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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會長李黃超鳳女士(右二)致送紀念品予金唐集團執行董
事黃錦華先生(左一)、黃甘燕玲女士(左二)及執行董事甘志鰲
先生(右一)。

金唐集團執行董事黃錦華先生及黃甘燕玲女士，

於八月份席設金唐海鮮酒家，歡宴更生會義工，這已

經是該集團連續第三年舉行午宴，感謝本會義工們過

去一年為華人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服務的無私奉獻。

午宴筵開八席，嘉賓包括金唐集團執行董事甘

志鰲先生、2CR澳洲中文廣播電台台長陳雄先生及夫

人、2ac澳洲華人電台台長譚茜文女士及節目總監蕭

樹偉先生、更生會癌症基金主席廖建明先生及其他董

事局成員，濟濟一堂，好不熱鬧。

本會會長李黃超鳳女士致辭，感謝黃氏夫婦在過

去21年來對更生會的無間支持。黃錦華先生則稱欣

賞義工們努力付出，鼓勵義工再接再勵。當日菜式豐

富，義工們特意唱了兩首歌，答謝金唐集團對更生會

的厚愛。

金唐集團免費宴請本會義工

因市區總會將於12月中開始進行裝修關係，由

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至2017年2月初，圖書館將暫

停開放。期間，所有借閱服務暫停，不便之處，敬請

原諒。如需借閱書籍，請前往南區辦事處圖書館。

更生會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將於2016年12月 

2 4日 (星期六)至 2 0 1 7年 1月 2日 (星期一)暫停 

開放，2017年1月3日(星期二)恢復辦公。

市區總會圖書館暫停開放通知

聖誕及新年期間中心暫停開放

市區總會將於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至2017年 

1月中進行大型裝修工程，而大廈的升降機，亦將在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開始，進行為期三星期的大型維

修工程，屆時升降機將暫停開放。期間，除聖誕及新年

假期外，本會將繼續如常辦公，謹此呼籲會友盡量避免

在此期間探訪總會。如有任何要事，可以致電查詢。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本會希望在2017年2月初以全新

面貌為大家繼續服務。

市區總會裝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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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臟是人體一個重要的器官，因為飲食習慣，亞洲人患脂肪肝

及肝炎的風險較高。本期專欄特別介紹常見的肝病，杏林話語亦有中

醫教你護肝之道。癌症患者一般都不敢吃甜食，營養篇為你講解糖與癌

症的關係。

由於十月份是關顧者週，除了報導慶祝活動花絮外，亦邀請一位關顧者會

友分享她的心路歷程。最後請大家留意及緊記本會的裝修日期，特別是維修

電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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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Ann

會務報告

關顧者週花絮—你是我的幸運星

中醫護肝之道 講者：黃崗平中醫師 

撮錄：Ann Ng

    文：Ann

杏林話語

一)中醫對肝臟的理解

肝為五臟之一，主要生理功能是：

1.疏泄：是調節身體的氣機，氣機調暢，人的氣血才 

     能調和而致心情舒暢。疏泄包括：
•	情志方面：如果肝功能失調，便會影響情緒方面  

       的變化，反之，若情緒不好，亦會導致肝功能失 
       調，氣機不舒暢。

•	消化方面：脾胃消化亦需要肝臟的疏泄功能來配 

       合。如果肝功能失調，可以看到相應在脾胃及消 

       化方面的症狀出現，例如肚脹、瀉泄、胃氣等症 

       狀。所以疏泄功能很重要，不但對肝臟，亦對身 

       體其他器官有很大的影響。

2.藏血：肝臟有儲藏和調節血液的功能。如果肝功能 

     失調，氣機不舒暢，日積月累，會導致瘀血和形成 

     腫瘤的機會。          

二)中醫對肝臟腫瘤的理解

   陽氣虛，正氣不足，內外邪氣蘊結肝臟所產生的一種 

   病理產物。由於陰陽氣血經絡產生不平衡，致痰濁瘀 

   血，氣血不通，蘊結於肝臟。

三)中醫護肝的方法
•	情志：怒傷肝，情緒對肝臟功能影響極大。大怒之後 

   導致肝氣上逆，肝火上炎，使得人體出現上火，面 
   紅、大熱、出血等現象。要護肝和養肝， 一定要保 
   持心態平和，這樣才能保證身體狀態穩定，有利於肝 
   臟的的保健。
•	飲食：忌酒及油膩食物，飲食宜清淡和均衡。

為響應全國性「關顧者週」，本會於十月十八至二十

日分別在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舉辦健康小食比賽及慶

祝聚餐活動，以表達對關顧者之愛心付出的一點謝意！

今年的主題是：「你是我的幸運星」。由患者在一張精

美的卡片上寫出心中的話，表達其內心對關顧者的感激。

有太太向丈夫和女兒、女兒向父母、姐姐對妹妹的說話，

詞意懇切、觸動心弦，大家在淚水和笑聲中擁抱著親人。

有會友提到在患病時心情抑鬱，自認識更生會後，得到本

會的職員、義工陪伴和開解，在抗癌路上不致孤單無援，

惶惶不安，情緒變得豁然開朗，堅強面對，渡過困境。

慶祝活動進行健康小食大比拼。比賽獎項包括：1.最佳

菜式命名；2.最佳菜式擺設；3.最美味菜式；4.最具營養

健康菜式。活動當日會友們都大展厨藝，在深具創意的設

計中表達了對關顧者的謝意。有人早上五點起床焗南瓜，

精心泡制名為「天山奇花」的菜式；又有夫妻攜手合作而

命名為「相伴同行獻愛心」的菜式；也有對親人祝願的

「黎明的曙光」菜式。全部色香味俱佳，讓評判團難以決

•	休息：中醫認為肝膽的經絡運行，在晚間十一點至兩 
   點之間，故此睡眠最好在十一點前，避免過度疲勞。
•	藥物：任何東西都要經過肝臟來處理，特別是長期 

   服食藥物，對肝臟有一定的損傷和影響。

四)中醫護理：
•	靈芝：普遍用作肝臟治療，除了增強機體抗病理， 

   也有安神作用。

•	黃芪：可提高免疫功能，對慢性肝炎癒後的恢復 
   有大功用。但黃芪性熱，若體質濕熱則不適宜用份 
   量多，因容易上火。

•	當歸：補血活血，在肝臟治療方面經常用得著。

•	田七：亦名三七、參三七，主要益氣活血，消脂通 
   絡，對脂肪肝和糖尿病亦有幫助，有些人會用田七 
   粉作日常保健之用。

•	杞子：補肝腎，明目。

•	玫瑰花：舒肝解鬱，日常可泡茶飲用。

•	綿茵陳、田基黃、雞骨草：清熱祛濕排毒，但這 
  類藥比較寒涼，如是肝功能異常，肝炎、肝硬化 
  初發病，身體仍比較好時可以用，有抗肝炎病毒的 
  功效。

如是慢性肝炎、後期肝硬化、肝腫瘤用到此類藥時，則要

配合其他中藥，必須要諮詢中醫師的意見，因為治療是要根

據個人的體質、症狀來用藥，故此不可自己用作治療。

杞子南棗雞蛋湯：可作日常調理身體氣血，有健脾胃

養肝腎的功能，可用在治療慢性肝炎癒後保健性質的湯

水。杞子15-30克、南棗6-8個、雞蛋兩隻，三碗水同煮三

十分鐘可供飲用(2-3人份量)。

定優勝者屬誰。而「最具營養健康菜式」則將交由營養師

稍後作出評選。



常 見 肝 病 淺 談

講者：黎淑儀醫生

撮錄：梁遠榮

目前，全球約有20億人已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大概四

億人會發展為慢性肝炎，其中有四份一會因肝硬化而引致

死亡。澳洲約有21萬人有慢性肝炎，多數是亞太區移民。

新州有最多乙型肝炎患者，其中三份一出生於中國。

乙型肝炎是可以預防傳染的，也可以醫治，首先要做

血液測試和計算下列指數:

•	 乙肝核心抗體(HB Core Antibody)

•	 乙肝表面抗原(HB Surface Antigen)

•	 乙肝表面抗體(HB Surface Antibody)

•	 乙肝病毒量(HBV DNA viral load)

• 

當有外來物質侵入身體時，身體會產生抗體。核心抗

體或不能消滅病毒，但會令身體有曾經接觸病毒的經驗。

如測試證實有抗體，就要看是否有表面抗原，如果沒有，

則雖曾接觸病毒，亦不會有慢性肝炎。如測試呈陽性，則

表示已有慢性肝炎。表面抗體可以保䕶對抗病毒，打疫苗

便是把表面抗體注入體内，如已有慢性肝炎，下一步要參

考乙肝病毒量，指數愈高，肝硬化機會愈大。

如確診為乙型肝炎，患者要做定期監測，以管理和治

療病情。干擾素(Interferon)是傳統的治療法，目的是

對抗病毒在體內複製，但不能徹底消除病毒，而且因為太

多副作用，現已很少用。口服藥有多種，服用口服藥可控

制病情，若停止服用，會有復發的風險。

丙型肝炎
目前全世界約有一億三千萬人感染到丙型肝炎

(Hepatitis C)，每年約有70萬人因這病毒死亡。澳洲的

丙型肝炎多是因共用針筒而傳染。

診斷丙型肝炎，是用血液測試下列指數而定:

•	 丙肝抗體(HCV Antibody)

•	 丙肝病毒量(HCV RNA viral load)

•	 丙肝病毒的基因型(HCV Genotype)

• 

丙型肝炎的治療，不同基因型要用不同藥物。以前

的療程需時6至12個月。現在，有直接用作抗病毒藥物

(DAAs)的新方法，可用作預防和治療，療程只需要12星

期，95%會痊癒，亦不會復發。

肝炎是一種最普遍的肝病，但由於肝炎初期沒有明顯

徴狀，許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上病毒。肝炎是引致肝癌

的主要原因，故此，必須對這種病毒有更深切認識。

肝炎的起因
•	 脂肪

•	 病毒

•	 酒精

•	 其他

• 

• 以下只探討脂肪和病毒這兩個因素。

脂肪引起肝炎
胰島素操縱人體內糖份和脂肪的分佈，如胰島素不均

衡，脂肪便會去不應去的地方，這可能會産生脂肪肝、肝

硬化、而最終引致肝癌。因為飲食習慣，亞洲人患脂肪肝

的風險較高，肥胖的體型，尤其是「大肚腩」，更是脂肪

肝的高危族。

要避免脂肪肝，主要是控制飲食，多做運動，減低

腰圍。

甲型肝炎
這種病毒有急性和慢性兩種。急性病毒屬甲型

(Hepatitis A)，許多人感染到甲型病毒，自己卻不知道。

因為病毒可能潛伏體内長達五十年，而且甲型病毒不一定

會引致肝炎。甲型病毒是不潔食物引起，要確定是否已引

致肝硬化，從前是用針筒取出肝組織化驗，現在用超聲波

便可準確驗出肝硬化程度。

肝硬化會減低肝的功能，令皮膚變黃及引致腹水，如肝

解化毒素不力，毒素會去到腦部，引致神智不清。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Hepatitis B)可以分急性或是慢性。這種病

毒發病率最高是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地區。乙型肝炎初期

沒有特別徵狀，但到晚期時便會有疲倦、腹痛和關節痛。

乙型肝炎是通過血液或體液混合而傳染，因此如母親

懷孕時是患者，嬰兒有95%會感染；成年人感染多是通過

性行為。

本期專欄



會友心聲

文：彭太

惟有從容，惟有不迫，

走我的關顧路

對於「更生會」的名字，我一㸃也不陌生,但從

未想過自己會登門造訪，去認識多一點這「公益慈善

機構」。直至2015年年底，當我丈夫Felix被診斷患

有不尋常，並且稀有的「多發性骨髓癌」再加上「澱

粉病變」後，我才想起要去「更生會」了解一下它為

癌症病友提供的服務。入會後我參加了一些面對癌症

資訊講座，並且又加入了關顧者小組聚會，互相討論

問題，分享意見和感受，使我獲益良多。

想起當天醫生講述丈夫的病情時，我可以說是相

當鎮靜的，心裏在想：世事千變萬化，誰能掌管自己

的命運！未來的日子，要照顧一個這麼病重的人，我

想這是上蒼給我的使命，我必定要把這份照顧丈夫的

工作，用一個喜樂的心，去做到最好！心底裏我知道

自己的軟弱和不足，於是默默的祈求從上而來的力

量，幫助我面對一切。

雖然丈夫是個脾氣温和，意志力頗堅强的人，但

在接受化療期間，由於藥物方面帶來的副作用，身體

漸漸變得非常消瘦和衰弱、腹瀉、失眠、無胃口、水

腫等反應接踵而來，令他難免有些情緒波動。我可以

理解這些反應實在是令他極不舒服和無奈。為使他的

心情可以愉快一點，間中我會溫和地對他説：「今天

天邊的彩霞很美，您有留意和欣賞到嗎？」又或者有

時又會問：「今天又是藍天白雲啊！您有聽到花園外

面鳥兒的清脆聲嗎？」。我的內心總是希望他能體會

到生命美好的一面，而不想他專注於自己的病情。

在接受治療過程中，我倆有如下的更新體會：

1) 感覺非常幸運能夠生活在一個醫療制度良好 

 的國家。

2) 期間，丈夫有機會參與了教學醫院方面的教 

 學課程，讓醫科學生和醫生們有臨牀體驗的 

 機會，好讓丈夫能在此出一點力。

3) 擴濶了我們的目光。當我們回顧四周時，便 

 不難發現遇到困難和被疾病痛楚煎熬的人實 

 在不勝其數。

4) 醫生和護理人員的悉心照料 、更生會職員及 

 其會友的關懷和支持 、家人及親朋戚友的愛 

 護 、及從未間斷的代禱，從各方面送來的濃 

 情厚意，使我們銘記心中。這一切美好的祝 

 福和恩典正陪伴著我們，成為一股奇妙的力 

 量，帶領我們繼續無懼地向前邁進。

現今醫學知識及療法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實在

令人感到振奮。我們期盼能為癌症病患者帶來更大的

希望和幫助。

基於丈夫的年齡和心臟問題，醫生認為不可能接

受骨髓移植。又目前醫學認為此病永遠不能根治，因

其癌細胞會不斷從身體內產生出來，只能靠化療及藥

物來控制。在照顧路上，可以說是仼重而道遠。聖經

說：「在患難中要喜樂」。我願以「在黑夜裏找星

星，雨後要找彩虹」這從容不逼的態度來面對未來漫

長的關顧歲月。

願共勉之！



不吃糖就能餓死 

癌細胞嗎？

有一種癌症飲食認為糖份有利癌細胞生長，不吃

糖等於斷絶癌細胞的重要能源補給，從而可以將癌

細胞「餓死」。在理論上要餓死癌細胞絶對可行，

但在執行上卻並不是不吃糖這麼簡單。

糖份是人體重要的能量來源
在所有養份當中，從糖份提取能量其實是最方便

快捷的，腦部和紅血球更是只能靠葡萄糖提供能量

來維持運作，所以人體必須維持一定的血糖水平。

血糖是透過胰島素調節，肝臟在血糖高時會吸收儲

存糖份，血糖低時則會釋出糖份。你可以不吃糖，

但身體仍會以其他原材料製造糖份供各器官使用，

長期欠缺糖份反會加重肝臟負擔，有機會引起肝臟

和腎臟病變。

糖與癌症的關係
糖份攝取的確與癌症有密切關係，但問題主要是

來自添加糖份，像是碳酸飲料、零食和蛋糕等食物

飲品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份。添加糖份含高卡路里

容易致肥，而肥胖一向是大腸癌、乳癌、子宫癌等

癌症的重大風險。另一方面高糖份也會刺激類胰島

素生成因子 (IGF-1) 分泌，IGF-1 很多時候會被癌

營養篇

細胞利用來協助使用糖份，導致增生和擴散，所以

應盡量避免含添加糖份的食物和飲品。

至於日常飲食中的天然糖份，像是水果和碳水化

合物是沒有以上問題的。低升糖指數的食物如全穀

類食物更含豐富維他命和抗氧化物，能好好提供養

份協助身體抗癌。糖類確實是癌細胞的重要食物來

源，但這對身體其他正常細胞也是一樣。再者癌細

胞的適應力極其強大，它們絶不會偏食，沒有糖份

癌細胞也會用其他方法來尋找替代品，它們會改造

自己的新陳代謝機制來攫取其他養份維生。歸根究

底糖份只是能量來源的一種，不應被視為毒藥又或

是癌細胞的專屬養份。

到底如何才能餓死癌細胞？
切斷補給線來餓死癌細胞在戰略上沒有錯，但在

戰術執行上這並不是單單從飲食中剔除一部份所能

夠逹成的。要有效斷絶，就必需要以藥物專門去針

對癌細胞的能量供給機制，這也是目前抗癌藥物研

究的重點之一，目前已有幾種打擊葡萄糖或脂肪酸

攝取的藥物處於臨床研究階段。抗癌飲食應是以能

持久且有效補充身體消耗為主，長期避開某一種身

體必須養份並非良策。

好書介紹 《心境，決定你的處境》
BWPE 06 作者：何權峰

《心境，決定你的處境》，作者何權峰是醫生兼

作家，同時也在大學授課，專長是腦神經科學。1995

年他開始寫作，早期撰寫醫學專欄。隨後因接觸了 

「心理神經免疫學」，觸發他對「心靈層面」的探

究。於是何醫師改變了方向，他開始寫一些心靈成長

和勵志類作品。

本書分為五章，第一章：情緒的五個基本特性。

第二章：情緒管理三步驟。第三章：三個問題，翻轉

情緒。第四章：你必須知道的事。第五章：這時候該

怎樣做？

作者的筆觸細膩，平易中顯哲理，妙趣中見智

慧。對情緒問題有很深的洞悉，不單只是「診斷問

題」，除了提出具體有效的方法，幫助所有人脫離負

面情緒的惡性循環，同時還提供視野將心靈提升至更

高的層次。「如此，讀者所獲得的，就不單只是書本

上的知識，而是全新的人生。」

何醫師如是說。

在醫院探訪中看到病人歷經

身心煎熬，我觀察發現，當病

人只有肉體的痛楚時，都沒有問

題，因為醫生可以幫助減輕痛

楚，設定治療方案。但心境必須

靠自己，親愛的朋友，在最困難

的時候，你能不能堅持下去，相

信希望？

讓你覺得世界是光明或黑暗

的，都是心境--當你的心隨情緒

起舞時，它就創造了你的處境。



不同癌症類別支持小組交流會

日期： 12月 5日 (星期一)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 「專家一日談-肺癌治療新趨勢」精彩 

 花絮分享, 回顧與計劃2017年活動安排 

地點： 市區總會

費用： 全免

語言： 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 肺癌患者/照顧者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市區總會

名額：只限十五位(必須預先報名)

費用：全免

語言：廣東話

參加資格：確診不超過五年的乳癌患者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彩虹再艷』乳癌患者互助小組（廣東話）

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總會活動

日期	 主題

7/11/2016

(星期一)

乳癌的治療及副作用的處理

14/11/2016

(星期一)

情緒與失眠

21/11/2016

(星期一)

營養飲食與養生

28/11/2016

(星期一)

淋巴水腫的預防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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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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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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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開始至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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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開始至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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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開始至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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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至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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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為你在癌症康復路上提供的「健康生活方式」保健

課程，包括飲食習慣，營養及運動調息，由專業物理治療

師及註冊營養師講解，並讓你學到健康飲食及體重管理、

營養食品及營養標籤解讀、健康餐單選擇、運動與抗癌

作用、健體鍛練及阻力訓練、家中健走計劃、生活質素的 

提升、戰勝癒後的困倦。

日期︰  2016年11月15日 – 12月6日(逢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對象︰  已完成治療兩年內的癌患者及其關顧者

導師︰  Victoria Lee(註冊營師)、 

        Roy Derrick(註冊物理治療師)

名額︰  20 名(必須預先報名)

語言︰  普通話

費用︰  $5(共四堂)

地點︰  更生會市區辦事處

康復保健課程

輔助治療活動:



總會活動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特別活動 
「舒心漫步在Manly」
走出憂谷支持小組是為一群面對癌病家人離世之關顧者/ 

家人而設。透過小組活動讓他們釋懷並重新得力，積極 

面對人生，哀傷不再。

日期： 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9時30分 - 下午2時30分

對象： 癌患家人巳離世之關顧者或家屬(歡迎新舊組員出席)

內容： 沙灘漫步、早茶、遊戲、分享、午餐

集合地點：Circular Quay 3號碼頭

備註：自費船票，自備午餐及必須預先報名 

公開講座 
專家一日談- 肺癌治療新趨勢
日期：11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地點：救世軍大樓4樓(The Salvation Army, Level 4,  

 140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內容: 肺癌成因與診斷；手術、放化療、標靶治療 

      與免疫療法介紹；正念修煉 - 心理療法介紹 

      及資訊攤摊位。

重量級嘉賓講員：皇家阿爾拔王子醫院癌症治療中心

（Chris O’Brien Lifehouse RPA）Professor Michael 

Boyer、Professor Tristan Yan、Dr. Steven Kao、Dr. 

Edmund Lau 及陳鄭鳳儀心理治療師。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告，參加全天活動者有輕便午餐招待，

費用全免。活動詳情請參考單張

「預防婦科癌---由檢測開始」 

日期：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12時 

地點：Hornsby Leisure & Learning Centre,   

      25 Edgeworth David Av.,

      Hornsby NSW 2077 

嘉賓講員： Dr Joyce Wu(婦科專科醫生)

語言：普通話(提供廣東話翻譯) 

費用：全免(附設茶點)

此活動由更生會與社區移民資源中心CMRC合辦，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新癌症病人/關顧者 
        互勉小組 (廣東話)
日期： 2016年10月7日至12月2日

時間： 逢星期五上午9時30分至上午11時30分

地點： 1. 皇家北岸社區健康中心 

          G/F(會議室): 18/11, 25/11

  2. 車士活 Dougherty 

          社區中心: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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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此活動由威樂比市政廳贊助

特別活動:

「姿采再展」乳癌治療後健體課程

日期： 2017年2月16日至4月6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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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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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聯歡會
日期：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地點：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4樓

內容：歌舞表演，遊戲，抽獎及午餐

費用：每位20元正

售票日期：2016年10月28日至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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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活動

公 開 講 座



南區辦事處活動  

金雞賀歲喜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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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遊戲  
 

 
 
 

幸運抽獎  
 
 
 
 

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四‧ 正月十三 )  

時間：上午  時至下午  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地點：南海漁港 (鄰近  火車站)  
( 
 
 
費用：每位  元正  
查詢/購票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二)  

南區辦事處活動  

金雞賀歲喜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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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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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遊戲  
 

 
 
 

幸運抽獎  
 
 
 
 

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四‧ 正月十三 )  

時間：上午  時至下午  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地點：南海漁港 (鄰近  火車站)  
( 
 
 
費用：每位  元正  
查詢/購票日期：  年 月 日 (星期二)  

金 雞 賀 歲 喜 迎 春 
農 曆 新 年 聯 歡 會 2 0 1 7

日期：2017年2月9日(星期四正月十三 )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2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地點：南海漁港 (鄰近Hurstville 火車站)

     (Level 3, 2 Crofts Ave, Club Central     

     Hurstville,Biddegal Function Room)

費用：每位20元正 

查詢/購票日期：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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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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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9月30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 - $499

Anonymous

Anonymous

Bo Wan Chui

David Ngo

Elaine Gock-Young

Fanny Xia Fen Lu

K & S Suen

Ms Nancy Wing Kwan Ho

Patricia Waters

Simon So

Steven Leung

Vincent  Chong

享利&光耀

捐款 $500 - $999

Anonymous

Dr Raymond KK Lau

Michael & Alice Szeto

Ricky Char

In Memory of Margaret Lui (捐款總共 $5581)

Agatha Li

Anna Wu

Anthony, Miranda & Silina Tam

Clifford, Amy & Joanne Sun

Dianna Levy

Dr Alexius Loo

Dr Bashir Crane

Dr Joseph & Mrs Helen Hoh

Dr Phoebe Joy Ho

Dr Virochna Kijvanit

Eric & Bonnie Yeung

Eric Kwong

Ernest & Evelyn Yeung

Eva Ng

Hin Kwok Wu

Joyce Leong

Kai Kwong Li & Betty Li

Karen Lim

Keith & Vivienne Fung

Lai Ha Kong

Margaret Lethbridge

Margaret Yeung

Mr Justin & Mrs Pat Tan

Mrs Alice Lam

Mrs Norma Leong

Patrick & Gladys Tong

Paul Wong

Peter Chia

Stan Y C Cheung

Susan Mizrahi

Timothy Loy

Violet Duong

捐款 $1,000 - $4,999

Adam Tong

Anonymous

Anonymous

Fairfield City Council

M F Lai

捐款 $100 以下

Derrick Giang

Henry Tai Chi So

Mr Du Cau Trieu

Mr Han Ling Ho

Mr Niankan Kang

Ting Lin

Xian Hong Hu

Yuna Yan

捐款 $10,000 to $29,999

A Lam

Mr Kwing Shun Li

本會一直有賴義工們慷慨的付出，協助維持服務的運作。為繼續提供支援服務 

予癌症病人及其關顧者，我們現需替各服務組群招募更多的義工。

主要服務組群包括：支持小組，電話支援服務，家庭、醫院探訪及市區/南區 

辦事處當值服務。

本會將會提供義工訓練課程予合資格的參加者。

詳情請與本會聯絡，電話：9212 7789。

參加資格如下：

1.年齡介乎18歲至70歲

2.能操流利廣東話或普通話，及略懂英語。

3.願意平均每週服務四至五小時

4.必須有愛心為癌症病人、關顧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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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