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眨眼間更生會已踏入第二十二年，本會將於6月17日晚 

(星期六)假座悉尼華埠富麗宮酒樓舉行籌款晚宴，感謝多年

來支持本會的各界人士，盼望各位新知舊雨一同參加慶祝。

當晚並邀請得 Breast Cancer Network Australia (BCNA) 

澳洲乳癌網絡行政總裁 Ms.Christine Nolan 為主講嘉賓。 

Nolan 女士本身為一名社工，在昆州、維州及首都領地擔任

社會服務工作超過30年。當晚的餐劵已經開始發售，每張

$100，每席十二位，歡迎大家踴躍購買。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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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是悉尼香港來回機票一張，總共7份獎

品。如想購買獎劵，可以親臨本會。抽獎日期將於『籌款晚

宴』舉行，得獎者將以電話通知。

Entertainment Book (娛樂飲食折扣優惠天書) 是很好

的節省資金方式，同時幫助本會為癌症患者和他們的照顧者

提供資訊、支持和服務。每本書售出的收入其中$14會直接

捐去更生會。

Entertainment Book 是本地餐廳和活動指南，很多澳洲

及新西蘭的頂級餐廳活動和旅館都提供最高達到50％的折扣

或買一送一優惠。

今年，悉尼區和周邊區域將如往年會合併成一本特大的

天書，每本只售$70。除了有書本發售之外，亦有為智能手

機而設的數碼版發售，價錢與書本相同。

閣下如需訂購，請電郵或致電本會與職員楊先生聯絡。

你可選擇在本會市區或南區辦事處領取，或用付費郵寄方式

(需付上額外郵費$12及提供閣下的郵寄地址)。亦可透過本

會專頁作網上訂購 (以信用卡付款均收取1.25%手續費): 

http://www.entbook.com.au/206d441。

二 十 二 週 年 籌 款 晚 宴 及 慈 善 獎 劵

2017-2018年Entertainment Book 

現接受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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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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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新抵澳洲的移民都不太了解澳洲的醫療系統及保健體制，

本期專欄林奇恩教授為你介紹「澳洲的醫療保健體制」。會友心聲則

由患者分享參加本會舉辦的音樂治療課程的感受。營養篇繼續刊登關顧

者週「健康小食大比拼」普通話組的得獎菜式做法，並附上營養師于雪

霏女士的點評，讓各位讀者參考。

會務報告方面，請會友們留意一年一度的會慶及籌款活動。由於本會已

致力外展向各區推行活動，讓患者及關顧者更方便參與，請大家留意本會的各

區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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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兒童合唱團慈善音樂會

為更生會籌募經費

香港兒童合唱團成立於1969年，多年來積極推動藝術培

訓，為香港音樂及文化界培育不少人才。現時該合唱團已

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組織最龐大的兒童合唱團，更發展

為一個多元化兒童藝術團體。它每年均獲不同團體邀請到

外地演出，把愛與和平的訊息傳遍世界，足跡遍佈多個國

家。今年，將會到澳洲演出，並在7月18日(星期二)晚上7

時30分假悉尼 City Recital Hall 舉行一場慈善音樂會，

為更生會籌募經費。成人票價每張$50，小童及學生票價

每張$30(每項交易的訂票附加費：網上$6，電話$8，直接

於 City Recital Hall 票房購票則免手續費)。購票請前往

City Recital Hall (2 Angel Place, Sydney), 或致電 

(02) 8256 2222, 或瀏覽網站 cityrecitalhall.com。本音

樂會由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贊助。

為了與會友共同慶祝本會成立二十二週年，將於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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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週年會友會慶聯歡會



「為生命接力」Relay For Life
文：Ann

會務報告

好書介紹

今年3月，更生會獲 Banks 區邀請，欲提名本會一位

義工成員接受《2017年度 Banks 區義工獎》的榮銜以表

揚該成員對當地社區服務的貢獻。

陳洪彩雲女士(My Hoa Tran)對本會大小活動素來都

十分投入，亦是更生會市區歡樂組的活躍成員。自2013

年登記成爲本會義工後，一直致力於本會的醫院探訪服

務，定期到高嘉華區的聖佐治醫院，向癌症患者以及其

家人介紹本會的癌症資訊及情緒支援服務。她亦有協助

家庭探訪服務，其盡責的態度和主動關懷的精神，使癌

症患者及其家人都得到莫大的鼓勵。本會因此提名了陳

太接受此嘉許。

此獎項的嘉許儀式於4月

5日晚上，假 Riverwood的 

Club Rivers 舉行。嘉許儀式

由澳洲聯邦 Banks 選區議員大

衛高民 (David Coleman MP) 

及澳洲外交部長畢曉普 (The 

Hon Julie Bishop MP) 宣佈

及頒發。

嘉許儀式當晚，更生會會

長楊迺賢先生及委員李黃超鳳

女士亦有結伴陳太出席。

陳洪彩雲女士獲更生會提名 

《2017年度 Banks 區義工獎》

(圖：陳太從高民議員及外交部

長畢曉普手中接過感謝狀)

2017 「為生命接力」 步行籌款活動已於3月11日(星期

六)舉行，本會共有30多位會友參加。當日天公做美，在經

過一連數日的風雨後，天氣終於放晴，悉尼喬治國王公園

被雨水清洗得樹木清翠、綠草如茵。8時50分會友們已經集

合在公園內，並換上預訂的大會制服靜候開幕儀式。在本

會會長楊迺賢先生代表大會宣讀誓詞之後，步行活動正式

開始，首先由癌病康復者和關顧者帶領開步。會友們精神

抖擻踏出每一步，為擊敗癌症獲得勝利而慶祝，並支持那

些仍在鬥爭的患者，及緬懷那些已因癌病而逝去的生命。

「為生命接力」創始於1985年5月的美國華盛頓州，腸

臟外科醫生 - Gordy Klat 博士欲藉此活動提高社區對癌

症的意識，並為他在當地的癌症慈善機構籌得經費。從那

時起這活動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癌症籌款活動。澳洲開

始於1999年，現每年3月份在全澳各省舉行，為癌症協會籌

款，善款都用於資助對癌症的重要研究、防癌和支持癌症

患者之計劃。更生會每年都積極響應這個活動，參加的會

友亦數目眾多。 

作者在青春年華 - 二十歲之時，被診斷患上

「何杰金氏淋巴癌」。歷經抗癌、復發再抗癌而

須接受骨髓移植，她成功的勝戰了癌症，透過所

有的診療歷程，她不畏治療過程的艱苦寫下這部

書，藉此分享自己抗癌的經驗，給同在奮鬥中的

病友，可說是癌症存活學的活教材。

    

這本書娓娓道來她完成骨髓移植後，到美國

完成非營利組織管理的碩士學位返國；在「非營

利組織癌症希望基金會」工作，並同時回台大醫

院擔任志工，鼓勵病友勇敢面對治療。支持她一

路走來有個重要的因素，是她抓住了自己人生努

力的方向，並摸索出如何在身體條件比別人差的

情況下，去克服一切。 

《沒有任何事，能阻

止我享受生命的美好》共

分三部份：「給病友的叮

嚀」、「癌症學校教我的

事」及「築夢與踏實」

。書中提到很多重要的癌

症議題，包括如何善用網

絡資訊、做好生活規劃及

保持良好體力等，提供病

友一些癌後保養調理的參

考，同時引導讀者用心地

正向思考，一起勇敢面對

癌後的美好人生。

《沒有任何事，能阻止我享受生命的美好》
作者：林虹汝   圖書編號：BMCZ62

文：Ann



<<音樂人生>>
文：小雅

有意識的識別和挑選一些樂曲，來幫助調整身體呼吸心率

的節奏。許多實例證明，音樂能改變我們的呼吸節奏和心

動頻率。我也在課堂上跟着特定的音樂練習深呼吸，感受

到音樂帶動下有規律、有節奏的呼吸。老師也準備了一些

比較有針對性的曲目，比如：莫札特的樂曲大都是萬應靈

藥、艾德加的曲子又總能帶給聽眾幸福的感覺、而貝多芬

的許多樂章具有振奮人心的力量和給予田園般舒展和清新

的體驗、巴赫的音樂是很好的催眠良藥。有時悲傷的音樂

也能讓負面的情緒得到渲泄和釋放。

依據老師的提示，自己也找了一些民族的樂曲和民歌

小調，聽「牧童短笛」時的歡快情緒與民歌民謠所產生的

幸福回憶、親切溫暖的感覺，是西洋樂曲不能及的，所以

每個人都可以從平時喜歡和熟悉的音樂裏找出一些適合自

己的曲目。

六講的工作坊當然不能涵蓋許多音樂治療的理論，但

好在我們會友學員都得到了一把鑰匙，開啟了在癌症治療

與康復的又一扇大門，知道了怎樣用音樂調節情緒，無論

是靜還是動，是熱鬧還是平和，都能讓音樂為自己服務。

當然，如能在有專業的音樂治療師指導下去做更好。

拜現代科學所賜，音樂垂手可得，只要找到合適的

曲目，在音樂裏釋放壓力而得到愉悅身心，是件很容易

的事。無論是音樂治療還是藥物治療，都是一個外在的介

入，需要我們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去相應的配合，才能發揮

影響力。以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是我們癌症患者

和關顧者要持之以恆的走出憂鬱和恐懼，接受更多的科學

健康的輔助治療，善用之且分享之，讓更多的會友得益 。

在2012年我被確診患上卵巢癌，心情是焦慮、擔憂和

抑鬱的。在醫院治療期間遇到更生會的探訪義工，她們給

了我一份季刊，從這份刊物中我看到該會為癌症患者的各

項支持服務和活動，經聯絡上該會的職員，她鼓勵我參加

在南區的分會。在職員和義工的關懷和鼓勵下，心境逐漸

平靜下來。當知道有音樂體驗工作坊舉辦時，喜愛音樂的

我，馬上報名參加了這個活動。

「音樂人生」是更生會南區辦事處「樂在當下」音樂

體驗工作坊全體學員、教員及義工共同作詞作曲的一首表

達心聲的歌曲的曲名。

這次的音樂治療講座共六講，從瞭解音樂治療的性

質，到聆聽體驗及最後的共創歌曲，學員們的受益是多方

面的。作為一個工作坊，除了學習，更多的是學員之間、

學員與老師之間的互動，跟著音樂的感覺，或起舞、或律

動、或放鬆、或靜想、或冥空。大家分享每一首不同風格

的樂曲所帶給自己的感受，由內心深處透出的喜悅，讓學

習的氣氛顯得輕鬆活躍。而最後一課的集體創作，更是令

人難忘，短短的兩個小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斟字酌

句，填詞譜曲，其樂融融，正如歌詞所寫，「音樂讓我們

打開了心扉，音樂讓我們樂開了懷」。老師也即興用吉他

當場彈唱，那一刻，我們都深深體驗到了「樂在當下」，

我們成就了一首屬於自己的歌曲的同時，也成就了一個快

樂的自己。

在音樂治療的講座中，我們認識到音樂對情緒有深入

的影響力，快樂的音樂能夠讓人的大腦分泌多巴胺，而這

種化學物質具有促進人體免疫功能的作用。我們也學習了

<<音樂人生>>  

詞：音樂體驗工作坊全體學員

除去心中的憂慮，走出昨天的陰霾，進入今天的快樂，建立積極的心態；享受音樂在

當下，同樂互勉抒情懷，音樂伴隨幸福來，盡享人間的大愛。

讓音樂心扉開，讓音樂樂開懷，讓音樂驅煩惱，共享受人間愛！讓音樂心扉開，讓音

樂樂開懷，讓音樂驅煩惱，共享受人間愛。

會友心聲



本期專欄

講者：林奇恩教授

撮錄：Ann Ng

澳洲的醫療保健體制

在澳洲，公立的全民醫保系統(Medicare)為居民提

供可支付得起的、容易獲得的高質量醫療服務，但你也

可以選擇再買一份私立醫保，享受更全面的醫療服務，

獲得一些全民醫保沒有覆蓋的項目。

私立醫保

肺終身醫療保險(LHC)是政府的倡議，鼓勵人們在早期

參加並維持醫療保險。如果你沒有澳洲註冊健康基金

(Australia Registered Health Fund)，在後半生決

定退出保險，你30歲後每年需要支付終身健康保險2%的

附加費率。例如：如果你在40歲購買醫療保險，會比30

歲購買的人多付20%。最大附加費率為70%。如果你沒有

個人醫療保險，並且賺的收入超過一定數值，納稅申報

時你可能需要支付醫保徵收附加費。

私 立 醫 保 一 般 分 為 住 院 保 險 、 基 本 醫 療 保 險

(General Treatment Cover)以及救護車保險。你可以

分開購買，也可以和其他險種一起購買。有些情況下州

政府也可能會為公民承擔救護車保險。根據你的保險條

款，什麼項目可以申請索賠有一定的規定。不同的險種

獲得不同的福利，請與你的保險公司聯繫確定你的保險

包含的服務項目。

診費

如果你去看一個非公立醫院的醫生，無論你是否有

購買私立醫保，全民醫保會負責100%的家庭醫生診費 

(但必須由家庭醫生直接向全民醫保機構發賬單)，和

85%的專科醫生診費。

全民醫保不包括以下福利

•	 大部份的牙醫檢查和治療

•	 大部份的理療、職業治療、言語治療、眼科治療、

脊骨治療、足部治療和精神科治療。(長期病患者在

家庭醫生認為合理之下，每年可由家庭醫生轉介免

費診治五次)

•	 針灸(除非是家庭醫生診斷方法的一部份)

•	 配眼鏡和隱形眼鏡

•	 助聽設施(65歲以上可由家庭醫生轉介至聽覺中心免

費檢測及配一副助聽器)

•	 社區護士服務

藥物(Medications)

•	 在藥物補貼計劃(PBS)下，無論你是否有私保，你在

藥店購買的大部份處方藥物只需付一部份價錢，剩

下的費用由藥物補貼計劃為你支付，但你必須出示

你的全民醫保卡享受此福利。

•	 根據藥物的不同，你支付的額度也不同，有標準上

限，老人卡的最高上限比普通的要低。

•	 在藥物補貼計劃中沒有的藥物，你可以通過購買私

保來得到補助。大部份的保險公司都需要你共同負

擔藥物費用，同時對於你申請索賠的額度也有一定

的限制。

住院保險(Hospital Cover)

你購買了住院保險就有權利選擇醫生，決定在公立

或私立醫院就診。如果你選擇私立醫院的醫生，可以選

擇入院時間。如果你是公立醫院的病人，那麼你還是要

遵守公立醫院的輪候入院時間。入院後，你可以選擇作

為公立或私立病人。

有私立醫保可以包括你無論在公立醫院，還是私立

醫院所產生的所有額外費用，全民醫保負責75%的醫療

費用，如果你有有效的私立醫保，就可以負責剩下的

25%的費用。醫生可以要求你支付全民醫保，覆蓋以上

的任何額度，取決於你的私保程度，你可能還要支付住

院住宿費用、手術室費用、重症室費用、藥物、紗布和

其他消耗品、假肢(通過手術安裝)、化驗費用、醫藥以

及醫生額外的費用。

一些保險公司還提供「差額保險」來包括醫生的實

際費用和全民醫保費用之間的差額。有些私立醫保還提

供一種「廣義醫保」，包括在你家裏或社區醫療診所提

供治療，和一些預防慢性疾病的項目。

很多醫保都提供一些慢性疾病管理方案，以預防或

處理慢性疾病，如包括心臟/心血管健康、糖尿病管理/

教育、精神健康、減肥、戒煙、哮喘管理、背疼、健康

的生活方式。

你購買的醫保，可能對住院治療上有一些限制： 

如一些特殊的服務不在保險範圍內；或對有限制的服

務，受保人需自己支付部份費用；有等待時間；不保類

似整形手術的服務；入院時間較長(達35天以上)，可能

要在支付長時間的入院住宿費用；入院治療享用多人或

單人房間，取決於你的醫保政策。

醫院政策(Hospital Policies)

住院政策分為四類，分類標準取決於基本訊息說明

中的理賠、不理賠以及部份理賠的要求。

•	 高級私立醫院保險(Top Private Hospital Cover) 

– 負擔所有醫療服務費用。

•	 中級私立醫院保險(Medium Private Hospital 

Cover)–包含基本私立醫院保險中的所有項目，不

含或部份包含以下一種或多種治療如懷孕和生產、

輔助生殖、白內障和眼透鏡過程、關節置換和修復 

(肩、膝、臀和肘)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慢性腎功

能衰竭透析和滅菌治療。



•	 基本私立醫院保險(Basic Private Hospital 

Cover)–不含或部份包含以下一種或多種治療，如

與心臟相關的治療、非美容性質的整容手術、康復

治療、精神病治療及臨終關懷。

•	 公立醫院保險(Public Hospital Cover)– 只負擔

公立醫院治療費用的最低額，同時取決於公立醫院

的等候名單。

基本醫療保險(General Treatment Cover)

基本醫療保險(也叫輔助保險或額外保險)可以負擔接受

輔助健康治療的部份或全部費用。基本醫療保險與住院

保險可以分別或同時使用，根據基本訊息說明中所列項

目，共分為三種：

•	 綜合保險 - 包括口腔全科、口腔專科、視力矯正、

非PBS藥物、物理療法、足部醫療及心理治療。

•	 中級保險 - 包括一般牙科、必要口腔醫療、牙髓和

任何下列中五種：正畸、光學，非PBS藥物、理療、

按摩、足療、心理學、助聽器。

•	 基礎保險 – 所有其他類型。

負擔的金額取決於你所選擇的保險條例，但有些治療項

目是不包含在內的。

購買私立醫保前要詢問的問題

•	 保險是否適用於州際旅行期間？

•	 保險是否只適用於急症？如何界定是否是急症？

•	 如果我只需要急救治療但是並不需要急救運送，急

救費用是否有需要自費一部份？

•	 等待期是多久？

•	 保險能夠負擔那些急救運送費用，例如救護直升機

的費用包括嗎？

最具營養健康菜式 
2016關顧者週「健康小食大比拼」(市區總會普通話組)

菜式：上海炒素 

冠軍得獎者：馮敦良

材料：松茸適量、髮菜少撮、豆乾兩三塊切粗條、荷 

      蘭豆10條、磨菇三四粒切片、紅蘿蔔一條去皮 

      切片、香菇兩三朶切塊、金針10條、木耳兩三 

      塊撕成小塊

做法：松茸、香菇、金針、木耳、髮菜等用水浸發、 

      切開待用。鑊燒開，下油將以上材料加入豆 

      乾、荷蘭豆、磨菇、紅蘿蔔快炒至熟，調味 

      即成。

于雪霏營養師點評：

此道蔬菜類菜品選材精良，蕈類含有大量植物性蛋

白，富含人體必須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礦物質和微

量元素，口感細膩，風味特殊。

烹飪方式簡單清爽，操作簡單易行，是一道很好的居

家日常菜品。

菜式：南瓜蒸糕 

亞軍得獎者：李健敏

材料：南瓜 200克

      麵粉 60克 

      雞蛋 一個

      白糖 少量

做法：

1) 南瓜蒸熟，壓成泥

2) 蛋白加白糖，打至發泡

3) 蛋黃加入南瓜泥中，攪拌均勻，加入麵粉，拌勻，  

   再加入蛋白液，攪勻，保鮮膜蓋住容器

4) 上鍋蒸40分鐘

于雪霏營養師點評：

此道甜點類菜品看似簡單，實則富含營養，是一道非常

好的間餐小食。南瓜含豐富的纖維和抗氧化劑，一直以

來是癌友食譜中出現率較高的食材。

此道點心結合了東西方甜點製作的方法，使用了南瓜作

為底料，口感香甜順滑，是兩餐之間點心的好選擇。

營養篇

整理：Pat



支持小組

特別活動

總會活動

七月份<面對癌症—資訊講座系列> 美妝添信心工作坊
教你打扮漂亮、心情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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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6月8日、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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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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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日期：6月5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下午至12時30分 

內容：談談養生保健

嘉賓分享：劉詩瑩(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目前在 

    悉尼科技大學進修中醫碩士課程)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日期：8月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30分下午至12時30分 

內容：動出健康人生

嘉賓分享：運動康復師 exercise physiologist  

      分享他們在康復治療中的角色和運動建議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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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2日、19日、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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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癌症新趨勢、化療與放療—副作用

及護理、癌症病人的營養飲食、中醫藥如何協助康

復期的癌患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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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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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盡心機 - 肺癌會友支持小組

1 2



悉尼北區公開講座

更生會與澳大利亞亞洲文化協會(Australian Asian 

Cultural Association)及社區移民資源中心

(Community Migrant Resource Centre) 合辦公開講

座「補胃不如護胃—胃癌知多少? 」

 

日期：2017年6月3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 至12時       

地點：Hornsby 圖書館會議室  

     (28 - 44 George St. Hornsby NSW 2077)

講員：林偉濤副教授 - 外科 (澳華醫學會會長)

語言：廣東話(提供普通話翻譯) 

費用：全免 (附設茶點)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興趣班

悉尼西南區公開講座

講題：乳癌的預防及治療

講者：李培藩醫生

日期：6月 - 日期待定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悉尼西南區社區 - 待定

      (現場提供即時翻譯)

詳情請留意中文報紙，電台及更生會網

頁宣傳。

舒心頌唱—中國民歌班

歌唱是音樂治療之一種，不單有益身心，更能

夠幫助我們減壓和舒暢心情。許多流行的中國

民歌都令人百聽不厭，若能加入頌唱，更是賞

心樂事，有益身心。

日期：2017年5 月11日至6月29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對象：會友 

內容：歌曲包括苿莉花、小城故事、月亮代 

      表我的心、祝你平安、天邊、女兒 

      花、愛的奉獻、天路

語言：普通話

名額：20 人 

導師：尚佩生先生 (資深上海聲樂老師)

費用：$10 (共八堂)

地點：市區總會

政 府 註 冊 非 牟 利 慈 善 團 體
音 樂 總 監    首 席 指 揮    霍 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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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raising for  
CanRevive in Sydney
為更生會癌症支援服務籌募經費

香港兒童合唱團慈善音樂會
HONG KONG CHILDREN’S CHOIR CHARITY CONCERT

City Recital Hall, 2 Angel Place, Sydney
(5 minutes walk from Wynyard and Martin Place stations)
18.07.2017 (Tuesday 星期二)  
晚上 7:30pm – 9:30pm
Ticket pricing 票價:  
$50 and $30 (children 小童 / student 學生)*
Book tickets 訂票: 
Online 網上: cityrecitalhall.com 
Phone 電話: (02) 8256 2222
Enquiry 查詢:  
CanRevive 更生會 (02) 9212 7789

Principal Sponsor 
Hong Kong Economic & 
Trade Office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Proudly presented by 

* Booking fee per transaction: Online $6 / Phone (02-8256 2222) $8 Bookings made over the counter at the City Recital Hall Box Office do not attract a transaction fee.
  訂票付加費（每項交易）： 網上$6／電話 (02-8256 2222) $8。直接於City Recital Hall票房購票免手續費

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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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 - $499

Sui Lin Lui (Rosita)
Vincent Chong
Wai Ka Wong
Zhi Hong Qiu
歐智雄
關玲歡

捐款 $1,000 - $4,999

Shing Chor Chu

捐款 $100 - $499

Allan Mar
Angela Cho
Anna Yeung
Annie Tobasco
Ching Lin & Chun Xiao Shen
Christine Lam
Dai Yuen Li
Dr Stephen Wong
Him Wo Ng
Janet Parkee
Laen-Chung Pai
LWK Pty Ltd
Maggie Lam
Nancy Wing Kwan Ho
Neville Young
P Wang
Qantas Loyalty
Ruby Yeung

捐款 $100 以下

Derrick Giang

Henry Tai Chi So

Joy Lin Lee

Li Xu

Melissa Pan

Miao Kuang

Thi Dao Lam

Ting Lin

Trinh Huynh

W Q Du

Xiao Gang Ge & Jian Ying Tao

Yuna Yung
吳曼萍

捐款 $500 - $999

Dr Raymond K K Lau

Kitty Yuk Kuen Wai

Ngoc Quan Chau

捐款 $10,000 to $29,999

Addy Chi Lik Cheong

(in memory of張作銘Chok 

Meng Cheong)

Dr Zinnia Szewan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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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7年6月8日至29日  

     (逢星期四/共4課)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45分

對象：癌症患者 (已完成療程)

內容：第一部份--健康飲食

      第二部份--健體活動

導師：Victoria Lee (營養師)

      Christine Wong (物理治療師)

語言：廣東話

名額：15人(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費用：每位10元正 (不包括運動所需之工具費用)

地點：南區辦事處

日期：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Biddegal Function Room, Level 3, 2 Crofts Ave, 

      Club Central Hurstville 

      (Hurstville火車站面向Forest Road步行2分鐘可抵達)

內容：

 (I) 健康講座(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時45分)

1.婦女癌症防患檢測：林奇恩敎授

2.乳癌診斷及治療：夏弘醫生

3.女性生殖系統癌症診斷及治療：Ellen Barlow 臨床  

  護士顧問 

4.抗癌生命調理法：何華丹博士

(II) 資訊攤位(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

1.新州癌症協會

2.澳洲婦科癌症基金會

3.新州乳房篩查

4.新州癌症學會

5.新州多元文化健康服務

6.女青年會新州「姿采再展」乳癌計劃

7.更生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語(提供即場傳譯服務)

費用：全免(備有輕膳提供給參加全日活動者)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報名及查詢：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

**此活動由新州「更强的社區基金」

婦女癌症資訊日 2017-「防患與治療」

合辦機構：更生會、喬治河市政府、澳華醫學會

輔助治療活動 

「康復保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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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W Stronger Communities Fund)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