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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緩護理服務一般人都誤解為臨終服務，尤其是病者或

其家屬都視為禁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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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晚晴 - 紓緩護理服務

計劃」，一方面深入探討華人在獲得紓緩護理服務時所遇到的

文化和語言障礙，同時亦在悉尼各區舉行資訊講座，提高癌症患

者及其照顧者對紓緩護理的認識及改變一些錯誤觀念。今期的專欄

、會友心聲及好書介紹都用一個正確及正面的態度去分享紓緩護理

服務的好處，讓讀者更懂得如何計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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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義工獲 Banks區
頒發義工獎

     更生會獲 Banks 區一年一度的邀請，提名一位義工接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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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家梅女士（Beatrice）自2011年起，便一直致力為更生

會服務，她主力協助在聖佐治地區內的醫院探訪，包括聖佐

治公立醫院（St. George Public Hospital）及加略山科格拉保

健中心 ( Calvary Health Care Kogarah )。此外，Beatrice 亦是

家庭探訪服務團隊的義工，讓在家療養的病人及關顧者也可

得到情緒支持，這些服務對紓緩護理期的病人及照顧者尤其

重要。Beatrice 也有為培訓新義工作出貢獻，不時提出建議及

寶貴的經驗分享，務求新義工能更有效率地投入探訪服務。

鮑家梅女士與 Banks 選區議員大衛高民及外交部長畢曉普合照

    眨眼間更生會已踏入第二十三年了，本會將於 6 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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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並邀請得更生會名譽贊助人兼新州最高法院法官嘉寧 The 

Hon Justice Peter Garling RFD 為主講嘉賓。當晚的餐券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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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款慈善獎券現已開始發售。獎

品非常豐富，頭獎是價值 $120 空氣淨化器一部、二獎是價值 

$300 超市百貨禮品卡一張，總共 9 份獎品。如想購買慈善獎

券，可以親臨本會。抽獎將於『籌款晚宴』當晚舉行，得獎者

將以電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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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與會友共同慶祝本會成立二十三週年，將於 7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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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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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二十三週年
籌款晚宴及慈善獎券

No one should face cancer alone

     此獎項的嘉許儀式於 4 月 3 日晚上，假 Penshurst RSL 

Club 舉行，並由澳洲聯邦 Banks 選區議員大衛高民 ( Hon. 

David Coleman MP ) 及澳洲外交部長畢曉普 ( Hon. Julie 

Bishop MP )  宣佈及頒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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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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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ictor Yeung



會務報告

杏林話語

文：李超浩醫生
更生會榮譽醫學顧問

     在正常情況之下，沒有一個細胞是不受這個《生長法則》

管制的，也沒有一種組織會超越出這個《生長法則》的範圍。

如果某一種組織或細胞生長繁殖的速度及分化的程度，超出了

這個《生長法則》的範圍，細胞的生長繁殖，便沒有限制。細

胞的數目，便會漫無止境的增加下去。這樣，細胞的分裂繁殖

便會失去準繩，不再依照一定的程序分裂，不會發展為成熟的

細胞。所生長出來的細胞或組織，當然也不會與別的組織互相

配合，也不會進行它應該做的工作。

     例如一個家庭如果誕下一個發育不健全，而又弱智的小孩

，便已令這個家庭十分頭痛。試想想如果發育不健全而又弱智

的小孩，是漫無止境地生產出來，這個家庭很快便會受到破壞

。（事實上中國確曾有這種問題出現。在中國某些極缺乏碘質

的地方，整條村、整個城鎮都可能充滿了患碘缺乏的病人。這

些病人的智商及身體的發育都不健全，造成整個社會受到破壞

。）同樣，當這種不正常的細胞愈長愈多，在身體中佔據的體

積愈來愈大，變成了一堆對身體有害無益的廢物，這堆廢物便

是所謂「癌」了。相信大家都知道，癌的英文名字叫作 

“Cancer”，英文字“Cancer”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指「橫行蟹」

，星座的「巨蟹座」亦稱為 Cancer，文意上即是不遵循一定

的軌跡，所以「癌」的文意是指「橫行霸道」的東西。

     為什麼癌細胞是橫行霸道的呢？它們與正常的細胞有什

麼地方不同呢？其實它們不同之處在於「正常」細胞因為受

到《生長法則》的規限，它們分裂、成長之後便不會再分裂

繁殖，它們懂得停得「及時」、停得「適當」。但大自然中

的奧妙，在於這些正常細胞仍然具有分裂繁殖的潛能，當身

體組織受到破壞的時候，它們便會再次發揮它們存在著的分

裂繁殖潛能，迅速地繁殖，生產出新的細胞來替代受破壞後

壞死的細胞。當組織康復之後，這些細胞便自然又會及時、

適當地停頓下來，而不會不停地濫用這種分裂繁殖的能力。

      可是當這些細胞內儲存《生長法則》的資料庫發生突變

之後，這些細胞便不受《生長法則》的約束，而變成了癌的

「種子」。有了突變的細胞，有了癌的「種子」，是否一定

會長成為影響生命的癌呢？理論上是會的，因為癌細胞既然

不再受分裂繁殖的限制，便會不斷地分裂、不斷地繁殖，不

斷地產生為害甚大的廢物出來。

橫行霸道的癌組織

     2018 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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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書本版發售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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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前往更生會專頁作網上訂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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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網上訂購專頁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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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tainment Book 
現接受訂購

為生命接力

    一年一度由新州癌症協會主辦的「為生命接力」籌款活動

已於3月17日假座 King George Park, Rozelle 舉行。活動的目

的是支持正與癌病搏鬭的患者，為康復者及他們的關顧者慶祝

，及懷念因癌病去世者。籌募所得的款項將用於支援、防預與

研究工作，並為將來建立一個無癌症存在的世界。這有意義的

活動始於1985年，現在全球有22個國家每年都舉辦這活動。

   當天風和日麗，場地靠近海邊，風景怡人。每年更生會會

友及義工都十分踴躍參與此活動。時間接近9時30分，45位參

與者齊齊換上大會供應紫白色的上衣，扣上「康復者」或「關

顧者」的布帶，齊集在起點。當嘉賓致辭完畢，本會執行委員

李黃超鳳女士及大會另一位女士，分別用粵語及英語宣讀誓言

及宣佈活動正式開始。康復者及關顧者浩浩蕩蕩出發，帶領先

行一圈，其他參與者在旁鼓掌、打氣和支持。行過一圈後，其

他在場人士便加入步行。步行數圈後，工作人員便引領我們去

享用精美的茶點。

   晚上還有一個燃點「希望燭光」的環節。參與者在紙袋上

寫上給已去世的親人或朋友親切的詞句，懷念他們；紙袋內放

上電動小洋燭，跟着便把發亮的紙袋整齊地放在走路徑旁，繼

續不停地接力去走圈子。

   澳洲自1999年開始舉辦「為生命接力」這活動，現在每一

省及領地都有舉辦。明年希望有更多本會的朋友參加，齊齊為

生命接力。

文：Ella Lee



會友心聲

光輝晚「程」
口述：Joyce Mak

記錄：Ann Ng

         2014 年12 月初，我接到在香港的叔父患肺癌入醫院的消息，當時外子麥子權 Kent 一點病徵也沒有，但我為了安

心，便請他去照肺 X 光， 不幸地，他的肺在 X 光 照片裏出現了陰影，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的檢查和化驗，結果確診患上

肺癌，屬非小型細胞肺癌第四期，已擴散至脊骨。適逢聖誕節，很多醫生都去了度假。到位於 Wahroonga的 Adventist 

Hospital 見過癌症專科醫生後，並相約在假期後開始治療。

        Kent 一向生活健康，有適當的運動，飲食定時，絕不沾煙酒，為何會無聲無息地患上肺癌，百思不得其解，醫生只

能解釋為基因突變。我們開始在互聯網、圖書館等各種渠道，找尋有關這類肺癌的資料，盡量吸收這方面的知識，盼能

與醫生好好溝通，找出治療的方案。在未開始西藥治療前，我們曾考慮過是否可以試試中藥的治療，不過一直以來對中

醫藥沒有多大的認識和信心，故此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開始治療時 Kent 是服食標靶藥的，但 10 個月後發現沒有了藥效，於是癌症專科醫生轉介 Kent 往 Royal Prince 

Alfred 醫院，獲肺癌專科醫生接手醫治，希望能找尋到一些適合他的臨床實驗新藥；失望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新藥，醫

生提議用回傳統的化療，經和醫生詳細磋商後，獲知化療只能延長控制病情約六個月的時間，但副作用非常之大，病人

身體、生活的質素會變得愈來愈差，於是我們決定不採用化療，而只用放療來紓緩咳嗽，放療並不能控制癌細胞的擴展

。2016 年 4 月 Kent 的病情惡化，於是再回到 Adventist Hospital，接受放療。住院三星期後，癌細胞已擴散至體內的其

他器官。主診醫生宣佈無法再治療，於是由負責紓緩護理的醫生繼續照顧他。紓緩護理醫生給他加強止痛藥劑量。 當時 

Kent 出現腳腫、腹腫，並因吃止痛藥而便秘。有義工來醫院教我替他按摩，以減輕他的不適。我每天奔波於家和醫院之

間，做些可口的食物帶給他。為了便於泊車，院方給我一張免費泊車證。這時候 Kent 只有靠藥物止痛，才能有安靜可言

。紓緩治療會用多種方法及藥物，為病人減輕身體上的痛苦。同時他亦簽下預設醫療指示。

        Kent 是個脾氣溫和，意志力堅強的人。在最後的三個星期，他的身體愈來愈衰弱，卻從沒抱怨。這段時間他還可以

行動自如。當家人、朋友、學生、教友來探望，他會帶大家去觀賞醫院內的一個有金魚、有美麗珊瑚的水族箱，或是到

一個小小的花園平台散散步。我天天陪伴著他，無論是做放療或打止痛藥都在旁邊照顧著。在醫院安靜的環境裡我們談

了很多，把要安排的、要囑咐的事情都一一辦妥。事情順利交託對病人很重要，因為可以減低壓力和焦慮。在病房內我

們常備著筆墨和紙，當他身體狀況較好時會寫寫書法，抒發他的情緒和心境。以下是他離世前數天寫下的一首詩

生在人間有散場 死歸天國也何妨
天上人間差相似 自在消遙一夢鄉

     2016 年 5 月15 日下午，Kent 安祥離世。我們是天主教徒，死亡不是生命的句號，我們終有一天可以在天國相見。

      2018 年 5 月 5 日 11 時『麥子權師生書法展覽』開幕。經過兩年的籌備，我和兒女、學生將為他完成這個心願。

後記：

病人在接受紓緩治療期間，一般都是很疲累，若有安靜的休息地方，對病人很有

幫助。關顧者與病人如能坦誠相對，凡事商量，可減少不必要的壓力和憂慮。若

是夫妻，讓對方知道你一直堅守婚姻的誓約：甘苦與共，不離不棄。至於治療，

除了尋求醫療人員的專業意見，也應尊重病人的意願。

Kent的病情惡化，這是意料中的事。我們都不用擔心徬徨，因擔心徬徨也沒用。

我們信賴醫護人員會盡力醫治他，我們明白「人生自古誰無死」，大限到來，誰

也逃不了。只要在生之年，活得充實，活得有意義，便可以無憾，便可以平靜地

回天鄉。



講者包括: 陳大慶醫生、陳瑞波醫生、呂家明女士、林奇恩教授
撮錄：柳冠勤

紓緩護理是人本醫學，除處理症狀外也給大量

關愛來照顧心靈，對患者更人性化地照顧。

全面照顧各方面的需求，除生理和心理外，宗

教方面的需要也可提供支援。

肯定生命的意義，認為死亡是自然過程，讓病

人自然死亡，不加速也不刻意拖延死亡過程。

確保生活質素 (quality of life)，無法醫好病人

時盡量減少各方面的痛苦，讓他們在剩下的時

間過得有意義而沒有遺憾。

甚麼是紓緩護理

    紓緩護理是對治癒性療法沒有反應的末期病患者的

積極性全人照顧護理，目標是為病者控制疼痛和紓緩

症狀，並提供精神和心理性、社會性以及靈性方面的

照顧，讓患者有尊嚴地離去。紓緩護理的服務對象不

限於患者，也積極主動地對家屬提供協助，在患者死

亡前及哀傷期間照顧家屬各種心靈需要。

紓緩護理的特點

紓緩護理的提供

止痛藥物

鴉片類藥物的副作用

       鴉片類藥物有過渡性的副作用如渴睡、作嘔和頭暈

，但通常在幾日至一兩週內，就會減少或消失。長期

的副作用是容易便秘，需要同時使用瀉藥保持大便暢

通。

   很多人對鴉片類藥物存有偏見和誤解，例如是會上

癮產生依賴，又或者是會縮短壽命等等。但由醫護人

員適當地使用是不會有太多的副作用，況且副作用也

可以處理的。

紓緩護理服務

紓緩護理會伴隨着治癒性治療，在病情加重時

漸漸增加比重。癌症病人即使未達到末期，在

病者仍接受治療時，紓緩護理也可以幫助減少

副作用，同時對家屬和關顧者給予支持。

沒有年齡限制，非癌症病人也可接受服務。

紓緩護理由一組醫務人員、醫療輔助人員如職

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營養師及專業人員如

社會工作者等組成的醫療團隊提供。

除了醫院也可以在寧養院 (Hospice) 提供，亦

可以居家靜養。如需要醫療儀器，可以安排，

亦可安排醫生護士上門。

疼痛管理

   疼痛主要來自癌組織，在有限的空間生長增加壓力

，壓迫或弄歪鄰近的組織和神經腺引起疼痛。但疼痛

也可以來自治療，又或者是感染、關節炎或肌肉抽搐

等。

   疼痛會增加心理壓力，並引致失眠和焦慮。長期疼

痛也可以令人沮喪抑鬱，而忍受疼痛會花很多精力，

令人的心思都被疼痛佔據，沒有餘下的空間容納其他

活動，所以適當的疼痛處理是必須的。長期慢性疼痛

亦會令中樞神經產生變化，影響身心健康。

本期專欄

總結

紓緩治療並不是放棄對末期病人的治療，而是將治療目標

從臨床治療轉向症狀控制。正如林奇恩教授引用電影新不

了情的說話「如果人生最壞只是死亡，生活中怎會有面對

不了的困難。」

需要怎樣的照顧

在那裏度過人生最後階段

誰為你作決定

死後是否捐贈器官

最重要是讓別人清楚知道你對各方面的喜惡

，確保能為你作出正確的選擇

需要考慮的事

   預設醫療指示讓你預先表達自己對治療的意願，例

如列出在何種情況下，不接受何種維持生命治療，讓

你有尊嚴地自然離去。何時提供或放棄維持生命治療

，醫生會先從病人最佳利益角度，衡量治療對病人的

負擔和好處，才決定治療是否無效，繼而尊重病人本

身意願。

   當你無法作出決定或無法與別人溝通時，你所簽下

的預設醫療指示就成為親人或醫護人員一個指引，幫

助他們為你作出決定。

   預設醫療指示需要在神智清醒和有能力時訂立，並

可以修改，一切按病人自己的意願而定。

指示內容包括：

誰是法定持效健康監護人 Enduring Guardian，
如不指派監護人，誰可以為你作決定。

你的價值觀、生命、生活目標和喜惡。

同意和拒絕那些照護和治療。

預設醫療指示 (Advanced Care Directive)

   訂立的過程可以和親友討論並請教醫護人員，根據

病情和將來進展修改。在新南威爾斯省有合法適用表

格，只要填上詳細資料並回答所有問題就可以了。其

他省份的指引同樣有效，沒有表格的話，可以寫一封

信或文章包括同樣內容，簽名後才有效力。訂好後最

好準備幾份副本由醫生簽署，病人和家屬保留一份，

一份放在病歷，一份給被授權作決定的親友保管。

       疼痛治療需要盡早控制，可採用藥物如非鴉片類止

痛劑 Panadol 或鴉片類止痛劑 Morphine 嗎啡等，經醫

生處方及監控之下，病人大可放心使用。



（圖書編號：BMCZ52）

    作為關顧者，照顧患上末期癌症的親人是痛苦和刻骨銘心的經驗。既要照料和

安撫病人，又要克服自己的情緒。本書作者的愛兒不幸患上末期肺癌，作為母親

，她的悲痛和承受到的壓力自非筆墨所能形容。但她並沒有絕望和怨天尤人，反

而決定把自己的經歷用文字記錄下來，用來幫助那些處於同樣環境的關顧者。

    在本書中，作者詳細寫下兩母子在整個過程中的生活點滴，由確診、治療，到

他去世前的幾個月。其中可以看到她用宗教信仰，引領自己走出幽谷，並鼓勵重

病的兒子盡量利用有限的歲月，生活得精采，勇敢地面對命運。

    全書最感人的是，她如何陪伴兒子走最後一程，她刻意掩蓋自己的悲傷，並坦

承和他探討對生命的看法，甚至如何安排身後事，使他深信死亡並不可怕。關顧

者如能做到這點，便是對末期病人最大的貢獻。

越過幽谷
文：梁遠榮

義工心聲
文：Carole     

受訪義工： 謝婉珍 Virginia Darley ( 曾是癌患關顧者，5 年義工資歷，現協助醫院探訪，走出憂谷小組)   

           莊佩珠 Amy Chong ( 乳癌康復者，12年義工資歷，現協助醫院探訪，歡樂組)

 
   更生會的各種服務一直有賴社區中熱心人士的支持，當中不可或缺的是我們的一眾義工。今期季刊特別訪

問了兩位協助醫院探訪服務及支持小組的資深義工，以她們的角度訴說參與兩個服務範疇的感受，好讓更生會

的會友與支持者了解義工的角色。

在深入瞭解過更生會的各種服務後， 我認為醫院探訪服務比較適合自己的個性。在醫院裡進行探訪

，需要主動接觸陌生人及面對癌症患者與家人，是一項富挑戰性的工作。的確，向新病人介紹自己

及更生會的支援時，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些人的婉拒，重要的是不要覺得被拒絕而感到沮喪，讓這

些感覺影響我的心態和服務。我明白到他們對接受服務的猶豫，並不完全否定我的貢獻，我相信義

工的鼓勵就如今天撒下的種子，在適當時機便會發芽，壯茁成長，使癌症患者與家人受益。

做義工服務也促使我個人層面的成長，培訓過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技能，使我生活的其他領域受益，

例如自我反省的能力及與家人和朋友的溝通技巧。日積月累下來，我最深刻的轉變是除探訪技巧變

得比較容易掌握外，自我信心亦大有增加。

 

我作為癌症康復者，多年前曾有幸獲得更生會義工作出的支援，因此我特意希望回饋，將自己曾經

歷過的那份孤獨無助感和害怕轉化為力量，把喜悅和安慰給予那些正在抗癌的會友。參與義工服務

是一份意味深長的工作，包含了經驗的傳承和薪火相傳的精神，我學習到團隊合作跟凝聚力的重要

性。對我而言，醫院探訪的一個最為鼓舞的得著，是能夠讓醫院工作人員和住院病人知道有華人的

支援服務，以緩解他們的苦惱。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支持會友的過程當中，我與他們建立了不可替

代的信任和友誼。從義工身上，他們看到了康復的希望，因此我深信做這項義務工作是值得的。我

堅信以愛心來帶動和延續我們的服務，用熱情感染他人，達到助人助己的目標。

 

義工支援服務既充滿挑戰性又能帶出個人内在的滿足感，如以上兩位義工所說，做義工乃是一個活

到老學到老的歷程。有見及此，更生會每年都會提供進階訓練課程予在職義工，未來一次訓練將會

在8月份舉辦，詳情敬請留意稍後的公佈，我在此鼓勵各義工多利用更生會提供的學習機會。

Virginia：

 

Amy：

總結：

義工專訪

作者：鄭雪華

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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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星期一） 
主題：肺癌治療方法分享會
內容 : 肺癌病者分享目前的治療方法，可能的副作用和效果

日期：2018年8月6日（星期一） 
主題：與癌共存- 肺癌倖存分享
嘉賓 : 擁有愛她的丈夫，可愛的     歲女兒，女律師            卻被診斷為晚期肺癌。
      她是如何面對治療，痛苦、歡樂、愛、失去和重新擁有             年她來過分享，今年讓她的故事繼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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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共同經歷的人士

6月18日及8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輔助治療活動

康復保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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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身體鍛煉與運動調息。 

日期︰2018 年6月5日至6月2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 時 30 分至下午12時45 分
對象︰已完成治療兩年內的癌患者及其關顧者

導師︰ Victoria Lee（營養師）及 Leon Tao（運動治療師）

名額︰ 20 名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5（共四堂）

地點︰ 更生會市區總會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市區總會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對象：肺癌患者/照顧者

新書介紹

總會活動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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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illian
? 2016



特別活動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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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打扮漂亮、心情舒暢！

日期：2018年 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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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正在接受治療或完成治療後12個月內的女性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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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班

西南區活動

八月份公開講座「了解子宮頸癌與篩查方法」

《全國子宮頸癌篩查計劃》是一項澳洲聯邦、 州和領地政府的聯合計劃。 鑒於此項測試計劃 於 2018年作出改變

，更生會特意舉辦公開講座，讓公衆有機會認識新的檢測方式。

主題：了解子宮頸癌與篩查方法
講者：待定
日期：2018 年 8 月 16 日（四）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待定

費用全免，有茶點提供，設有即場粵語及普通話翻譯。

「面對癌症」資訊講座（市區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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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4日、11日、18日、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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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由澳洲華人公益金贊助

日期︰  2018年8月6日至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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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會市區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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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妝添信心工作坊

練功十八法初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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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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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活動

Anita Liu
Han Ling Ho
Henry So
Iris
John Lee
Jun Liu
Shirley S Leung

捐款 $100 以下

M F Lai
Pamela De Santy
聯和一起素 Luen Wo Vegetarian Ltd. 

Anonymous
Kitty Yuk Kuen Wai
UK Online Giving Foundation - Claudia Liu in memory of Harriet and Tin Yam Liu

Annie Tobasco
Cecilia Lung
Diana Liaw
Doris Chan
Harry Truong
Him Wo Ng
Jason Ju
Jeannette Ko
Jun Su
Lin Hong Ye
Ms Yeuk Ping Wong & 
Mr Chi Yeung David Ting

八月份公開講座「肝炎疾病的預防與監測」

 

南區支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小組 對象 時間

廣東話互勉及毅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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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至6月26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廣東話歡樂組 

3月19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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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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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cy Wing Kwan Ho
Peter Truong & Wai Yung Trong
Raymond K K Lau
Rui Li
Shao Peng Jiang
Shun Zhen Peng
Vincent Chong
Yazhen Jin
Yee Wah Lam
唐遠昭
洪彩雲

日期：2018 年 8 月 24 日（五）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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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公眾人士

講者：張玲女士(臨床護士顧問, 聖佐治醫院胃腸病學和肝病學) 

      Win Yee Tan  (項目協調主任, 紐省肝炎教育及社區支持)

講座內容︰肝炎疾病預防與監測方法、肝炎疾病社區支援服務

費用全免，設有即場粵語及普通話翻譯。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現場附設資訊攤位 (上午 10:00 - 10:30 及下午 1:00 - 1:30 進行)

協辦機構：紐省肝炎及新州多元文化健康服務

此活動由新州「更強的社區基金」贊助

市區總會及南區辦事處

將於以下公眾假期暫停開放：

6月11日 (星期一) - 英女皇壽辰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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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善長名單如下:

捐款 $1000 - $4999

捐款 $10,000 to $29,999

Yip-Chow Desmond Kong in memory of Catherine S P Kong

捐款 $500 - $999

Siu Yim Cheung
Tony Tse
Yuen Shu Ho
Yenny SuSiLowati
Yuna Yang
朱美麗

捐款 $100 - $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