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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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屆執委：(左至右) 楊迺賢、華陳真妮、梁凱琦、陳潤森、陳秋華、
朱婉雲、李黃超鳳

本會週年大會已於去年12月5日舉行，會長李黃超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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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1次服

務，284位新病人及132位關顧者登記成為會友。2016年本會

義工在悉尼六大醫院提供了268次探訪，為1,568位病人及關

顧者給予資訊及情緒的支持服務，並為242位有需要的人士

作電話支持服務，25次家訪，去年共招募了18位義工。

目前本會的服務已拓展到悉尼西南區及北區，並與該區

的醫院及社區合辦各類醫療資訊講座、開設癌症病人及關

顧者的互勉支持小組。4月份與威樂比市政廳、新州癌症協

會、澳華醫學會及北區健康聯網合辦「腸癌資訊日」，7月

在西南區舉辦「防治肝病保健康」資訊日，11月在市區中

心與皇家阿爾拔王子醫院癌症治療中心合辦了「專家一日

談–肺癌治療新趨勢」資訊日，目的是為提高華人社區對

癌症的警覺性，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目的。

去年與澳洲乳癌網絡會(BCNA)合作，共同發佈了一套

四本的中文書籍和光碟(普通話和粵語)。在本會繼續協

助下，拍攝了一個名為「繼發性乳癌支持資訊服務」及

乳癌倖存者受訪的錄影片，為乳癌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更

多訊息，增加抗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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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並選出2016 - 2017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如下：

會長：楊迺賢先生(Mr.Eric Yeung) 

副會長：華陳真妮女士(Mrs.Jenny Wallis)、
  梁凱琦女士(Ms.Laksmi Leung) 

秘書：陳潤森先生(Mr.Raymond Chan)

司庫：陳秋華先生(Mr.Eric Chan)

委員：李黃超鳳女士(Mrs.Ella Lee)、 
      朱婉雲女士(Ms.Vonne Chu)

替補委員：關陳燕美女士(Mrs.May Kwan) 

    鄧鄭雪儀女士(Mrs.Margaret Tang)

前副會長關麗莎女士及前委員傅子英女士退任呈辭， 

執行委員會對其任內作出的貢獻深表謝意。

2016週年大會
文：Ann 

2016聖誕聯歡花絮

本會2016的聖誕聯歡會已於12月16日在富麗宮大酒樓舉

行，當日約有150位會友、執委、更生會癌症基金會委員、 

嘉賓參與。首先由新任會長楊迺賢先生致歡迎辭，並說本會

服務已拓展到悉尼各地區，會務日益繁重，但他將會與各執

委、職員和義工努力繼續為癌症患者及家屬提供支援。      

前副會長關麗莎女士將退出執委會，義工代表送上花

朿，感謝她多年的帶領和關懷。歡樂組會友們合唱一曲「前

程錦繡」，表達了大家的心聲，互助互勵又互勉，正是更生

會三位創會人的理念。

悠揚悅耳的獨唱、普通話會友表演「花好月圓」團體

舞，舞姿、服裝皆悅目、勁道十足的太極扇，全部是會友們

擔綱演出。還有猜謎遊戲等豐富節目，抽獎環節更是歡聲迭

起。壓軸由會長及委員帶領合唱「聖誕鈴聲」之後，便享用

豐富美味的午餐。

文：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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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萬象更新。本會大廈電梯終於得到全面維修，市區總

會裝修亦告完畢，辦公室及小組活動室都比從前更寬敞，以應服務日

漸增加的需求。編委會謹此祝各讀者雞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本期內容以肺癌為主題，不但撮錄了「專家一日談 - 肺癌治療新

趨勢」資訊日各講者的內容，亦邀請一位年輕的肺癌患者分享她的抗癌之

路，及如何以一個感恩的心去看前路。會務報告除登載2016年的週年大會

外，亦公佈了關顧者週「健康小食大比拼」的得獎名單。最具營養健康菜式的

做法，將會在季刊中陸續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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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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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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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告

腫瘤科社工的角色 文：文太

社區服務

市區總會 
廣東話支持小組

市區總會
普通話支持小組

南區辦事處
廣東話支持小組

最佳菜式命名 菜名：相伴同行獻愛心

得奬者：Rita Wong 

菜名：心花怒放

得奬者：陳金鳳

菜名：鴛鴦雞

得奬者：關鐵仕、倪潔芳

最佳菜式擺設 菜名：天山奇花

得奬者：Paul Lam

菜名：甜甜蜜蜜

得奬者：唐盧錦桂

菜名：迷你彩虹點心盤

得奬者：劉南玲

最美味菜式 菜名：愛心奇異健康小食

得奬者：Rosita Lui

菜名：涼粉

得奬者：季桂寧

菜名：家鄉茶果

得奬者：李再蓮

最具營養健康菜式 菜名：必親你

得奬者：鄧嘉寶

菜名：上海炒素

得奬者：馮敦良

菜名：迷你彩虹點心盤

得奬者：劉南玲

癌症患者除了身體受到損害之外，在情緒上也受著很

大的困擾，這也包括他們的家人和關顧者。而那些母語不

是英語的病人，由於他們在理解和表達上比較吃虧，往往

得不到應得的訊息和服務。

醫院癌症中心的社工(Social Worker) 的服務宗旨是

提高患者的生活質素，減輕經濟上的壓力。他們是醫療團

隊中的重要成員，幫助瞭解衛生保健系統和尋找支持，以 

協助患者每一天的挑戰，包括提供諮詢、教育、資訊、出

院和家庭護理規劃服務，並為癌症患者及其照顧者轉介到

適合的社區服務，也為晚期癌症患者預設醫療指示及紓緩

護理服務，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訊息，學到更多的技巧，來

應付癌症帶來的各種問題。 

 

 

社會工作服務包括

1.	情感和心理支持輔導：心理評估/支持、危機應變、處

理悲痛和損失、喪親輔導、調整目前的治療方法和住院

治療、家庭/婚姻諮詢/照顧者輔導、支持小組

2.	實際支援：協助安排短期護理院舍、家庭護理、食物/煮

食安排、「我的養老服務」評估小組、交通、經濟支持

如政府福利部，癌症協會、白血病基金會、法律援助、

住房和醫院住宿安排

3.	宣傳和調解：建立病人與醫療團隊之間的橋樑

聯繫社工

腫瘤科社工是醫療團隊的成員之一，可直接聯絡。如果

病人住院，親屬或照顧者可以通過病房的工作人員或醫療團

隊，要求聯絡社工。非英語人士並可要求安排傳譯員在場。

義工大旅行

每年一度的義工大旅行於2016年11月19日舉行，目的

地為五龍崗一帶，約五十多位義工出席，好不熱鬧。首

先暢遊了五龍崗植物公園，時值春天，繁花吐艷，目不

暇給，吸引各人取景拍照。午餐於附近的The Builders 

Club，自助食品種類繁多。特此鳴謝更生會癌症基金會

主席廖建明先生贊助午餐費用。飽餐後，行程繼續前往鮑

魚場，義工們都盡情購買以批發價發售的鮑魚、海參等海

產，滿載而歸。旅遊車繼而駛往熱帶雨林，漫步在森林

中，讓大家舒展筋骨，吸收天地靈氣。黃昏時，回程往富

麗宮酒樓晚宴，完結了一整天行程。

由於義工各有不同崗位，見面機會不多，藉今次旅

行，各人加深認識，望日後能緊密合作。

關顧者週「健康小食大比拼」於2016年10月舉行，在一片歡樂熱鬧氣氛中完滿結

束，各癌症患者及關顧者都精心炮製他們的參賽菜式，現公佈得獎名單如下︰

文：Pat

二十二週年籌款慈善獎券

2016關顧者週活動 -「健康小食大比拼」

本會一年一度$5籌款慈善獎劵現已開始發售，獎品非

常豐富，總共7份獎品，頭獎是悉尼來回香港機票一張。

如欲購買獎劵，可親臨本會總會或南區辦事處。抽獎日

期將於2017年6月17日『更生會22週年籌款晚宴』舉行，

得獎者將以電話通知。

文：Victor



感 恩 的 心

講者：Lillian

撮錄：Ann Ng 

嗽。我嘗試開始服用較低劑量的藥物，卻沒有任何成效。

無奈之下不得不完全停止服用該藥。腫瘤越長越大，癌細

胞進一步擴散，我又陷入了困境。

尚幸來自美國的一位ROS1肺癌朋友在一個網絡論壇告

訴我，有一種新藥(PF-06463922，Lorlatinib)正在對患

者進行第一階段人體試驗。因此澳洲針對我這種極其罕見

的基因重排啟動了一次臨床試驗，儘管該試驗在澳洲處於

不同的階段，而我則極其幸運地被找到並參加了這次試

驗，於是我每3週飛到墨爾本一次。我的癌症自此之後一

直穩定，而藥物帶來的副作用降到最少。經過往返悉尼 

- 墨爾本16個月時間，兩個月前我被告知已經可以在悉尼

RPA醫院做這樣的治療。對此，我非常感恩。

慶幸現今醫學的進步，癌症的治療有多種不同的方

法，如改變免疫系統和靶向藥物組合或配合性治療，而且

會針對個人的情況來決定治療方案，這種治療方法亦相對

減少很多副作用。所以不要害怕去尋找多一些專業意見。

因為癌症的治療每一天都有新的進展，而你的主治醫生亦

會明白和支持這種做法。

六個月前，我開始學習瑜伽，通過練習瑜伽和冥想，

知道怎樣正確地呼吸，還學會了用我的呼吸來處理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挑戰。同時我的飲食習慣改變為少肉多菜、多

新鮮水果、沒有再食加工過的食物。並嘗試去做一些適合

自己的運動。

我決定要以愛和感恩來生活。感恩自己擁有這麼多，

上帝給了一個愛我的丈夫，一個可愛的女兒，一個美好的

家庭，一個有價值的職業生涯 - 司法公正律師。

記得兩年前當我被診斷患上肺癌時，小女兒才三歲。

當時的徵狀只有少少咳嗽、感到疲倦。事情發生在我34歲

生日幾天後的一個早晨，醒來後覺得左肩/手臂疼痛，但

因為疼痛迅速消失也就沒想到太多。隨後我的脖子左側也

痛，而且我覺得左鎖骨正上方有個異樣的小疙瘩。我曾在

互聯網上看過，一個腫脹的左鎖骨淋巴結(被稱為魏爾嘯

淋巴結)可能是一個不祥的徵兆。家庭醫生向我保證，淋

巴結腫大往往是小感染的結果，而我過去幾週有些咳嗽，

所以腫脹可能是胸腔感染引起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建

議我做超聲波掃描，進一步檢查腫塊。當放射科技師看到

我的腫塊後，立即尋求放射科醫生給我做了淋巴結穿刺活

檢。兩天後，爸爸(他也是醫生)告訴我患了原發性肺癌，

而且已經擴展到我的心包和胸部內外的淋巴結。這是我一

生中聽過最可怕的消息，世界在瞬間變得支離破碎。我立

即做了一個手術，從心臟周圍抽出超過1公升液體。

進一步的測試證明，我患上了一種ROS1基因重新排

列引起的非常罕見的肺癌。這種遺傳只發生在1-2％非小

細胞肺癌患者中，且往往發生在年輕的非吸煙人士。診斷

時，發現一種新型靶向治療藥物Crizotinib(Xalkori)，對

治療這類突變是一種有效的抗腫瘤藥物，且相比其他類型

化療，其副作用相對較少。但這種藥並不在提供給ROS1患

者的藥物福利計劃(PBS)中，所以我不得不支付藥物的全

價 - 每月$7,400。所幸有來自家人、朋友和善心人士、

以及「澳洲罕見癌症機構」的籌款計劃慷慨捐贈，才得以

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使用該藥。開始使用Crizotinib幾

個月後，腫瘤就縮小，這真是個好消息。

但不久我的肝酶開始上升到危險水平，不得不立即停

藥。不用藥就意味著縮小的腫瘤重新生長，我又開始咳

會友心聲



本期專欄

講者：呼吸內科劉文泰醫生

胸外科Prof Tristan Yan

腫瘤內科Prof Michael Boyer AM

腫瘤內科Steven Kao醫生

撮錄：Ann Ng

專家一日談-肺癌治療新趨勢

肺癌的成因與診斷 - 劉文泰醫生

在2016年，澳洲診斷出12,203宗肺癌病例，男性患

者有7,130人，女性有5,073人，肺癌是澳洲第五大常見

的癌症，超過80%患者是60歲以上。

肺癌分兩大類型：

•	 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佔

85%其中又分三類： 

a.惡性肺腺癌(45%)多數患者為女性，非烟民早期擴散 

b.鱗狀細胞原位癌(25%)位於中央位置  

c.大細胞原位癌(15%)

•	 小細胞原位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佔15%，

細胞很小，用顯微鏡才可見到，早期擴散到其他器

官，尤其是大腦。非吸烟人士很少患這種肺癌

肺癌成因：(一)吸烟，20倍風險。(二)肺病 (三)二手烟

(四)空氣污染 (五)職業風險(如接觸石棉或煤、柴所產生

的烟塵)(六)基因。目前數據顯示約20-25%的肺癌患者是

不吸烟人士，常見的是在亞洲國家，尤其是女性。

症狀：痰中帶血、超過三周並趨惡化的咳嗽、連續性胸腔發

炎、呼吸困難並持續疲憊、體重不斷降低、持續性肩痛。

診斷：家庭醫生通過病史，檢測–胸部X光片(chest X 

ray)，胸部CT掃描。而專科醫生會透過PET掃描(PET 

Scan)及組織切片檢查(Biopsy)以作確認。確診前必須

進行組織切片檢查，因找出患者的肺癌類型非常重要，

現在不少新的靶向治療方法(Targeted Therapy)都要求

對癌細胞進行測試。兩種切片的方法是：支氣管鏡檢查

(Bronchoscopy)和電腦斷導引層切片檢查(CT-guided 

biopsy)。

階段：

非小型細胞的治療：第一階段腫瘤仍在肺部，沒有

擴散。第二階段腫瘤已擴散到附近淋巴結，但沒有到胸

壁，可採用手術治療及輔助化療藥物。第三階段(stage 

3A)已擴散到肺部中央縱隔(Mediastinum)的淋巴結，原

則上仍可用手術治療和輔助化療藥物。(stage 3B)除擴

散到肺部中央，甚至已到主要血管或氣管，便不能用手

術治療。只能用化療和放療。第四階段可以用化療或靶

向治療。

小型細胞的治療：有限地一起使用化療和放療，並

對腦部做放療。在紓緩治療階段(Palliative)放療可以

幫助舒緩痛楚、咳嗽或其他症狀。

肺癌診斷的未來趨勢：

1.	 發展簡單的血液檢測即「液體切片」(l i q u i d 

biopsy)可能取代活體切片檢查。

2.	 正在開發「電子鼻」檢測早期肺癌的一種獨特標記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肺癌的種類及治療–Prof Michael Boyer AM

除了上述兩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有很多種類是與基

因突變有關，由2003年之前只發現一種，到2004年已經

發現了EGFR基因突變的癌症種類位於細胞表面，若出現

突變會令細胞異常增生和擴散，變成癌細胞。靶向藥物

可依附在EGFR蛋白，阻止其癌細胞增長，並使其壞死，

副作用較化療輕，主要包括皮膚乾燥或出細疹、腹瀉，

若病人沒有基因突變，則繼續以化療為主。在亞洲特別

是在中國人口中很常見於腺癌、不抽烟者、女性。到

2013年發現更多不同類型的基因突變癌症，所以相應是

需要很多不同的治療方法。若經確診患有肺癌，一個醫

療團隊會討論患者的治療方案，然後與患者及家屬商討

決定。

治療類型

•	 手術

•	 放療 - 使用輻射抑制癌細胞的生長，並殺死癌細

胞。通常外用，專注身體某一部份，每天使用，需時

6-7周，副作用是疲倦、咳嗽有痰、氣短、喉嚨痠痛

或吞咽困難、皮膚微微發紅

•	 化療–影響整個身體所有細胞，通常間歇性使用 

(如每三周一次，四個療程)，副作用取決於所用的藥

物。有時可以和手術、放療一起使用或單獨使用。副

作用是噁心、嘔吐、脫髮等

•	 靶向治療 - 靜脈注射或口服

•	 免疫治療 - 刺激自身的免疫細胞殺死癌細胞 

胸腔鏡微創手術–Prof Tristan Yan

從十幾年前一直到現在，開胸手術的固定模式是從

前胸一直拉到後胸。這種手術造成的傷口最少是15公

分，也可能長達20公分。它必須切斷胸腔在胸壁上的2

條大肌肉，甚至有時候還必須打斷肋骨。這樣一個大的

創傷，會引起病人極大的疼痛。現在，胸腔鏡的微創手

術正可以讓病人免受其苦。

大家都知道呼吸是利用胸壁的肌肉，因而傳統手術

會讓病人的恢復期拖得比較慢，同時傷口帶來的併發

症，以及術後肌肉的活動範圍都會受影響。胸腔鏡微創

手術基本上是利用內視鏡的方式來做手術，在病人的胸

壁打2個約1-2公分的小洞，再加上一個大約4至6公分的

傷口，從這三個洞透過內視鏡進行手術，就可以取代一

個原本必須從前胸一直開到胸後的傷口。這樣對病人術

後的疼痛減輕、肺功能恢復，及縮短病人的住院時間等

方面有很大的幫助。除了這個傷口縮小之外，胸腔鏡微

創手術在早期肺癌的切除及根除性淋巴腺的清除等，都

可以做到與傳統開胸式幾乎一樣清除的程度，這對病人



來講是一大福音。目前胸腔鏡微創手術的優勢已被全世

界所認定了，也是越來越為外科醫生所接受。

肺癌的靶向療法與免疫療法介紹–Dr.Steven Kao

靶向治療 

針對特定的癌症細胞變異或癌症細胞中存在的蛋白

質的藥物，這些細胞變異或蛋白質被認為是導致腫瘤變

大，入侵或惡性腫瘤的元兇。這些藥物是針對已經明確

的致癌位點來設計相應的治療藥物，藥物進入體內會特

定地選擇癌位點來相結合發生作用，使腫瘤細胞停止長

大或死亡，而不會波及腫瘤周圍的正常組織細胞。這類

藥物通常是口服(如Iressa或Tarceva)，比化療藥物的

副作用輕一點，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需要特殊檢測

來決定是否適合於某位病人(約20%病人適用)。如果是

肺癌腫瘤EGFR突變，Iressa或Tarceva是治療的首選，

而不是化療(上述兩種都有PBS補助)。但必須經活檢腫

瘤組織來決定使用。初始反應運作良好，經過一段時

間後，通常會停止作用，一旦停止作用，腫瘤開始再生

長，醫生會要求進行另一個活檢或專門的血液測試，以

確定是否有另一類基因變異EGFR T790M，決定是否可使

用第三代的藥物OSIMERTINIB，此藥60%可以抑制癌細胞

生長。

免疫療法

針對我們免疫系統的藥物，而不是針對癌症細胞。

作用是提高免疫力，將癌細胞識別為異物，開始襲擊癌

細胞並殺死它。通常是靜脈注射，現今大量用於不同癌

症種類的臨床試驗中。

目前臨床試驗的例子

靶向治療：手術、或化療後，使用基因突變的新型

口服片劑，明確提高治癒率。

免疫療法：當化療後發現沒有效果，臨床實驗使用

免疫療法明顯比接受下一階段化療為好。但這類藥物目

前尚未獲PBS補助，2016年後有三種方法可以獲得免費

使用：1.獲BMS藥廠的同情免費供應 2.自費 3.參加臨

床實驗。

優勢：最新療法可能很有效，病人的腫瘤醫生和護

士會緊密監控病人的情況。

弱點：耗時長，反覆檢測意味著反覆切片檢查、治

療時更多的臨床來訪和檢測、未知的副作用、可能比標

準治療更糟糕。

 (以上資料詳情，請向本會的圖書館借閱有關光碟)

2016關顧者週「健康小食大比拼」 
最具營養健康菜式 (市區總會)

菜式：必親你 (Beetroot襯Pear梨) 
冠軍得獎者：鄧嘉寳

材料：合桃、紅蘿蔔、 煮熟的紅菜頭(Beetroot)、

梨(Pear)、奇亞籽(Chia seed) 、初榨橄欖油(Extra 

Virgin Oil) 隨意、檸檬汁(約一個)、黑胡椒酌量、

鹽少許

醬料：將橄欖油、檸檬汁及黑胡椒放進瓶中搖匀

做法：將紅菜頭、雪梨切成條，擺放碟中，並放上合

桃及灑上奇亞籽，淋上醬料即可

于雪霏營養師點評：

此道蔬菜類菜式搭配美觀，選用了紅菜頭、梨，奇亞

籽及初榨橄欖油這類富含抗氧化劑的食材。

水果香梨和紅菜頭的組合清秀甜美，再配上營養豐富

的合桃和奇亞籽，使得整道菜清香四溢，營養豐富。

另外還要稱讚創作者想像力豐富，賦予了菜式一個非

常妥貼的可愛名字。

菜式：黎明曙光 

亞軍得獎者：Aris Yeung

材料：藜麥、薏米、西芹、甘筍、洋葱、小蕃茄、薄荷

葉、南瓜子、提子乾

調味：檸檬、蜜糖、蘋果醋、杏仁油

做法：

1) 藜麥用冷水泡2小時後加入薏米煮熟

2) 西芹、甘筍切好汆水

3) 檸檬磨皮及搾汁，加入蘋果醋、蜜糖及杏仁油拌勻

4) 洋葱、小蕃茄及薄荷葉切好

5) 將所有材料拌勻即可

于雪霏營養師點評：

此道菜名寓意深遠。

口味清淡，富含營養，是夏季餐桌上不錯的選擇。

沙拉中藜麥、薏米味道平實，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維生

素，有助於人體免疫功能。搭配西芹、洋葱、番茄這類

具有特殊風味的蔬菜，點綴以薄荷和南瓜子的清香與脆

爽，可謂是營養全面，清脆可口。

營養篇

整理：文太



支持小組

特別活動

總會活動

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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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2日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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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2日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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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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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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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至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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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次聚會，3月23日、4月20日、5月1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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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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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4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

下午12時30分。

歡迎在過去兩年內診斷為癌症患者、患者家人、親友或關顧者參加下列講座/小組：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現場有廣東話/普通話傳譯

二月份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 (市區總會)

日期/時間 講題 講者
15/02/2017 (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了解癌症治療及趨勢 蔡偉華 醫生

22/02/2017 (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 Dr Carol Cheung

Dr Angela Hong

1/03/2017 (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中醫藥如何協助康復期的癌患者 李景標 中醫師

8/03/2017 (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

癌症病人的營養飲食 Cindy Tan 營養師

1.	 日期：2月2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面對和處理肺癌治療的副作用

2.	 日期：4月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主題：我們的故事 - 抗癌路分享

日期：3月10日或17日(星期五) - 待定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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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了解鼻咽癌

講員：Dr.Alan TL Cheng (普通話主講, 粤語現場翻譯)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本會將於4月28日(星期五)舉行會友旅行, 並暢遊

位於悉尼西北區一個面積有55公頃大，由Fagan家

庭捐贈給政府的大型花園及休憩用地。詳細行程及

報名手續，將於3月初在市區總會，南區辦事處，

本會網站及Facebook專頁公佈。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公開講座 - 「了解鼻咽癌」 會友旅行



西南區活動

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將於以下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4月14日 (星期五) - 耶穌受難節

4月17日 (星期一) - 復活節星期一

4月25日 (星期二) - 澳紐軍團日

練功十八法是根據古代漢族民間流傳的導引、五

禽戲等編制的一種簡便易行而功效較好的鍛煉方

法，對防治頸、肩、腰、腿病以及某些慢性疾病

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有病治病、無病強身。

日期︰2017年3月13日至5月8日(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對象︰會友 

內容︰練功十八法共三十六式練習

語言︰廣東話及普通話

名額︰15 人

導師︰黃慶銘先生 

費用︰$10 (共八堂)

地點︰市區總會

練功十八法 (初級班)

日期：2017年3月7日至4月18日(逢星期二)及4月28日 

      (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皇家北岸社區健康中心 G/F(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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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塲地由皇家北岸醫院北悉尼癌症中心 

CanSupport提供

北悉尼區新癌症病人/關顧者互 
勉小組 (普通話)

日期：2017年4月6日至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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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

      1/F Wellness Centre,Cancer Therapy  

      Centre,Liverpoo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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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病人/關顧者互勉小組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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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時間： 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講座地點：利物浦醫院癌症治療中心一樓 (1/F, Wellness Centre, Cancer Therapy Centre, Liverpool Hospital)  

          伊利沙伯街與高賓街交界 (Crn of Elizabeth St & Goulburn St, Liverpool)

費用：全免 (備有茶點招待)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現場有廣東話/普通話傳譯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悉尼西南區）

日期/時間 講題
3月9日(星期四) 了解癌症與治療

3月16日(星期四) 化療與放療—副作用及護理

3月23日(星期四) 1. 癌症與飲食營養 

2. 運動與健康

3月30日(星期四) 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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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至12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 - $499

In memory of (王國明) 

Kwok Ming Wong 

(捐款總共$200)：

Jonathon Wong

捐款 $1,000 - $4,999

Louisa Lee
Pyove Pty Ltd

捐款 $100 - $499

Anonymous
Carina Fung
Doris Chan
Grace Yeung
Guizhen Huang
Hera Chan
Ji Qing Chen
Lai Fun Chan
Maureen Tran

Nancy Wing Kwan Ho
Susanna Suen
Tony Tong
Vincent Chong
Winfried Leung
Yee Wah Lam
Yu Tang
Yuk Kuen Lee

杜迪

捐款 $100 以下

Andrew Penman
Cheng Suk-Wai
Chun Lu
D Law
Han L Ho
Helen Pun
Henry Tai Chi So
Hui Zhen Liang
Jun Liu
Kunyi Deng

Miao Rong Ren
Qiong Wu
Tina Gock
Ting Lin
Xiao Gang Ge & Jian Ying Tao
Yuen Shu Ho
Yuna Yang
羅慧卿

捐款 $500 - $999

C. Lung
Dr Raymond K K Lau
M F Lai
Margaret Jack
Wai Kee Frankie Wong

捐款 $5,000 to $9,999

In memory of Margaret Lui 

(捐款總共$5100):

Richard Bull & Margery Bull
Roger Lui

捐款 $10,000 to $29,999

Grace Yang
Justin Lam & Irene Lam
Z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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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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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勉及毅恆小組 (廣東話)
日期：2017年3月14日至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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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普通話支持小組
日期：2017年3月16日至4月6日 

     (逢星期四，共4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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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診不超過2年)       

費用：全免 

歡樂茶聚組 (廣東話)
日期：2017年3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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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復康保健課程

興趣及健體課程
正念瑜伽班 (普通話)
日期：2017年2月10日至3月31日(逢星期五，共8課)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費用：每位10元正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名額：12人

導師：張均儀女士 (資深瑜伽教練)

備註：參加者必須自備瑜伽墊或大毛巾

「魅力衍紙捲花」手工製作班 (廣東話 )
日期：2017年2月20至3月13日(逢星期一，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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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每位5元正 (材料費另計)

義務導師：陳玉玲女士

名額：15人 

「練功十八法」中級班 (廣東話)
日期：2017年3月22日至5月24日(逢星期三，共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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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每位10元

義務導師：黄慶銘先生

名額：12人 

備註：參加者必須已完成練功十八法初級班

食療養生湯水班 (廣東話)
日期：2017年5月12日至6月2日(逢星期五，共4课)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費用：每位5元正 

名額：25人

導師: 陳曙儀中醫師 

以上各活動必須預先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