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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Ms Amy Gough, Mrs. Ella Lee, Ms Anna Bligh

本會的二十一週年籌款晚宴已定於6月18日晚（星

期六）假座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舉行，盼望各位新知舊

雨一同參加慶祝。當晚並邀請得Ingham Institute for 

Applied Medical Research,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Translational Cancer Research Unit 的 Professor Afaf 

Girgis 為主講嘉賓。Girgis 教授為一位腫瘤心理學研究

專家。當晚的餐劵已經開始發售，每張$100,每席十二位，

歡迎踴躍購買。

另外，本會一年一度$5籌款慈善獎劵亦已開始發售。

獎品非常豐富，頭獎為悉尼-香港來回機票一張，獎品共7

份。如想購買，可以親臨本會市區總會或南區辦事處。抽

獎日期將於6月18日『更生會21週年籌款晚宴』舉行，得獎

者將以電話通知。

為了與會友共同慶祝本會成立二十一週年，將於7月8

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2時假座悉尼華埠富麗宮

酒樓舉行慶祝活動，節目包括表演、遊戲、抽獎及午膳，

每位$20，歡迎會友及現職義工出席。

二十一週年籌款晚宴
及週年籌款慈善獎券

二十一週年會友會慶聯歡會

更生會、澳洲乳癌網絡及女青年會新州「姿釆再

展」活動於3月10日假座新州女青年會辦事處舉行聯合

發佈會。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 Ms Amy Gough,Equity and 

Diversity Manager 澳洲乳癌網絡 (BCNA)、Ms Anna Bligh 

新州女青年會行政總裁(CEO of YWCA NSW)及本會會長李黃超

鳳女士。

澳洲乳癌網絡針對被診斷出患有乳癌的華裔女性，推

出一系列全新的免費中文小冊子，分別為「乳癌簡介」、

「治療方法」、「希望和支持資訊」、及「支援服務」。所

有資料均設有粵語和普通話光碟版本。Ms Amy Gough於致

詞時感謝更生會及其義工們的大力支持，整合完成這些資

訊，有助説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女性都能獲得訊息。小冊子

本身是中文繁體字，光碟裏既有普通話也有廣東話的音頻

資料。中文資訊可在網絡免費訂取：www.bcna.org.au 。

新州女青年會行政總裁 Ms Anna Bligh 亦恭賀澳洲乳

癌網絡(BCNA)製作這些中文資訊，為華人女性提供針對乳

癌具體的資源訊息。

更生會會長李黃超鳳女士指出，以現今先進的科技，

加上不斷研發出來的新藥物，乳癌的存活率不斷提升，亦

澳洲乳癌網絡
華人乳癌資訊發佈會  

文：Ann Ng

有不少患者能與癌共存，我們的信念是希望沒有人需要單

獨面對癌症。而更生會20年來一直積極為癌症患者及家屬

提供情緒支援服務及提供中文資料。故此非常感謝澳洲乳

癌網絡出版這套十分全面的中文乳癌資訊小冊子及光碟,並

給予更生會在出版過程中有機會參與。特別是「希望和支

持資訊」的主題，相信能為乳癌患者帶來鼓勵及安慰。

編委會:  文朱妙華 (主編) 梁遠榮  

  關麗珍 梁喚民 吳玉英 區沛珊 柳冠勤

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見的癌症之一，手術後患者常出現失禁問題。

本期專欄謝醫生為你講解「前列腺癌手術後失禁問題及處理」。會友

心聲的主人翁雖然面對肺癌再次復發,仍然以積極的心態面對,並以希望

永遠在人間與癌友共勉之。註冊營養師何敏女士雖然身在海外,還繼續為

本期季刊執筆,講解植物性食物的功效。

由於今期會務報告繁多，故此暫停刊登「杏林話語」,請各位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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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告

2016-2017 Entertainment Book (娛樂飲食折扣優惠

天書)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節省資金，同時幫助更生會的

服務。因為每本書售出的收入其中$14會直接捐給本會。

Entertainment Book 是本地餐廳和活動指南，提供了

由遍佈澳洲及新西蘭的頂級餐廳活動和住宿最高達到50％

的折扣和買一送一優惠。是一個很好的方式節省金錢。

今年，悉尼區和周邊區域分書(包括悉尼市中心、東

區、內西區、南區、北區及北區海岸區域)將如往年會合併

成一本特大的娛樂飲食折扣優惠天書，每本只售$70 。悉尼

西區區域(包括 Parramatta，The Hills，Blue Mountains

及 Campbelltown 區域)的娛樂飲食折扣優惠天書，每本只

售$65。除書本版外，亦有為智能手機而設的數碼版發售，

價錢與書本版相同。

閣下如需訂購，請電郵與職員楊先生聯絡。訂購後可

選擇在本會市區或南區辦事處免費領取或郵寄至閣下提供

的地址(但需付上額外郵費$12)。亦可以透過本會專頁作網

上訂購: http://www.entbook.com.au/206d441

澳大利亞華人建築協會將於5月29日在悉尼市政廳主

辦一齣精彩絕倫的大型神話古典舞劇

慈善演出，所得收入將全部捐給更生

會。「唐花仙子」是根據澳藉華人作

家羅山先生52回長篇古典神話同名小

說，由悉尼華人舞蹈團創作改編為六

場大型神話古典舞劇。門票$80一張。

詳情或購票，請致電澳大利亞華人建

築協會代表 Bill Feng 0411 662 098 

或 Jing Yuan 0416 108 086。

2016年3月5日新州癌症協會在悉尼 King George Park

主辦了一年一度的籌款活動 -「為生命接力」。此活動是

為與癌症鬥爭獲得勝利的倖存者慶祝，並支持那些仍在鬥

爭的癌症患者、及緬懷那些已因癌病而逝去的生命。更生

會是首個華人癌症支援服務團體參加這項活動，每年都有

超過50位會友參與。

當天由前會長楊陳詠嫦女士為大會宣誓開幕，帶領本

會數十位癌病康復者和關顧者在草坪跑道上步行，每一步

都充滿活力和信念，為支持癌病患者在抗癌路上得到更多

的支援。

為「生命接力」始於1999年，現每年3月份在全澳各省

及領地舉行，參加者逾134,000人，並且籌得超過二千四

百萬澳元。每一分善款癌症協會都是用於癌症的研究、預

防及支持癌症病患者之用。

由今年3月1日起，所有會友借用圖書時必須遵守以下

新規則：

*	會友、關顧者或義工皆可免費使用位於本會市區總會或

南區辦事處的圖書館。

*	每位會友、關顧者或義工的借用數量不可超過四項，包

括圖書、光碟、錄影帶或錄音帶。每項借用期為一個月，

續借需通知當值義工或職員，可多借一個月。

*	有過期項目未還或有項目遺失須先付罰款，期間不可再

借。

罰款分兩類: 

1.	每過期兩星期罰款$5，從通知

日起兩個星期後開始計算；不

足兩星期作兩星期計。

2.	失去圖書、光碟、錄影帶或錄

音帶，每項$20。

本會的全新網站現已上線，繼續為會友及公眾提供最

新活動、講座視頻、季刊及資訊小冊子下載。新網站亦提

供以下一些新功能，包括：圖書館目錄搜尋器、網上轉介

本會服務表格及網上申請義工表格，也可以在網站提供你

的電郵地址，訂閱本會的最新資訊。另外，如欲支持本會

服務，亦可以使用本會網站提供的全新 PayPal 平台以信

用卡或 PayPal 方式作網上捐款。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站：www.canrevive.com

慶祝農曆新年，更生會癌症基金特意安排,於二月二

十八日與數十位熱心贊助者暢遊悉尼海港。會長李黃超鳯

女士暢談會務發展，基金主席廖建明先生闡述資金的運用

和籌款的需要。

這次遊河費用由一位多年來出錢出力的熱心人士(現

任信託基金董事)贊助，更生會深表謝意，並祝各位猴年

活力充沛，身心康泰。

澳大利亞華人建築協會為更生會籌

款義演大型神話古典舞劇–

「唐花仙子」

為生命接力 (Relay for Life)

會友借用圖書館資料

須知及手續

更生會全新網站現已啟動

Entertainment Book

現接受訂購  

更生會癌症基金與熱心贊助者暢遊悉

尼海港慶祝農曆新年



前列腺癌手術後
失禁問題及處理

•	撮錄：Ann Ng

講者：謝永明副教授（泌尿科專科醫生）

什麼是尿失禁？ 
膀胱或括約肌功能失調導致的非自覺尿失禁。膀胱是

收集尿液的器官，括約肌是位於前列腺同一水平線的一塊

環形肌肉，包在尿道周圍，作用是控制尿流。健康的括約

肌在人放鬆排尿前是收緊的。

失禁類型：
壓力型失禁 - 在進行抬重、運動、打噴嚏及咳嗽

   等、增加腹內壓的體力活動時失禁。

急迫型失禁 - 非常急切地需要排尿引起的漏尿。 

混合型失禁 - 以上類型混合引起的漏尿。

壓力型失禁多發生於前列腺癌手術後引起，即使是一

流外科醫生主刀也可能發生。大約5%至10%的機率會在手

術或放射治療後出現輕度漏尿。除了前列腺切除手術引致

失禁之外，其他盆腔手術或創傷，如直腸癌手術、脊椎疾

病及神經系統疾病(如大腦萎縮症)亦會可能導至失禁問

題。病人可向其主治泌尿科醫生尋求幫助。

前列腺手術後失禁率為2.5%至69%，全球有五千五百萬

名男士無法控制排尿。據統計2012年澳洲用在治療失禁

的費用高達4億澳元。

因失禁問題而引起負面情緒，病人會感到尷尬、不

適、孤立、憤怒和抑鬱。據北歐一份醫學問卷調查報

告，一百五十名男性稱失禁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以下的不

便：52%表示要多洗衣服，37%氣味難忍，17%為購買保護

型衣物而額外的花費，12%因尿酸皮膚受刺激，11%睡眠

受干擾，因而生活質素降低。

尿失禁的評估

1. 病史

 脊椎或神經疾病如中風、糖尿病、腦神經病  

(阿茲海默氏症)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前列腺腫大)

2. 體檢

 神經系統檢查

 尿液分析 

 排尿後餘尿檢查 - 針對輕度至中度的失禁問題

 膀胱功能測試

 膀胱鏡檢查 - 受檢者尿道是否狹窄

處理失禁控制的選擇

1. 尿巾/片：有超大及迷你，與其他紙類產品相比，尿

巾吸受性更好，對皮膚刺激更少。

2. 藥物：壓力型失禁 - 並無針對此類失禁的藥物。

         急迫型失禁 - 檢查時若發現是由於膀胱過於     

      活躍造成失禁，則有專門藥物，鬆弛膀胱肌肉 

   的緊迫。

3. 設備：如病人不想過早決定做手術，醫生會建議用滴  

      尿控制夾 (Dribble-Stop clamp)，其好處是：  

      溫和、容易使用、有效。缺點是：太大、緊

    繃，而感覺不舒服。

4. 行為矯正 - 減少液體攝入量，避免茶、咖啡因、酒

精，及增加腹腔內壓力的活動。

5. 骨盆底肌訓練 - 前列腺癌手術前至少提前四周開始練

習，因手術可能導致失禁。

6. 注射劑–注射膠原物 (Macroplastique)。只對少量滴

尿有效，成功率很低。

7. 前列腺癌治療後進行失禁手術。 

男性壓力失禁的手術治療方法
•	吊帶 (Male Sling) - 針對輕度至中度的失禁問題的

創新解決方案，侵入最小，立即見效，模擬自然排尿，設

備完全隱藏在體內。吊帶能夠使尿道保持其正確合適的位

置，從而達到括約肌最佳功能，保証對小便的控制，80%-

85%成功率改善生活質素或可完全治癒。

•	人工尿道括約肌 (Artificial Urinary Sphincter) 

- 前列腺切除手術後失禁的治療黃金準則，92%的病人失禁

手術後會放此設備，(該設備完全放置在體內，進行簡單有

效的控制)。

總結：
•	失禁是常見的問題

•	有些治療方法相對其他的方法更有效

•	手術方案已證明可以帶來長期的效果，改善生活質素

•	向你的泌尿科專科醫生查詢

需要更多關於失禁問題，請查詢病人手冊「重建膀胱

控制力」、「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或向以下機構查詢：

1. Continence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CFA) 澳洲預  
   防失禁基金會

   1800 33 00 66/(02) 8741 5699

   www.continencensw.org.au

2. Urolog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 New Zealand   
  (USANZ) 澳洲泌尿科協會

   www.usanz.org.au

   (02) 9362 8644

本期專欄



文：蔡小文   記錄：關麗珍

會友心聲

希望永遠在人間

2013年9月我發現患了肺癌，於是立刻做手術，切除

了一半肺部。留院三周後，醫生謂已無癌細胞留存體內。

但為了小心起見，我於是約見化療醫生。照片後，醫生謂

做化療會較妥當，到我差不多做化療完結時，他建議我加

做電療。2014年我全部做妥化、電療。之後，我每三個

月覆診一次，稍後改為每半年覆診一次。

2015年3月，我感到身體不適，於是見家庭醫生，驗

血報告指出肝指數不妥，照片後，見肝內有腫瘤。原來是

復發，癌細胞已轉移到肝。當時我很悶悶不樂，致電更生

會職員，閒聊了一小時，稍將內心鬱結，抒發出來，頓覺

心情略為平伏。

兩三天後，自己心想人生總有起有跌，自己沒有什麼

放不下，於是積極繼續生活。

復發後，接著做了化療，做了五個療程，腫瘤縮小

了。醫生謂病情已到了末期，一般病人在這情況下，生存

率少於十二個月，但我不經不覺已過了九個月，也沒有感

到有任何不適，十二個月在我來說是很有信心度過的。

我有四名兒女，他們已就業，且事業有成。我作為父

親，已完成自己的責任，我了無牽掛。

我每周有五天外出，清晨六時許起牀，之後乘舟車到

市中心或沙灘散步，稍後就買菜回家，準備晚飯。妻子下

班後就可立刻用膳。

我在更生會認識很多朋友，大家相約一起品茗、麻將

耍樂、晚膳，每逢有活動，我必定參加。我在更生會內的

人緣不差，很多人跟我也合得來，我每周五都到總會參加

歡樂組。會內的義工對我很好，例如Ann每知道我做化、

電療，翌日必致電問候我，使我心存感激。

有生必有死，何時死亡對我來說不是問題，把心中鬱

悶束之高閣，如平常一般過退休人士吃喝玩樂的悠閒生

活。病情若受控制，希望多活數年，若不能如願，就順其

自然，盡量過簡單樸素的生活。部份病者放不下年輕時高

薪厚職、有權有勢的生活，若終日緬懷過去，徒添欷歔嘆

息。

我喜歡跟朋友交往，彼此溝通，若我閉門在家，鬱鬱

寡歡，對自己的病情也無幫助。只要生活正常，心情暢

快，病情穩定，必可延年益壽。多作適當的戶外活動，例

如散步，但不宜作劇烈運動。另外長途旅行，舟車勞頓，

休息不足，會導致免疫能力下降。到一些空氣嚴重污染的

城市旅行，也是有害無益。

患病在身，已成事實。但願會友都獲命運之神的眷

顧，重燃生命之火。現今醫學日新月異，研發出新藥，延

長病患者的壽命，誰說不可能哩！但願會友都努力加油，

希望永遠在人間。

     

我眼中的抗癌勇士
小文，自兩年多前在更生會認識他，就感覺到他是一位充滿生命力的抗癌鬥士。每周三在支

持小組中，談到他的病情和治療，總是從容面對。化療、電療一切艱辛療程都無損他樂觀的性

格。現在雖然知道癌細胞已擴散到別的器官，他只是配合醫生的醫療方案去醫治。生活節奏依

舊，每天清晨當有些人還沒起床，他已經搭乘渡海輪往 Manly 海灘，迎著朝陽，呼吸著清新的

空氣。海邊步行是他每天的運動。每晚為家人烹煮美味晚餐是愛的表達方式。在沒有做化療的

日子，他天天為自己安排節目，和歡樂組一班好友開開心心的去享受生活，打麻將、唱K，實實

在在的活好每一天。他是要以快樂戰勝癌症，把生命限期倍數延伸。如今已經超過十二個月。

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希望」。小文、加油！

文:Ann Ng



預防癌症及復發(五)  

植物性食物的功效

市面上有不少有關癌症和飲食的書籍，都是提倡少肉多菜的模式。這本

書都是主張素食，沒有什麼突破性的發現。但作者能深入分析素食與防止癌

細胞生長的成效，使讀者對素食有更深的認識。

本書分成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份是分析肉食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及各種

蔬果帶來的防癌因素。許多人都知道多吃西蘭花，南瓜及菇菌有助抑制癌細

胞生長。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這本書會給你詳盡的解釋。

第二部份是作者設計的素食調理食譜，其中又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別，包

括預防癌症食譜、癌症病人食譜和癌症康復者食譜。圖文並茂，使人感覺到

素食不是想像中那樣單調和乏味。

對那些原則上不贊同素食的朋友們，這本書可能改變你對素食的看法。

文：梁遠榮

健康源素
（作者：惠心言  圖書編號: BMCF34) 

營養篇

好書介紹

文：何敏女士（註冊營養師）

當提到癌症，大部分人想到的會是戒口和「無啖好

食」，今期我們來找出一些可以多吃以預防癌症及復發的

食物，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同時享受健康和美食。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建議我們日常的膳食應以植物性

的食物為主，多吃不同種類的蔬果、全穀物、果仁和豆

類食品，每餐所進食的食物應該有三份之二是植物性的食

物，例如米飯、粉麵、麵包、瓜類和豆類等，並應儘量選

擇全麥全穀的種類，例如紅米、糙米、燕麥、全麥意粉、

多穀麵包等，因為這些食物所含的營養，包括纖維素、維

他命、礦物質和蛋白質等，均比精製食品為高。研究證據

指出蔬果可以預防一系列的癌症，包括口腔癌、咽喉癌、

食道癌、胃癌、肺癌、胰臟癌和前列腺癌等，此外含豐富

纖維的食物可以促進腸道蠕動，減低食物在腸胃停留的

時間，因而減低患大腸癌的風險。蔬果可以預防癌症的

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含豐富維他命、礦物質和抗氧化物

(antioxidants)，可以有助提升身體免疫力。

此外，近代營養研究結果顯示植物性食品能提供傳統

營養素以外的植物性化合物(phytochemicals)，這些物質

有抗氧化和與身體酵素互動的功能，能保護人類細胞，免

受致癌物質的破壞，甚至可以抑制癌細胞的增長。所以我

們日常膳食應以植物性的食物為主，並且最少進食5份蔬

果。除了多吃蔬果外，攝取不同種類和顏色的蔬果也是很

重要的，你可知道食物的不同顏色反映它們含有不同的植

物性化合物？例如紅色和橙色的食物能提供豐富的茄紅素

(Lycopene)，紫藍色食物是花青素(anthocyanins)的主要

來源，綠色和黃色食物可提供葉黃素(Lutein)。

我們每天最少要進食5份蔬果

1份蔬菜   = 1碟沙律菜或

          = 半碗煮熟的瓜菜

1份水果   = 1個中型水果，如加拿蘋果、奇異果，或

          = 半個大型水果，如香蕉、西柚，或

          = 半碗提子、車厘子，或

          = 1杯鮮榨橙汁，或

          = 半盒無糖乾果，如提子乾

食物中的抗氧化劑和植物性化合物有防癌和抗癌的效

果，引發市面出現各式各樣的營養補充劑，聲稱有神奇的

果效，但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的「預防癌症飲食及健康建

議」報告中明確指出，沒有證據顯示營養補充劑有預防癌

症的效果，相反有可確信的證據顯示某些高劑量的營養補

充劑有致癌的風險和其它副作用，所以在使用營養補充劑

前，最好先諮詢醫生、營養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以

免影響病情和浪費金錢。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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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6月30日，每月第四個星期

四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普通話陽光小組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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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 剛面對癌患家人離世之關顧者或家

屬；或有共同經歷的人士

6月20日、8月15日(逢雙月第三個星期一)，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不同癌症類別支持小組交流會

日期：6月6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心靈雞湯

內容：如何建立正能量面對肺癌

日期：8月1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肺癌病人血糖控制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支持小組

特別活動:

教你打扮漂亮、心情舒暢！

此活動是化妝品業一年一度為

更生會提供的一項義務服務。

對象是正在接受治療或完成治療後12個月內的女

性癌症患者。

日期：7月25日 (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內容：教你如何護膚、化妝、戴頭巾及應用假髮

名額：只限12人

費用：全免

報名：必須預先報名

      (參加者可獲贈美容護膚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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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13日、20日、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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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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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妝添信心工作坊

7月份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

（市區總會）



社區快訊

澳洲乳癌網絡 Breast Cancer Network Australia (BCNA) 現計劃為罹患繼發性乳癌的女性

和其家人制訂一些以中文翻譯的訊息資源。為了確保能為乳癌患者及其家人提供貼切的訊息和

在文化上適當的訊息，因此BCNA將為女性患者和其家屬或關顧者舉辦專題討論小組。

更生會現正與 BCNA 合作招募專題討論小組參加者。參加者必須是繼發性乳癌(亦即原發乳

癌已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患者或家屬。詳情如下：

日期：5月 2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Level 4, 741 George Street, Sydney)

澳洲乳癌網絡與更生會誠意邀請你參加，希望透過了解您的經驗，為未來因繼發性乳癌受

影響的患者或家屬提供協助。為答謝參與者的出席，屆時將會為參與者提供茶點、輕便午餐、

禮品以及交通津貼。

如欲知道更多詳情，請與本會職員聯絡。

澳洲乳癌網絡為華裔女性
制訂繼發性乳癌訊息資源

(一)「防治肝病保健康」-資訊日

日期：7月23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Cabravale Diggers Club,1 Bartley Street,Canley  

      Vale(位於 Canley Vale 及 Cabramatta 火車站中間)

內容：認識肝臟健康、了解肝病與肝癌的關係、設有專家講 

      座、資訊攤位、健康飮食及運動示範等。 

費用：全免(請預先報名，名額限120個) 

詳情請留意宣傳簡章 

(二) 癌症病人及關顧者互勉小組 

日期：4月14日至6月30日 (逢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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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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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西南區活動

總會活動

簡化太極拳 
太極是我國的國萃，歷史悠久；修練太極可強身健體，延年益壽。對癌症

患者來說，太極會是一種調息身心，提高免疫力及身體機能的養生運動。

日期：7月5日至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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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由站樁、走馬基本功開始，進入八式太極拳

名額：15人

導師：伍漢偉先生(新州精武體育會) 

語言：廣東話 

費用：$10(共十堂)

興趣小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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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6年6月16日 (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講員：夏弘醫生(聖佐治醫院癌症中心腫瘤科醫生)   

語言：普通話(廣東話現場翻譯)

費用：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地點：好士圍柏道八號地下        

南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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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講座:「了解及預防乳癌」

南區互勉及毅恆小組(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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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 以下

Bik Ling Lee
Cheng Suk-Wai
Henry Tai Chi So
Hong Ta
Long Li
Min Xia Zhang
Sengkoo Mani Chanh
Veng Cheang Chhan
Yan-Wor Fong
Yuna Yang
林慧吟

捐款 $100 - $499

Anonymous
Connie Chen
David Ngo
Eric Lai & Eva Lai
Him Wo Ng
Hui Zhen Liang
Jensyn Luc
Kam Ping Ho
Ken Chung
Nancy Wing Kwan Ho
Pik Yan Peggy Hau

捐款 $500 - $999

Bao Qiu Li
Doris Lai-Ngor Ng
Dr Raymond K K Lau
Ricky Char
Wai Kee Wong

日期：2016年8月17日至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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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導師：黄慶銘先生

費用：每位十元

名額：12人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練功十八法」

捐款 $1,000 - $4,999

Amy & Henry Chan
Gocema Pty Ltd
Mrs Yvonne Li

捐款 $100 - $499

Ping K Ling
Qiong Wu
Robert Lee
Tsui-Fen Chi
Vang Hung Chau
Vincent Chong
Wai Ka Wong
Wai Man Wong
Yee Wah Lam
杜迪

 
捐款 $5,000 to $9,999

Anonymous
SK & YY Cheung Family 
Foundation Pty Ltd

捐款 $30,000 以上

The Estate of the Late 
Ada Yuk Han Wong

捐款 $10,000 to $29,999

ACMA Charitable Trust
Lo Wai Kong
Mr Justin Lam &  
Mrs Irene Lam
Sophia S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