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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一年一度$5籌款慈善獎券現已開始發售。獎品非常豐富

，包括:頭獎是價值$1200空氣淨化器一部、而二獎則是價值

$300超市百貨禮品卡一張，總共9份獎品。如想購買慈善獎券，

可以親臨更生會市區總會或南區辦事處購買。抽獎日期將於

2018年6月16日「更生會23週年籌款晚宴」舉行，得獎者將以電

話通知。

更生會二十三週年
$5籌款慈善獎券

    本會週年大會已於去年12月11日舉行，會長楊迺賢先生因家

事未能出席,由副會長華陳真妮女士代為主持會議。華女士匯報

時指出去年是成功而又充實的一年。在委員、職員和義工辛勤工

作下，對癌症病人和家屬提供了15,090次服務，339位新病人及

關顧者登記成為會友。2016-17年度本會義工在悉尼六大醫院提

供了244次探訪，並為229位有需要的人士作電話支持服務，9次

家訪，去年共招募了19位義工。

    司庫陳秋華先生匯報財政狀況時，指本會財政仍然非常穩健

，但透露已獲新州家庭及社區服務部通知，撥款本會多年的關顧

者服務將在2018年6月30日後結束。 所以由下個財政年度開始，

本會將只能靠各善長人士的捐款及更生會癌症基金每年的撥款資

金來維持本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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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癌是澳洲第二號癌症殺手。去年本會獲新州癌症學

會 ( Cancer Institute NSW ) 的「華人癌症支援創意計劃」

(Innovations in Cancer Control Grants) 撥款推行「澳洲華人

認識腸癌篩查計劃」，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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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提升華人對大腸癌

的認知及理解其檢查的重要性。故此本期專欄以「大腸癌的預防

及篩查」為題，讓讀者認知檢查的重要性。

   本會亦很榮幸邀請到李超浩醫生答允為「杏林話語」執筆，歡迎

讀者來函或致電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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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及活動經理楊智傑先生亦於當天向出席會員匯報本會市

區總會辦事處的近況，以及來年計劃的活動簡介。展望新的一年

，本會將繼續為癌症患者及關顧者作出支援，務求不讓他們孤單

走在艱辛之抗癌路上，並重獲信心。

   澳洲慈善與非牟利機構委員會 (Australian Charities and Not- 

for-profits Commission, ACNC ) 從去年開始向認可機構發出這

標記，表示這機構已向            註冊，並符合財務報告和管理要

求，目的是向捐款的公眾保證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問責性。

    更生會很榮幸獲得這機構發出的認可標記，並由去年開始在

本會的季刊及有關宣傳刊物上應用，讓大眾人士認識本會是一

個透明度高和問責性強的慈善機構。

這個標記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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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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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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如下：



文：ANN

會務報告

   壓軸的抽獎環節，獎品豐富幾乎人人有份，全場歡聲四

起。節目在執委會及基金董事帶領下唱出一首聖誕歌後完

滿結束，隨即開始豐富的美點佳餚午餐。聯歡會在下午2時

結束。

杏林話語

（音樂治療班同學在導師Hilda帶領下表演）

        本會2017年聖誕聯歡會已在12月15日於富麗宮大酒樓舉行

，當日筵開15 席共150多位會友、義工及嘉賓歡聚一堂。

    司儀Victor介紹大會流程後，會友一曲「念親恩」悠揚悅

耳。會長楊迺賢先生致歡迎辭中，提到本年獲各界支持及新

州癌症學會撥款推行兩項華人癌症支援創意計劃，在悉尼各

大華人社區舉辦多個癌症資訊講座，繁重工作有賴各執委、

職員及義工的盡心盡力，得以成功推行。寄望明年再接再勵

，努力完成更多的工作。

         當天餘慶節目豐富，陽光小組的團體舞「夢江南」服飾

華麗、舞姿優美，達專業水準。而義工Brenda的粵曲獨唱、

攪笑歡樂歌唱環節、有獎遊戲「聖誕Bingo」、音樂治療班

同學在導師Hilda帶領下，表演別出心裁的健康開心音樂，歡

樂節目帶動全場投入參與，氣氛熱烈。看到大家輕鬆愉快、

充滿活力的演出，誰會想到他們曾是癌症患者？

文：李超浩醫生
更生會榮譽醫學顧問

    醫學上認為可以導致腫瘤或癌症產生的定論，主要有《基

因突變》定論、《致癌物質》定論、《可形成腫瘤的基因》定

論以及《免疫系統失調》定論，但這些始終都只是一些「理

論」而非「事實」，而且其中的細節亦不太清楚，因此，很

多時當我們不了解問題是怎樣產生的時候，便沒有妥善的對

策去應付它們。癌症也是一樣，今時今日我們仍沒有治本的

辦法去治療癌症，目前所採用的治療方法，都是以治標為主

的，例如手術、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等等，都是破壞性的

治療方法，除了因腫瘤被發現得早而能以手術把腫瘤及早完

全切除之外，大部分的治療方法都沒有很大的把握可以把癌

症根治。

    人的心理，不管發生什麼災難，如果能夠知道原因、經過

、及能夠推論得到結果，知道得越詳細，便越不會害怕。倘

若什麼都不知道，便會容易驚慌失措。“癌”之所以可怕，

便是因為一般人對癌的認識實在太少之故。我希望在此能對

大家提供多一些有關癌的資料，使大家能對癌症有更深一層

的認識。從而減少對癌症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在預防及治療

方面，亦希望能收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效果。

    人體是設計得非常精密而有秩序的組織。每一個器官中的

組織應該如何排列，細胞的形狀、大小和順序，都有一定的

規範。每一種器官的功能與另一個器官的關係，也有一定的

規劃。一個細胞什麼時候該出生（亦稱為「細胞分裂」，意

思是指一個細胞分裂成為兩個細胞），生長到什麼時候該停

止，生長到什麼時候便算成熟，也都有一定的限制。當組織

發生了變化，例如發炎、增生等等，所發生的生長與繁殖，

在達到特定的目標之後，生長便自然停止，而細胞不會漫無

止境的繁殖分裂下去。例如長期勞動可以刺激肌肉增長，目

的是為適應勞動。但若然長期勞動停止，肌肉就算不萎縮，

也絕不會不停止增長下去的；又例如當皮膚受到損害，傷口

旁邊的皮膚細胞便會分裂繁殖，生出一些新的皮膚細胞出來

修補傷口，這種細胞和組織的生長分化過程所遵循的一定的

程序，稱為《生長法則》。每一個人的身體組織，都受著這

種《生長法則》的控制。這些法則是世代相傳的。這些法則

的命令是寫在每一個細胞的遺傳基因裡面。

(下期預告:橫行霸道的癌組織)



本期專欄

講者：葉昱廷醫生
大腸直腸外科
撮錄：Ann Ng 

天生的基因突變 - 先天體質容易產生組織病

變或癌細胞。

後天環境因素 - 如不良的生活環境或習慣，

造成後天基因突變。從正常的腸細胞到瘜肉再

轉變至腸癌，程序複雜，需要有數次的基因突

變，大致上要 5 至10 年的時間。

   在澳洲大腸癌是第二常見癌症，每 23人中就會有一

人得病，任何年齡都有可能患上。

大腸癌分4期 ：

   第一期：大腸癌生長在腸內壁但還未擴散。

           治癒率94%

   第二期：已經開始穿破腸壁，仍未擴散到淋巴。

           治癒率82% 

以上兩期可用手術切除，治癒率很高。

   第三期：淋巴已被感染，開始有轉移的現象。

           治癒率67% 

   第四期：

大腸癌的成因

其他觀察到的風險包括：

個人病史，50 歲前曾患腸癌、瘜肉、睪丸癌

或前列腺癌。

直系親屬 50 歲前曾患大腸癌。

遺傳方面：例如「遺傳性非瘜肉結直腸癌綜合

症」（HNPCC)，患者多在 50 歲以下，若家人

中有兩個或以上患有腸癌，發病機會比普通人

高2至3倍。另外「家族性結直腸瘜肉綜合症」

（FAP）則令患者的腸臟生長出過千瘜肉，有

些瘜肉有致癌的潛在危險。

       大腸癌的形成，醫學界認為與飲食習慣有著密切的

關係，過多攝取紅肉、高動物性脂肪及超高溫處理過

的食物（燒烤）。除了飲食原因之外，抽烟、喝酒過

量、體重過高、高膽固醇、糖尿病，亦有可能增加患

上大腸癌的機會。

大腸癌的十大徵狀

第一期是沒有症狀                            

排便習慣發生改變，便秘或頻密                        

糞便形狀發生改變                         

排泄黏液                                           

糞便帶血 

肛門常有便意但排不出的感覺

腹部絞痛或結腸痛

貧血

食慾不振                          

體重不明原因急劇下降及乏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如何預防大腸癌？

每天適量運動30分鐘、均衡飲食、多吃全穀

類、蔬果等高纖維食物、紓緩壓力。避免吸烟

和飲酒。

定期接受檢查，糞便隱血測試或大腸鏡

定期檢查的好處

       若早期發現有危險性的瘜肉，可提早切除，斷絕患

大腸癌的機會。因此能及早發現大腸癌，治療程序不

複雜、復原快及根治機會率高。

定期檢查兩個最好的方法：

糞便隱血測試 (FOBT)：50歲以上，未出現任

何大腸癌症狀的人士，獲國家大腸癌篩查

(National Colon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郵寄「糞便隱血測驗包」到家，使用方法指引

清晰，需拿兩次糞便樣本，透過化驗可測試出

是否帶有肉眼看不到的血液。兩星期後會收到

化驗結果。準確度為73.4%。96%大腸癌能被

發現。

大腸鏡檢查：醫生透過腸道纖維鏡，直接觀察腸

腔粘膜的變化，可了解整條大腸的健康情況，

不少患者因此獲得確診。同時可切除腸道內瘜

肉或抽取活組織作進一步化驗。準確度最高。

1.

2.

其他方法：CT結腸鏡檢查，適用於有麻醉風險高的病

人及大腸鏡無法完成的病人（如腸道比較曲折者）。

總結

大腸癌很常見，任何年齡都有可能

第一期大腸癌可能沒有症狀

預防勝於治療，   歲後要定期檢查

糞便隱血測驗最簡單，最便宜，沒風險

有腸病症狀，盡早和家庭醫生或大腸直腸專家

問診

飲食均衡，紓解壓力，每天適量運動，減低患

癌風險

50

大腸癌末期，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其他

器官，最常見是肝和肺臟。治癒率

11%。但亦不要太擔憂，目前醫學仍

有方法可以治療。當然及早發現及早

治療是最佳方法。



會友心聲

第一期是沒有症狀                            

排便習慣發生改變，便秘或頻密                        

糞便形狀發生改變                         

排泄黏液                                           

糞便帶血 

肛門常有便意但排不出的感覺

腹部絞痛或結腸痛

貧血

食慾不振                          

體重不明原因急劇下降及乏力

活著就是勝利
文：隨主

   我在2015年前的65年中，從沒有做過任何身體的手

術，除了假牙外什麼東西都是自己的。只是偶爾發現

大便有些像西瓜裏的紅絲小點，絕對沒有想到就是這

樣，我的人生馬上要踏進大難臨頭的門檻！10月我在

中國佛山，路經一位老中醫，因便秘便順帶看看，他

純熟地一口氣寫了大堆中草藥的方子，叫我下午來喝

，果然神藥，不到兩小時我已急不及待，褲子還沒脫

下，屎尿往外直噴，血染滿了厠盆，當我驚魂未定便

趕往醫院找醫生，刷卡萬元後，在醫生輕鬆安慰下，

以為是痔瘡，翌日做肛門痔瘡切除手術。後來發現不

是痔瘡，叫我照腸鏡，次日睡在手術床上，接受一次

毫無準備的腸鏡檢查，我還來不及感覺尷尬時，醫務

人員已叫我馬上穿好褲子趕快去找專科醫生，直腸癌

的特徵非常明顯。

   兩天後直飛回悉尼，找到腸癌專科醫生重新檢查，

直腸癌的確診報告，像是一張死亡証書。這時感到生

命突然對自己變得特別重要。

   以前聽到癌症的時候，好像它十分遙遠，更經常以

自己的健康為傲，看到別人大病小病，更是無動於衷

！自己繼續日以繼夜拼命工作賺錢，享受美食大餐，

夜夜笙歌！今天我簡直無法接受大腸切除手術的通知

。醫生講解了病情的嚴重性，了解了對生命的存活期

等新名詞，我就像剛進小學的第一天，好奇又激動，

但仍然不相信為什麼自己竟已是活著的死人！不知怎

的，一股力量使我開始對癌症研究起來，參加了更生

會，又到處問人、看書報，關心每個有癌這個字的訊

息，突然，當自己對癌症有更深理解後，恐懼的心慢

慢化為求生的動力。後來，存活率這三個字反而給我

帶來了爭扎求存的希望，只要有一線生存的希望都要

爭取。相信醫生，我們癌病患者都是存活率內的幸運

者！我們周圍有著無數的癌症存活者，特別是在更生

會裏，能分享病患者在過去十年或是更長的抗癌歷程

，他們的笑聲把我對癌症的理解發生了非凡的變化，

不該死的絕不能被癌細胞嚇死。統管宇宙萬物的創造

者，祂非常公平的對待每一個人，只有服從生老病死

的自然規律，才能享受每一天。

   我決定接受手術，因為相信癌症不是絕症。現代醫

學已經能夠把癌症作為慢性病來治療，與高血壓、糖

尿病等慢性病沒有分別，暫時醫學還消滅不了癌細胞

，但已找到很多方法去控制及消除它對身體的傷害，

反正沒有人能夠長生不老，死亡對人類只是時間的問

題，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說：再見世界！其實癌細胞

本來就是身體內的一份子，只是人們不尊重原始自然

生態規律，迫使好細胞變異、變壞，成為身體內的恐

怖份子到處搞破壞，所以我們必須團結體內好細胞並

配合醫療科技，穩住癌細胞，不要刺激它，調整自己

的心態和身體健康，增加自身免疫力，其實很容易度

過自己短暫的一生！真的有了這樣的人生理念，就不

再會萬念俱灰了。

   早上我睡在手術床上，說聲再見！什麼都不知道了

，一點感覺也沒有地睡著了，世界發生任何事情已與

我無關，身體內任何器官被切、被換都沒有所謂了！

現在想來可能與我們最終離世的那一刻，絕對沒有不

一樣，對一切的擁有不再有意義了！沒有牽掛，沒有壓

力，就算你欠了全世界，你都沒有責任，真是息勞了！

   傍晚我被推出手術室，但並未清醒過來，我又回到

這煩惱的世界，這麼多人圍繞著我，難道他們是來瞻

仰遺容的嗎？腦袋一片清新，知道自己還是活人！36

吋的褲子就慘被變成陳列品了。住院五天我便嗆著要

出院。

   我從「微信關注」認識化療，大部分資訊都會把人

嚇死，接受化療等於接受死刑的說法到處都是，誤導

的偏多，相信是那些副食品商出了很多力，他們都以

直銷的方式，爭取癌患者的儲蓄帳號傾盆捐獻！命比

錢重要，花吧！但有些人把錢看得比命重，誤信財散

人安樂！不要笑，我也差點成為這群組的一分子。

   病情的反覆使我悟出一個道理，癌症產生的副作用

就是殺人武器，要消滅症狀或者控制症狀，才可維持

生命的持續，它不是病菌可用藥醫，需要調理，補充

敗壞的、受影響的細胞，還要靠自身抵抗癌細胞，可

惜大部份患者的好細胞不夠用去打敗壞細胞，所以還

是要聽從醫生的指導，要增強體質及抵抗力，否則只

能像殘燈燒盡，成為人生樂章的終極。其實癌症致命

，只是人類生命終結的其中一種方式，又如遇到致命

車禍也是一種方式，是我們不能自選的。生死是人生

路程的分界線，我們要多關顧人活著的每一段落，珍

惜生命，知足常樂。想想那些比我們更年輕的人經已

離世，而我們還能活到今天，常要感恩造物主，賜予

我們多活的每一天，更要高高興興去享受每一天，我

們每個帶癌共存的幸運兒，我們應榮耀可以參與癌細

胞爭鬥，今天我們活著就是勝利，我們感恩比那些突

發離世的人幸運多了。



營養篇

    對癌症病人的飲食建議一般都是最好要飲食清淡，少吃

刺激性食物。而作為提神醒腦的咖啡當然也算是刺激性食

物之一，不難聽到有建議是少喝為妙。患癌能不能喝咖啡

，又或者需不需要減少？探討咖啡與癌症的眾多研究，就

顯示愛咖啡的病友無需改變習慣，因為喝咖啡不會有害，

同時更有可能對抗癌有幫助。

咖啡的健康效用

   咖啡是一個相當全能的健康飲料，除了能刺激大腦的咖

啡因外，還含有千多種活躍成分，當中包括多種抗氧化物

，它們也能帶來抗炎和抗癌的效果。最近一個包含了二百

多個相關研究結果的綜合文獻就顯示，相比起不喝咖啡人

士，常喝咖啡可帶來多種健康好處，效果要以每天3-4杯最

好(註一)，當中包括：

文：柳冠勤博士

（圖書編號：BMCZ638）

    「不只是奇蹟」是寫十位抗癌勇士的身心靈療癒與重生的故事。作者透過這十

位患不同癌病病友，從他們生命中最黑暗、最沮喪、最絕望的階段中，除了用正

統西醫學上的專業治療外，再加上精神科團體及個別心理治療技巧，用愛與智慧

的理解下，開創了一種全新治療癌症的療癒之法。

   每個個案，醫師帶領病人經過認真的覺察，從不如意的實相與痛苦的疾病中，

覺察自己內在的負面意念，這是改變的第一步，在移除負面意念後，隨之健康及

喜悅的生活指日可待！

   作者提到癌症療癒之後，才是真正人生功課的開始，「身體療癒」這只是第一

階段，療癒不單是針對癌症，還要進入第二階段「心靈療癒」，學會轉化「低自

我價值」信念，找出「愛、智慧、內在感官及創造力」；接下來第三階段「生活

療癒」，將身心靈觀念轉化為生活智慧，化解人生中的苦痛與危機，創造一個充

滿喜悅，自在的人生，這才是最終的療癒！

   這書每個抗癌勇士的故事都與情緒有關，人情味濃厚，醫師不單醫病，還照顧

病人身心靈的健康，故此我們癌患者癒後，除了注意身體健康外，亦應該多參加

一些輔助治療活動，注重身、心、靈健康。

「不只是奇蹟 」
文：Pat

新書介紹

可降低癌症風險，包括前列腺癌、子宮內膜癌

、皮膚癌、口腔癌、白血病和肝癌。

改善肝臟健康，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風險要

低29%，肝硬化的風險要低37%。

降低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當中包括心臟病

19%、冠心病16%、中風30%，對女性的效果

要比男性好。

對腦退化也有幫助，包括柏金遜症和老年痴呆

症。

喝咖啡習慣跟不喝的比較，結果顯示常喝咖啡的在手術後

復發的風險較低，每日喝四杯或以上的要低42%，治療後

的存活率也要高33% (註二)。

  咖啡因含有植物性雌激素(Phytoestrogen)，某程度上能

模仿雌激素，所以有一種說法是喝咖啡會令雌激素水平過

高，提升患上乳腺癌和子宮內膜癌的風險。但絕大部分相

關研究顯示飲用咖啡並不會增加這些癌症的風險，反而能

對更年期後女性提供保護作用。另一個要提的研究就是與

乳腺癌有關，這來自瑞典的研究包括六百多名病人，探討

在接受荷爾蒙治療時喝咖啡會不會帶來影響。結果顯示相

比起不喝咖啡的參加者，在服用他莫昔芬 (Tamoxifen) 療程

同時每天飲用兩杯或以上咖啡的，在5年內復發的機率要低

49% (註三)。

那患癌喝咖啡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以上的研究結果皆來自觀察研究，亦即是並沒有證實咖

啡與抗癌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喝咖啡是一種生活享受，它

絕對可以成為健康飲食的一部分，也要這樣配合才能發揮

最大的效果。您若有喝咖啡的習慣，那繼續飲用大概是能

助您抗癌的。但若本身不喝咖啡的話，建議是先跟醫師討

論之後，再決定要不要開始喝。

   另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在很多研究中，飲用無咖啡因咖

啡的話是沒有抗癌效果的，這可能是因為在脫除咖啡因的

過程中，也失去了大量抗氧化物和其他健康成份，大大地

減低了咖啡的健康效果。

健康人士喝咖啡有多種好處，那癌症病人呢？

   癌症病人喝咖啡的相關研究不多，但有兩個是值得一提

的。其中一個包括了近千名第三期結腸癌病人，同樣是有

參考資料
註一. Poole et al (2017) Coffee consumption and health: umbrella review of meta-analyses of 
multiple health outcomes. BMJ; 359. ;j5024.
註二. Brendan et al (2015) Coffee intake, recurrence, and mortality in stage III colon cancer: 
results from CALGB 89803 (Allianc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3(31): 3598-3607.
註三. Simonsson et al (2013) Coffee prevents early events in tamoxifen-trea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modulates hormone receptor status. Cancer causes & control. 24(5):929-940.

作者：台灣王怡仁醫師

癌症病人喝咖啡
有沒有好處？



日期︰  3月6日至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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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10（共八堂）

對象︰  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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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以廣東話為主，輔以普通話 

內容︰  預備功、自然行功、快功、升降開合功、點步功等

中國氣功的流傳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亦是中華
民族的醫療、保健和長壽學的珍貴遺產，郭林氣
功是一種增強自身免疫功能的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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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開始至6月27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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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開始至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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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開始至6月27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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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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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總會活動

日期：2018年4月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肺癌病人養生保健
嘉賓 :待定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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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3月15日開始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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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面對癌患家人離世之關顧者或家屬
2月12日及4月16日

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新癌症患者及
關顧者互勉小組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及關顧者
3月15日開始至4月19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輔助治療活動

郭林氣功

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
將於以下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3月30日 (星期五) - 耶穌受難節

4月2日 (星期一) - 復活節星期一

4月25日 (星期三) – 澳紐軍團日

會友旅行
本會將於4月27日(星期五)舉行會友旅行，

前往中央海岸Terrigal海灘漫步以及參觀

Gosford日本花園。有關詳情及報名手續，

請留意3月初在市區總會，南區辦事處，本

會網站及Facebook專頁公佈。



特別活動 總會活動

澳洲華人認識腸癌篩查計劃 之「防治大腸癌健康資訊日」

節目內容包括以大腸癌為題的講座及資訊攤位，講座將以廣東話或普通話進行，現場提供即時傳譯服務。

活動費用全免，參加全天活動者有輕膳供應。

更多詳情會稍後公佈，請留意更生會活動消息。

西南區活動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悉尼西南區）

日期 講題

3月8日(星期四) 了解癌症與治療

更生會與利物浦醫院多元文化健康服務，將於三月份聯合舉辦『面對癌症資訊課程』。歡迎居住在悉尼西

南區，並在過去兩年內確診患上癌症的病者、其親友或關顧者參加，詳情如下：

講者

Dr Peeysei Kok 
腫瘤科郭醫生

講座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正（請準時出席）

講座地點： 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一樓 
       1/F, John Richard Kuhlmann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金寶街與高賓街交界 ( Corner of Campbell St & Goulburn St, Liverpool )
費用：全免 (備有茶點招待)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現場有廣東話/普通話傳譯。

3月15日(星期四) 化療與放療 - 副作用及護理 Ms Summer Xia
腫瘤科護士夏小姐

3月22日(星期四) 癌症與飲食營養

3月29日(星期四) 癌症病人如何善用社區服務資源

待定 
註冊營養師

Ms Teresa Simpson 
腫瘤科社工

日期：5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待定

癌症病人/關顧者互勉小組
日期：由2018年4月5日，12日，19日及26日 (四節)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一樓 
            1/F, John Richard Kuhlmann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金寶街與高賓街交界 ( Corner of Campbell St & Goulburn St, Liverpool )
對象：必須確診為癌病患者，且不超過兩年。歡迎攜同其關顧者參加。

內容：癌症的治療與副作用的處理、癌症與情緒及鬆弛技巧、營養飲食、運動與興趣培養、積極思想面對

      癌症、定期檢查須知

費用：全免（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大腸癌的預防及篩查」公開講座（西悉尼區）
此活動由更生會與澳華醫學會合辦，並由西雪梨華人工作者網絡及澳華公會西區服務中心協辦，新州癌症學會(Cancer 
Institute NSW) 的「華人癌症支援創意計劃」(Innovations in Cancer Control Grants) 撥款推行。

目的：提升華人對大腸癌的認知及理解其檢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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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月   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   時    分至下午   時   分
講者：葉昱廷醫生（大腸直腸外科）
地點：澳華公會西區服務中心

3     1
        10     30               12     45

(15 Hunter Street, Parramatta NSW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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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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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至12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總會活動

In Memory of Paul Lo  (捐款總共 $5200)

Allen & Daisy Cheung
Amy & John Choon
Anne Wong
Anonymous
Belinda & Perlon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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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 Fiona Lo
Lily & Jose Tam
Marjorie & Ellis Smith
Phillip & Kellie Tang
Rita Tang
Robert Sears

Rowena & Simon Shek
Sam Tang
Tony & Irene Au-Yeung
Tony Lo 
Wendy Wang
Willy & Fiona Lo

Helena Yu 
Henry & Coral Lo
Hing Tang
Jimmy & Anne Lo
Jones & Eunice Lo
Kim Tay

Billy Tang
Daniel Chiu 
David & Siew Ling Lo
Earl Hong Tai
Evelyn & Bing Kwong Mak
George & Sally Lo

南區活動

 

南區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小組 對象 時間

廣東話互勉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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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開始至6月26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廣東話毅恆小組
完成新病人支持小組之患者
及其關顧者或癌症復發者

3月13日開始至6月26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支持小組 
3月15日開始至4月5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廣東話歡樂組 

3月19日開始至6月18日
每月第三個星期一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確診至今不超過兩年之患者及關顧者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曾參加南區支持小組之會友及關顧者 

Barnabas Chow
Henry So
Irene Fong 
Joanne Lo
John Lee
Rita Yu Ng Ching Yee
S J Beaman
Wai Yan Yip
Yuna Yang
Yan Wor Fong

捐款$100以下： 捐款 $100 - $499：

Sui Lin Lui
Thomas Li
Vincent Chong
杜迪

捐款 $500 - $999：

Carol Ho

捐款 $10,000 to $29,999 :

Doris NgAndrew G Penman
Anonymous
Anonymous
Bao Qiu Li
Doris Chan
Elaine Gock-Young
Gary Liang
Kason Man
Lai Fun Chan
Raymond KK Lau

捐款 $1000 - $4999：

Dr. Richard Ho & Mrs. Queeny Ho
Mr. Justin Lam & Mrs. Irene Lam
Dr. Zinnia Szewan Lo

公開講座 - 澳洲醫療保健體制與你 

復活節創意手工班 「楊氏太極拳」(中級組)

日期︰  3月21日至5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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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   黃慶銘先生

名額：  12人 

  (必須預先報名及已完成楊氏太極拳初級班)

日期︰  3月5日至26日(逢星期一，合共四節)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  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內容：  製作毛巾小白兔、康乃馨紙花、朱古力花球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五元 (材料費另計)

導師：  陳玉玲女士

名額：  16人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日期：2018年4月12日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好市圍俱樂部地下會議室 (Hurstville火車站面向Forest Road步行2分鐘可抵達)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G/F Meeting Room (2 Crofts Avenue, Hurstville) 
對象：公眾人士

講者：林奇恩教授

語言：廣東話 (普通話即場傳譯) 

費用：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協辦機構：澳華醫學會及聖佐治醫院暨社區健康服務

此活動由新州「更強的社區基金」贊助。



 

CanRevive Southern Office
G/F, 8 Park Road, Hurstville NSW 2220 Australia
Tel/ Fax: (02) 9580 7789
Email: info@canrevive.com
Website: www.canrevive.com

瑜伽推介工作坊 
Yoga Information Workshop with Demonstration

CanRevive Southern Office更生會南區辦事處

普通話實踐課程  Mandarin Course

廣東話實踐課程  Cantonese Course

3月16日至5月11日
(星期五/共8課) 

16 March to 11 May
 (Friday/8 sessions)

10:30 a.m. - 11:45 a.m.

12:00 p.m. - 1:15 p.m.

初階班 
Preliminary Class

進階班 
Intermediate Class

張均儀女士
(資深瑜伽教練) 

Ms Jessica Zhang
(Senior yoga instructor)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班級
Class

導師
Instructor

4月19日至6月7日
(星期四/共8課) 

19 April to 7 June
 (Friday/8 sessions)

10:30 a.m. - 11:45 a.m.

12:00 p.m. - 1:15 p.m.

初階班 
Preliminary Class

進階班 
Intermediate Class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班級
Class

導師
Instructor

地點 : 更生會南區辦事處 (好市圍柏道八號地下)

Venue :  CanRevive Inc. Southern Office (G/F, 8 Park Road, Hurstville NSW 2220)

費用 : 全免 

Fee : Free of charge

正念瑜伽實踐課程 
Mindful Yoga Course

參加者需自備瑜伽墊或大毛巾

Participants are reminded to bring their own yoga mat or towel

每班名額各12人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12 participants per class (All participants must register before event)

地點:
Venue:

好市圍俱樂部地下會議室
(Hurstville火車站面向

Forest Road步行2分鐘可抵達)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G/F Meeting Room
(2 Crofts Avenue, Hurstville NSW 2220)

日期 & 時間:
Date & Time :

3月9日(星期五)
9th March (Friday)

10:00 a.m. - 12:30 p.m. 講員:
Speaker :

張均儀女士
(資深瑜伽教練)
Ms Jessica Zhang 

(Senior Yoga instructor) 

語言:
Language:
普通話 

(提供廣東話即場傳譯服務)
Mandarin 

(Interpreting Service Available) 

「讓生活更美好」瑜伽實踐計劃 2018
‘Life is Better with Yoga’ 2018

此活動由「喬治河市政廳社區基金」贊助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Georges River Council Community Grant

麥偉恩女士
(資深瑜伽教練) 
Ms Alyssa Mak

(Senior yoga instructor)

為受癌症影響人仕而設  For people affected by can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