個癌症的

起因。我們只可以說癌細胞是由多種原因引發而最終導致

不可控制的生長。

遺傳是另一個癌症的因素，病人可以通過遺傳引入

可能改變的基因，但除非是在罕見的遺傳性大腸瘜肉症

(Polyposis)情況下，父母是不會把癌症傳給孩子的。

我們從出生之日，便接觸到許多能改變DNA的因素，

這些因素會逐步將正常細胞變為癌細胞。這些因素包括：

1.創傷(Trauma)：多次復發的創傷會有時引發癌症，

例如口潰瘍。

2.多種物理媒介，如輻射，能大幅引發白血球病，甚

致肺癌和乳癌。紫外線可引致皮膚癌。

3.化學媒介亦會引發癌症。注射或吸入化學物，尤其

是煙草，能提高肺癌和其他癌症的發病率。注射不同的荷

爾蒙則可以提高或減低癌細胞的生長，如乳癌、子宮癌、

前列腺癌等。

4.過濾性病毒是DNA或核糖核酸(RNA)。它可以令正常

細胞改變成癌細胞。實際上許多癌症病例可以追溯到病

人早年曾受過濾性病毒感染，例如丙型肝炎可引致肝癌，

生殖器疱疹病毒(Genital	 Herpes)	 能導致子宮癌，EB	

病毒(Epstein-Barr)能提升	 伯奇氏淋巴癌(Burkitt’s	

Lymphoma)	在非洲和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ncer)在

東南亞的發病率。

其他媒介和癌症發病的關係尚待証實。

(註：陳醫生是退休家庭醫生，曾兼任香港大學及悉尼大學

講師。)

杏林話語
文：Dr. Andrew Chan

文：柳冠勤博士

黑蒜和大蒜有甚麽不同？
新鮮大蒜的健康效果主要來自蒜素	(Allicin)	和其衍

生的硫化物，蒜素是大蒜濃烈氣味的來源，同時也是極不

穏定的成份。

黑蒜是將完整蒜瓣放在高温高濕度環境下數天至數十

天而成，變成黑色和帶微甜的黑蒜。在經過處理後黑蒜不

再含有蒜素，其主要成份是S-烯丙基半胱氨酸	

(S-allylcystein)，一種穏定下來的蒜素衍生物，但健康

效果基本相同。

大蒜和黑蒜的抗癌作用
蒜素和其衍生成份有多重健康作用，很多時候和抗癌

連繫上，例如在部份觀察研究中，常食用大蒜的人患上大

腸癌或胃癌的機率較低，而在細胞培養或動物實驗中，大

蒜和黑蒜也有抑制癌細胞的作用。最出色的效果要算一個

用黑蒜提煉物來對付前列腺癌的小鼠研究，在四星期的療

程期間，若以每日每公斤體重300毫克的劑量注射S烯丙基	

半胱氨酸能抑制前列腺癌腫瘤生長達七成，同時大大降低

擴散率，但當劑量降至每日每公斤體重100毫克時效果並

不顯著	(註一)。

至於大蒜和黑蒜在人體身上的抗癌效果，就目前的科

學證據來說是相當薄弱，相關的人體臨床試驗非常缺乏，

並未有足夠證據顯示在人體中同樣有效。劑量也是一個問

題，以上研究所用劑量為例，每克的黑蒜約含有60	 -	 70	

毫克的S-烯丙基半胱氨酸(註二)，以60公斤成年人計算即

是要每日吸收250克左右的黑蒜。

如何製作最好的黑蒜？
雖然黑蒜在人體的效果仍未確立，但它含有豐富健康

成份是不爭議的事實。但黑蒜的製法由温度到天數也有很

大差異，要怎樣才能做出最好品質的黑蒜？

首先是温度，有研究以攝氏60-90度來製作黑蒜，發

覺味道和質量在70度最好(註三)。另一研究探討了不同製

作天數對健康成份的影響，在90%濕度的環境中，黑蒜中

的多酚(polyphenol)和類黃酮(Flavonoid)含量以開始製

作後21天為最高，比新鮮大蒜高約五倍。增加的速度也並

非固定，首兩週的增幅只佔約一半，其餘增幅集中在第三

週，超過21日的話含量就會漸漸減少(註四)。

食用黑蒜注意事項
黑蒜和大蒜均有抑制血凝作用，會增加流血風險，所

以應避免同時服用抗凝血藥物，在手術前未必適宜食用。

有些糖尿病藥物也會與大蒜或黑蒜有所衝突，在食用前應

尋求醫生建議。

*註一：Howard	et	al	(2006)	J.	Nutr.	136(3):8215-8265

	註二：Colin-Gonzalez	et	al	(2012)	Oxid	Med	Cell	Longev.	
							2012:907162

	註三：Zhang	et	al	(2015)	J	Sci	Food	Agric.	
							doi:	10.1002/jsfa.7351

	註四：Choi	et	al	(2014)	Molecules	19:16811-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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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活動 支持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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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開始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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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開始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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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開始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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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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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開始至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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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至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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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日期：4月4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動出新生命-運動的好處

日期：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	至11時30分	

地點：Gordon圖書館	-	Meeting	Room	1

						(799	Pacific	Hwy,	Gordon)

講題：健康飲食	-	預防癌症

講員：于雪霏女士(營養師)

語言：普通話(提供廣東話傳譯)	

費用：全免(附設茶點)	

名額：60人(座位有限，必須預先報名)。

(一)健康飲食—預防癌症
					(悉尼北區)

(二)走出憂谷支持小組	

日期︰		2016年2月15日開始首次聚會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		更生會市區辦事處

對象︰		剛面對癌患家人離世之關顧者或家屬；或有共同經歷人士

形式︰		短講、音樂、幻燈、經驗分享、討論、茶聚

內容︰		處理親人離世後有關須知	(如遺囑辦理及福利申請)；如何

								適應生活改變；與過來人分享經驗，學習正向心理學及生死教育。

費用︰		全免	

(一)支持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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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癌症資訊課程-2016」。詳情如下:

日期︰3月3日、10日、17日、24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二樓	

						(1/F,	Wellness	Centre,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Cnr	of	Elizabeth	St	&	

							Goulburn	St,	Liverpool)

課程內容︰了解癌症與治療、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

										理、癌症與營養飲食、運動與健康、社區支

										援服務

費用：全免，備有茶點招待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2016面對癌症資訊課程
<悉尼西南區>

日期：2016年3月4日(星期五)	

講題：前列腺癌手術後失禁問題處理

講者：謝永明副教授(泌尿科專科醫生)

時間：上午10時	至11時30分(講座)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前列腺癌病友分享)

地點：更生會市區總會	Level	4，741	George	Street,Sydney

語言：廣東話(提供普通話傳譯)	

(二)前列腺癌手術後失禁問題處理
					(市區總會)

公開講座：



日期︰4月29日(星期五)

新病人小組會友將在3月9日開始優先報名，

3月18日開始歡迎其他會友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4月13日

總會活動

日期︰		2016年2	月23日至4月19日	(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		更生會市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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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以廣東話為主，輔以普通話

名額︰		20人

導師︰		由國際郭林氣功文化研究會（澳洲分會）派出導師

費用︰		$10(共八堂)

	

會友旅行

郭林氣功是一種增強自身免疫功能的療法

注意：

更生會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將於以下

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3月25日	(星期五)	-	耶穌受難節

3月28日	(星期一)	-	復活節星期一

4月25日	(星期一)	–澳紐軍團日

好書介紹

問題出在細節上。本書一開始針對幾個常見的錯誤觀

念或生活飲食習慣，提出了幾個問題。如：你有好好吃飯

嗎？你喝對水了嗎？你有每天檢查自己的大便嗎？你是否

知道生機飲食也會出問題？建議讀者，常常檢視自身這些

問題，看看自己是否善待自己身體，是不是應該調整一下

飲食習慣會比較好呢？其實80%的疾病都是可以預防的。

生活習慣及飲食觀念，深深地影響著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這本書就是提供一套正確的飲食觀念，讓身體能量俱足，

即使已經生病，也能夠進一步地調整自己的飲食，讓自己

的身體回復到最自然、健康的狀態。

許醫師以多年鑽研營養學、中、西、預防醫學的理論

基礎，以及個人親身力行自然飲食的心得，再加上多年照

顧病人，歷經各種不同臨床實例，累積了許多寶貴經驗，

著作成書。她期望藉由此書，能夠幫助更多的人活得健康

快樂，遠離煩惱及病痛。

許瑞云醫師原本主修運動神經學，因為對營養學及如

何維持最佳體能狀況特別感興趣，因此繼續攻讀營養學和

流行病學碩士，畢業後又至波士頓大學攻讀醫學博士，並

在哈佛大學附屬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練，之後成為哈佛醫

院的主治醫師及哈佛醫學院講師。並在哈佛成立了身心診

療中心（Mind	and	body	Institute）。

文：Ann Ng哈佛醫師養生法

你已經很努力地注意飲食、作息、運動，為什麼身體還不能恢復健康？

作者：許瑞云醫師				圖書編號：BW21



		

日期：2016年3月10日至4月28日（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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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診不超過兩年)							

語言：普通話	

費用：全免(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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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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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活動

南區互勉及毅恆小組(廣東話)

南區歡樂茶聚組 

「調節情緒」生活健康工作坊-六課
 (普通話) 

南區普通話支持小組	

	

日期：2016年3月21日至11月21日(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對象：曾參加南區支持小組之會友及關顧者	

語言：廣東話	

費用：全免(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日期:	2016年5月6日至6月10日	(逢星期五)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對象:	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語言:	普通話

費用:	全免	

名額：25人(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導師:	馬信誠先生	(紐省註冊心理學家)

備註:	此活動由好市圍市政廳資助

日期：2016年3月8日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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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6年3月16日至5月18日(逢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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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預先報名及已完成太極初級班)

義務導師：黄慶銘先生

太極進階班

「食得好‧身體好」飲食健康工作坊-四課  
(廣東話)

日期：2016年5月5日至5月26日(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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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導師：黄子恩博士	(澳洲註冊營養師)

備註：此活動由高嘉華市政廳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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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以下

Ann Kirkjian 
Margaret Danes-Smith 
Bonnie Yeung 
Yuna Yang 
Qi Zhang 
Mee-Na Cheok 
Tonya Hooper 
Ji Qing Chen 
Alison Burnard 
Robyn Wicks 
Kun Yi Deng 
Henry T C So

捐款 $100 - $499

Si Hoa Lu
Ann Li
Vincent Chong
Him Wo Ng
Paul A Gregson 
Julie V Gregson
Alice Ngo
M Lim Cheng
Harry Tuong 
Sunny Anhua Sun 
Carina Fung 
BKK Gifts & Variety 
Belinda Kwok

捐款 $500 - $999

Sarintr Sriwattanatanma
Rockman (Australia) Pty Ltd
Dr Raymond K K Lau
Zita Leung 
Anonymous 
Onny Khouw 
Mei Ha Cheng 
Ricky Char 
SHLK Chinese Opera 
Hunan Small Goods Pty Ltd 
Rose Wai 
Yun Sum Chan

捐款 $1,000 - $4,999
ABC Tissue Products Pty Ltd
Alan & Vivian Yip
Angela Cho 
Anonymous 
Anonymous 
Dadee Investments P/L 
Dr Carol Ho 
Helen Wai Har Sham Ho 
Tak On Trading Co 
景惠堂

捐款 $100 - $499

Best Value Supermarket Pty Ltd
Cui J Ouyang
Doris Chan
Elsa Ha Pik Ho
Hong Deng 
K K Lee M H Chu National Flexiplus Mortgage 
Paul Ting 
Vitality Vegetarian & Healthy Foods 
Yam Nam 
Yin Ling Law 
Zi Li Cong 
黃筱瓊

捐款 $5,000 to $9,999
Way In Network Australia
Incorporated

捐款 $30,000 以上

The Estate of the Late 
Ada Yuk Han W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