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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en, ⿓姑娘 

    為嚮應全國關顧者週，本會於10⽉19⽇舉辦了"輕鬆郊遊
樂"慶祝活動。⼀眾關顧者及其照顧者，浩浩蕩蕩來到皇家
植物公園遊覽。當⽇天公造美，天⾊放晴，園內The Calyx
溫室花園，是南半球最⼤的花卉綠牆之⼀，成了打咭熱

點。

    有會友表⽩: 「⼀個⼈困在家裏太久了，已沒有動⼒外出
⾛動。今⽇能被⿎勵出來活動， 有了⽬標，我的動⼒回來
了，真好 ! 雖然在活動裡並不認識其他⼈，但當知道⼤家
都是更⽣會的會友，有這緣份碰⾯，閒聊數語，也感受到

⼀份温暖。」

    ⼤夥兒在涼亭玩集體遊戲，遊戲中訪問了患者對關顧者
的感受︰當中最⼤的感恩是有關顧者在⾝邊，在治療過程

中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持，諸如幫忙照顧家中⽼⼩、做飯

烹湯、提醒按時服藥和陪伴覆診等，無微不⾄，真是無⾔

感激。

    ⼤會還預備了雞批、蛋糕和⽔果等健康午餐，在美景及
清⾵下，⼤家吃得津津有味。餐後遊湖賞花，三三兩兩細

說輕談；最後並沿著海邊漫步，直⾄活動解散。很期待明

年再與您同⾏，何其樂哉!

區沛珊

info@canrevive.com

Level 4, 7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02) 9212 7789

www.canrevive.com
www.facebook.com/canrevive

開放時間：星期⼀⾄五 上午⼗時⾄下午三時
辦公時間：星期⼀⾄五 上午九時⾄下午四時三⼗分

 (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休息 )

⿓姑娘 

    本會獲得「2021政府義⼯資助計劃」撥款，在⼗⽉成功
舉辦了「⽀援癌症復發患者之義⼯訓練課程」。課程是有

⾒癌症復發會友及照顧者，因病情轉變⽽亟需得到在個⼈

護理、飲⻝營養及⼼理情緒的⽀援。同時本會提供的⽀援

服務也須相應提升，達⾄到位及更佳的服務效果。

更⽣會悉尼總會、北區、西區及南區辦事處，將於2022 年
12⽉24⽇(星期六)⾄ 2023年1⽉2⽇(星期⼀)暫停開放，
2023年1⽉3⽇(星期⼆)恢復辦公。

    課程分別以普通話及廣東話全⽇培訓，得到⽀持⼩組、
電話⽀援及醫院/家庭探訪三義⼯隊伍積極參與，出席共三
⼗⼈。課程中專業護⼠講解有關復發病⼈⾝體狀況改變及

護理須知、在家如何養病和家⼈照顧、紓緩護理的概念和

實踐及相關的⽀援服務資訊等。營養師詳述肌⾁組織流失

與癌細胞的關係、怎樣評估營養不良、了解復發病患者營

養需要、疲勞與休息的協調。臨床⼼理學家分析復發後病

者和家⼈的情緒反應，並以⼩組討論和⻆⾊扮演，讓義⼯

練習聆聽技巧，從⽽領悟病⼈及家屬的處境、困難和需

要。

    義⼯們的迴響表⽰獲益良多，在護理、營養及⼼理⽅⾯
增⻑不少知識，並學會對復發病者的⽀持及⾝、⼼、社、

靈全⾯關顧。義⼯團隊是我們⽀援癌症患者及家屬不可或

缺的⽀柱，今次得到政府的資助，專業導師⽤⼼指導和每

位學員的努⼒投⼊，對每⼀位機構服務的施與受者都⾮常

⿎舞；盼我們都能學以致⽤，使服務更臻完善。



新職員Daisy
的自我介紹

    7⽉30⽇在悉尼南區推動了系列活動第⼆場講座。本次
公開公益講座題為「男到中年，三⾼驚⼈？」，由內科及

⽼⼈專科譚顯祥醫⽣講解如何預防、診斷和及早治療最常

⾒的中年男⼠三⾼問題。

「男到中年」系列社區講座圓滿結束

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洪姑娘 

    更⽣會獲得「新州癌症研究所」「華⼈癌症⽀援創意計
劃 」 （ Cancer Institute NSW Innovations in Cancer
Control Grants）撥款，推⾏⼀項適合華⼈⽂化及語⾔的名
為「男」⾔之隱 - 前列腺癌社區教育計劃，⽬前系列講座
已經完成了三場，獲得廣泛熱烈的反應。

    第⼀場「男到中年，體魄超⼈？」公益講座於5⽉28⽇
在悉尼北區舉辦。講座部分由澳亞醫療聯盟（Australasian
Medical Services Coalition Ltd - AMSC）榮譽顧問，更⽣
會榮譽醫學顧問林奇恩醫⽣教授（Prof. Danforn Lim）與
參會⼈⼠介紹了對男性健康威脅的各種病症，泌尿系統問

題，以及各年齡階段健康檢查的建議項⽬。

（左起會⻑楊迺賢先⽣，

澳亞醫療聯盟榮譽顧問、

更⽣會榮譽醫學顧問林奇

恩教授）

    在9⽉24⽇（  星期六  ）是第三場公開講座「男到中
年，“⼼”賊難防？」，更⽣會在西區Granville邀請了⼼臟
專科顧問醫⽣ -- 植偉彬副教授講解如何預防、診斷和及早
治療⼼臟病。

    更⽣會的會友⼤家好！
我叫Daisy， 是新上任的
⾏政⼈員。能夠成為更⽣

會這個⼤家庭的⼀員，讓

我感到榮幸⼜幸運。我平

時⾮常喜歡運動：⽻⽑

球，網球，滑板，滑雪，

跑步，游泳，徒⼿攀岩，

⾃⾏⾞，沙灘排球，健

⾝，瑜伽 ... 也愛好唱歌，
跳舞，繪畫，表演。更愛

吃，愛喝，愛動物 ... 我的
性格⽐較陽光開朗，愛

笑，愛聊，愛交朋友。喜

歡發現⾝邊的美好，也願

意分享給周圍的⼈們，我

期待可以和你們成為朋

友！ ^^

 更生會「男」言之隱
- 前列腺癌社區教育計劃

南悉尼服務中⼼ - 喬遷之喜      
周姑娘

    本會南悉尼服務中⼼於今年⼗⽉，已遷回前南區辦事處
舊址 (8 Park Road, Hurstville) 恢復運作，繼續為南區華⼈
癌症患者、照顧者及公衆⼈仕提供癌症資訊和相關的⽀援

服務。

    鑑於疫情持續影響，屋主梁先⽣於今年六⽉向本會管理
層透露推延重建計劃，並樂意在物業空置期内，託交本會

管理和免費租⽤整幢建築物，待未來歲⽉中，讓本會有⾜

夠空間在南區拓展癌症⽀援服務。 

    在建築⼈⼿匱乏的疫情下，幸獲屋主仗義相助，聯繫相
關⼯程⼈員，有效地完成内外牆翻新、屋頂防漏、地板翻

新、⼤閘加固維修及安裝輪椅斜坡板等⼯序，務求令本會

能盡快回歸舊址。裝修⼯程能在短短兩個⽉內順利竣⼯，

承蒙梁先⽣懷着「幫⼈幫到底」的善念，在⼯程進度中不

遺餘⼒、事事躬親、細意周全，甚⾄慷慨解囊，捐贈半數

以上的修繕費⽤。本會對屋主熱⼼惠助、造福社群，深表

謝意。

Daisy Liang

編者之言 - 更生天地 
Patricia

    有鑑於本會會務⽇益擴⼤，每區活動項⽬繁多，內容豐
富，⽽本季刊由於周期、篇幅及時間性的規限，只能簡撮

報導，實屬可惜，有⾒及此，故特在本會官網開闢「更⽣

天地」，詳盡滙報各區每期活動情況或會友感⾔，讓⼤家

更能明⽩瞭解本會動向。

    詳情請參閱本會網站: www. canrevive.com

（左起內科及⽼⼈專科

譚顯祥醫⽣，更⽣會會

⻑楊迺賢先⽣）

(左起更⽣會
⽀援服務主任

洪春芬⼥⼠及

⼼臟專科顧問

醫⽣植偉彬副

教授)



新冠疫情下出外旅遊須知新冠疫情下出外旅遊須知
更⽣會醫學顧問    李超浩教授

    現在澳洲新冠疫情較為緩和，旅遊⼤軍蠢蠢欲動，那麼
⼤家出⾏時應注意甚麼？如何⾃我保護？

    雖然世界衛⽣組織 (WHO) 近期説新冠疫情已趨緩和，
⼤家仍不可掉以輕⼼。鑑於⼗⼀⽉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

總統索性直接宣佈新冠疫症已結束，但⼈算不如天算，當

地傳染病學專家發現美國出現⼀種名為 Omicron BF.7 的
新變種新冠病毒，可能在秋季再來新⼀波疫情。幸好基於

物競天擇、適者⽣存的進化演變定律，變種病毒傳染⼒越

變越強，⽽殺傷⼒卻越來越弱。即是說，就算⾃⾝有⾜夠

的免疫⼒，在變種病毒的傳染⼒越來越強下，也可能受到

感染，然⽽變種病毒的殺傷⼒越來越弱，祇要有⾜夠的免

疫⼒，便能避過重症及死亡。故此⾸要是出⾏前確保⾃⼰

就算感染後也不會有重症，⾃然不會死亡。旅途中若受到

感染，那怕是輕症，也可能導致⼀些⿇煩，例如不准登

機，故旅程中要盡量避免受到感染。

計劃旅程時要考慮的事項

    在計劃旅程時，最好注意每⼀種你可能遇到的情況。通
過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才能保護⾃⼰和與你同⾏的⼈的

安全。以下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CDC ）提出的
問題，供你在計劃⾏程時考慮：

     新冠變體是否在你要去的地⽅廣泛傳播。例如你要知
道打算去的地⽅，是否正遇上新⼀波新冠疫情，或是疫情

緩和穩定。

    在旅程期間，你和與你同⾏的⼈是否能與他⼈保持社
交距離。⼀般來説，旅客在機場排隊辦理登機⼿續、過安

檢、登機等都會有些擠擁，難以保持社交距離。

1.

2.

    與你同⾏的⼈是否屬於⾼⾵險⼈⼠。例如是⻑者嗎？
有多年慢性基礎病嗎？免疫⼒正常嗎？

3.

4.    你居住或⽬的地政府有没有安排了任何特別的出⼊境
規則。例如是否需要提供登機48⼩時内陰性核酸檢測∕
登機24⼩時内陰性快速檢測證明；或其他疫苗證書或康
復證書等。

    如果在途中⽣病了，你能否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清
楚這⽅⾯，有助你決定是否需要買旅遊保險及投保多

少。

5.

在前往機場前

    如果你發燒或咳嗽，請勿出發。如果你⾝體不適，應
尋求醫療建議。前往機場前，盡可能預先安排和辦理好

旅⾏⼿續，包括：

當地電⼦簽證或旅⾏授權、健康證明和聯繫⽅式

電腦預辦登機⼿續

確保整個旅程有⾜夠的⼝罩和洗⼿液

在機場、登機前

    戴上⼝罩，保持社交距離。根據我最近的經驗，登機
時保持社交距離是⼗分困難的。故衹好依賴⼝罩及經常

⽤肥皂和⽔洗⼿或使⽤酒精類搓⼿液消毒雙⼿。消毒雙

⼿前避免觸摸你的眼睛、⿐⼦或嘴巴，尤其是雙⼿在與

經常接觸的表⾯ (例如⾨把⼿) 接觸後。

⾶⾏期間

    全程戴上⼝罩，且要注意正確遮住⿐⼦和嘴巴。此外
當⼝罩潮濕時便要更換。在⾶⾏過程中，避免不必要的

移動。等待上廁所時避免聚集。如果你在⾶⾏途中感到

不適，請通知機組⼈員並盡早就醫。經常⽤肥皂和⽔洗

⼿或使⽤酒精類搓⼿液消毒雙⼿。雙⼿妥善消毒前避免

觸摸眼睛、⿐⼦或嘴巴，尤其是在與經常接觸的表⾯接

觸後。⾶機到達後，不要急於下機。⼀定要保持相同的

⼿部衛⽣和⾝體距離。

到達⽬的地機場

    保持佩戴⾯罩或⼝罩，盡可能保持⾝體距離，包括在
移⺠局和⾏李提取處。同樣經常⽤肥皂和⽔洗⼿或使⽤

含酒精搓⼿液清潔雙⼿。雙⼿妥善消毒前避免觸摸您的

眼睛、⿐⼦或嘴巴，尤其是在與經常接觸的表⾯接觸

後。並謹記遵守當地法規。

杏林話語杏林話語



    為要保持機艙内的氣壓，空調系統每⼩時需要更換艙
内空氣若⼲次，它採⽤⼿術室⽤⾼效捕集微粒的HEPA過
濾器，過濾 99.999% 灰塵顆粒、病毒和細菌等空氣污染
物，確保機艙内空氣保持最⾼質量。由此可⾒，機艙内

的空氣其實是⼗分安全的，意思就是在機艙内幾乎没有

病毒是由空氣傳染的。那麽機艙内的病毒衹剩下⾶沫及

接觸傳染兩種途徑。前者可以⽤⼝罩、⾯罩、眼罩等去

保護，後者則以經常洗⼿或消毒雙⼿及避免觸摸你的眼

睛、⿐⼦或嘴巴這三個病毒進⼊⾝體的渠道。雖然許多

航空公司聲稱已為機艙做額外的清潔，但不能保證每個

表⾯都得到全⾯處理，因此請帶備抗菌濕紙⼱為座椅扶

⼿、托盤桌、座椅靠背袋、通⾵⼝、座椅觸摸屏、頭枕

和窗戶等清潔。同樣也適⽤於旅⾏者經常接觸的物件，

如公⾞、出租⾞的扶⼿或⾨把及使⽤電梯按紐、酒店電

視遙控器後清潔雙⼿。

坐⾞離開⽬的地機場

    若想⾃⼰在⾞內免受新冠感染，不要進⼊有太多⼈的
⾞廂，由於在⾞内不可能保持1.5公尺距離，故應全程戴
上⼝罩。可以的話，乘坐出租⾞，避免拼⾞或公⾞。避

免坐在出租⾞前排乘客座位上，與司機保持距離。

現在坐⾶機安全嗎

    如果你決定乘⾶機出⾏，請記住，在機上保持安全不
僅僅是戴⼝罩。登機前，你必須與當值櫃員和安檢接

觸。這意味著你要與很多⼈在⼀起和接觸不同表⾯，額

外的社交距離和⼿部衛⽣仍⾮常重要。

你適合⾶⾏嗎

    最終，這取決於你個⼈對⾵險承受的能⼒及了解出發
地和⽬的地的新冠⽐率，做決定時要記住⾵險。如果你

⽣病或感染新冠的⾵險較⾼，最好待在家，不要出外旅

⾏。任何想和你⼀起旅⾏的朋友或家⼈也該如此。

如何在酒店或出租屋保護⾃⼰免受新冠感染

    無可避免，旅途中你需要休息的地⽅，都會選擇酒店
或出租屋。如果你保持謹慎，任何⼀種選擇都是安全

的，遵循社交距離準則，並事先提出正確的問題。預訂

前，查看酒店或出租物業的清潔內容。為了保持⼊住

率，很多旅館都預告他們如何確保客⼈的安全，例如：

酒店正在加強消毒；提供在線⼊住登記和數字鑰匙；許

多酒店還會為客⼈的房間實施 24 ⼩時空置。

如何在遊輪上保護⾃⼰免受新冠的感染

    CDC表⽰，遊輪旅⾏不是零⾵險活動。若然你接種了
充⾜疫苗，感染新冠的機率也會降低。CDC建議：如果你
不了解最新的疫苗接種劑量，並知道⾃⼰是⾼⾵險⼈⼠，

會因受感染⽽患重病的話，請避免乘坐遊輪旅⾏。

會友心聲會友心聲

我的⽣存之道和⼈⽣領悟 - 我既是病者也是關顧者

同⾏者

    去年⼆⽉是我⼈⽣的⼀個重要轉捩點。我確診患有甲狀
腺癌，極度惶恐和悲傷感覺持續好幾天後，我覺得需要爭

取時間做些必要的事情。除了⼿術前⼀連串的檢查外，我

⾺上安排了律師辦理遺囑和授權委託書等法律⽂件，到銀

⾏辦理必要事宜，和親⼈聚會⾒⾯，⼤量閱讀有關⾃⼰病

情的網上資料等等。

    經兩次⼿術切除兩邊甲狀腺和附近淋巴，再⽤放射治療
和開始服⽤藥物後，緊張的⼼情尚未平復，不幸地我姐也

於五⽉確診甲狀腺癌，動了⼿術三個⽉後更確診了肺癌。

隨後的⼿術過程中出現醫療失誤，住院五⼗天共動了五次

⼿術才能勉強出院。之後化療的副作⽤也⾮常多和⼤。

    若你有任何疑慮，請先諮詢你的醫⽣。



    我們要尊重病⼈本⾝從這磨難中所感受到的。他們的沮
喪、怨懟、驚恐、逃避、情緒失控等等是完全真實的，是

他們⾯對發⽣在他們⾝上的事情的⾃然反應。我們不能絲

毫分擔他們⾝和⼼的痛苦，或許可在⼀定程度上，引導他

們從靈性的⻆度去理解和⾯對⾃⼰的境況，從宗教或哲學

上去尋找⼀些答案。從⼤⾃然中的花開花落、四季交替、

萬物枯榮等去領悟⼈的渺⼩和脆弱的本質，也更好去理解

⽣⽼病死的⼤⾃然規律，希望或多或少能啓發他們從靈性

上的領悟，去解開⼀些⼼結，繼⽽能夠放開懷抱去⾯對⼀

切。

    第⼆點是從我照顧的⼈⾝上看到很多重症病⼈的影⼦，
令我對⾝⼼靈的關係有更多體會

    我的病⼈⾝份也⾺上添加了部分照顧者的⾝份。還要安
排照顧和姐共住的⽗親。九⼗歲的⽼⽗在這期間也多次跌

倒住院，數處⻣折和有譫妄精神失常等徵狀。

    我從這雙重⻆⾊中⼜領悟了什麼呢？

    ⾸先及最重要的是要接受⾃⼰的局限和善待⾃⼰

    由於我情緒波動太⼤，甲狀腺藥物的劑量多⽉來也未能
調控好，我的甲狀腺機能反覆過度亢進和低下，影響了⾎

壓、⼼跳、眼壓、睡眠等等，除癌症專科外、也分別要看

⼼臟、眼睛和⼼理等專科醫⽣。我慢慢醒覺到無論要⾯對

多⼤困難，我也要盡量調整⾃⼰⼼態，否則除癌症外，我

或會發展出其他⾝⼼問題。

    還有的是我時常覺得⾮常疲倦，每天只有數⼩時稍為有
些精神。最初很內疚，覺得⾃⼰很沒⽤。後來知道這可能

是癌症病⼈常有的「癌因性疲憊」，現在才不那麼⾃責。

只有盡可能安排重要的事情在早上做，其餘時間多些休息

和做我喜歡的事情，不必要的事情和不必要接觸的⼈我也

避免。好像找個⾃⼰感到舒適的步伐去⾛，應該可⾛遠⼀

些。 

    癌症病⼈所⾯對的恐懼除了來⾃治療期間的⾁體上的痛
苦，還有是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感覺上是被宣判了死

刑，但不知何時執⾏，也不知執⾏前會受到多久和多痛苦

的酷刑。在能夠稍為⾯對、接受⽽開始勉強提起精神去處

理前，很多時已經歷了⼀⼤段時間的反覆否認、憤怒和沮

喪。

    這些負⾯情緒不是別⼈勸勉⼀下便可減少，雖然也可幫
助⼀些。但最重要是病⼈本⾝的性格、⼈⽣觀和⽣死觀。

    作為照顧者，我們未有親⾝經歷所以未能感受病⼈治療
期間的極⼤痛苦，雖然以我們的同理⼼或能某個程度上想

像得到。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我們只能做⼀個聆聽者去接納

當事⼈的任何情緒，去實際為他們做點事和有需要時陪伴

他們，⽽不是給些空洞的安慰說話。

    我告訴⾃⼰由於我的精⼒和時間有限，及有太多事情要
⾯對和處理，實在不容許⾃⼰有太多悲傷的時間。也由於

我知道⾃⼰的局限，很多事情也不能如願地盡快盡好地

做，只能分緩急輕重，同⼀時間聚焦在⼀件事情上。也沒

有空間去擔憂下⼀刻⼜會有什麼突發的事，令我招架不來

的狀況，也沒介懷是否做得好。可能活在當下便是這意思

吧！

    另⼀例⼦是患病初期我很努⼒上網查看資料，覺得愈掌
握多點資訉便會愈安⼼。但漸漸地我覺得有很⼤壓⼒，也

明⽩⾃⼰作為病⼈，已有醫院裏⼀個包含不同領域的專業

醫療團隊在處理，我實在應該學習信任和交托，安⼼做⾃

⼰病⼈的⻆⾊。

    很多時病⼈的沮喪和覺得尊嚴受損，是因為在治療期間
很多事情也要依賴別⼈，尤其是覺得⾃⼰是家⼈的負累，

所以或會拒絕別⼈的善意和幫忙。因此照顧者有需要去判

斷照顧的程度，讓病⼈在能⼒範圍內⾃⼰去做，逐漸提升

⾃⼰的信⼼和能⼒。病⼈⽅⾯也需要有今⾮昔⽐和⾯對現

實的醒覺，雖然以前能夠親⼒親為，獨當⼀⾯，現在有需

要時也要打開⼼扉，樂於接受別⼈的幫助，包括具體的和

⼼靈上的，這對照顧者也是⼀種信任和肯定。

第三點是我體會到有需要時，

去尋求和接受別⼈的善意和幫忙是很重要的

    中國⼈常以家⼈的幸福作為⾃⼰的⼈⽣⽬標，所以很多
癌症病⼈的憂慮源於未盡的家庭責任。這時候家⼈的體

諒、共識和⽀持便⾮常重要。有需要時要懂得放⼿，把⾃

⼰辦不來的事情交托給別⼈做，或好好地利⽤社會資源去

幫助⾃⼰和家⼈。例如我和家⼈在⼀番努⼒後，終於也要

把⽗親送往護⽼院照顧，這也是無可奈何但有必要的。

    我從緊張焦慮到現在相對隨遇⽽安，這過程感到很漫
⻑、很反覆、很艱⾟、很難以形容。但我感恩這些經歷令

我多懂了⼀些。我感恩⾝邊的⼈尤其是我丈夫的包容和⽀

持。我感恩⽣活在有良好醫療和各類⽀援的澳洲。我感恩

有更⽣會這個與癌症病⼈同⾏，和我們有共同語⾔⽂化和

跨宗教的慈善組織。我感恩組織內無數默默付出的各位，

無私地給處於不同階段的病友和照顧者，提供不同範疇的

關懷、資訊和服務。

我正在學習把「五道」中的道謝、道愛、道歉、道諒及道

別融⼊⽇常⽣活。希望和更⽣會及各位病友和照顧者同⾏

共勉！



時間 

網上⽀持小組新季度時間表

2023年3⽉22⽇⾄6⽉28⽇
逢星期三 10:30 am - 12 pm 

 

 

總會活動總會活動

⼩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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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毅恆⽀持⼩組
完成新病⼈⽀持⼩組之患者

或癌症復發者

2023年3⽉22⽇⾄6⽉28⽇
逢星期三 2 - 3:30 pm

普通話新病⼈⽀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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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陽光⼩組
完成新病⼈⽀持⼩組之患者

或癌症復發者及其關顧者

2023年3⽉23⽇⾄6⽉29⽇
逢星期四 10 am - 12 pm 

2023年3⽉23⽇⾄6⽉29⽇
逢星期四 10 am - 12 pm

走出憂⾕⽀持小組

2022年11⽉份聚會

⽇期︰

地點︰

12⽉5⽇（星期⼀） 

Watson Bay

時間︰ 10:00 am–1:00 pm

對象︰ 癌患家⼈⺒離世之關顧者

2022年12⽉份聚會 - 戶外郊遊樂

肺盡⼼機 - 肺癌⽀持小组

⽇期︰ 2022年12⽉5⽇（星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主題︰ 呼吸希望 - 與肺癌共存（分享我的故事）

地點︰ Zoom 線上會議

語⾔︰ 普通話 / 廣東話

對象︰ 肺癌患者 / 照顧者

（有興趣的⼈⼠請提前登記，我們會提供連接給你登錄參與）

⽇期︰ 2023年2⽉7⽇（星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主題︰ 新年新希望 - 新春相聚

地點︰ 悉尼總會 

語⾔︰ 廣東話 / 普通話

對象︰ 肺癌患者 / 照顧者 

廣東話歡樂⼩組 康復兩年以上的會友
逢每⽉第⼀個星期五

 10:30 am - 12 pm 

⽇期︰

地點︰

11⽉21⽇（星期⼀） 

市區總會

時間︰ 10:30 am–12:30 pm

對象︰ 癌患家⼈⺒離世之關顧者

廣東話關顧者⽀持⼩組 照顧確診不超過兩年之癌症患者/癌症復發者
2023年3⽉22⽇⾄6⽉28⽇

 逢星期三 10:30 am - 12 pm 



新州癌症研究所
「男」⾔之隱- 前列腺癌資訊講座及⽀持小組

- (Zoom 網上課程)更⽣會與雪梨⼥⻘年會合辦「姿采再展」
「姿采再展」是⼀項為期 8 週的健體運動和資訊課程 ， 專為經歷
過乳癌的婦⼥⽽設 。 該計劃的⽬的是提⾼參與者於治療後的肢體

靈活性和運動範圍 ， 並減低患上淋巴⽔腫的機會 。 

2023年2⽉14⽇⾄4⽉4⽇（逢星期⼆）⽇期︰

時間︰

語⾔︰

內容︰

10:00 am - 11:30 am （為期8週）

普通話 / 廣東話

熱⾝ 、 呼吸運動 、 放鬆伸展運動 、 規定性
運動 ， 以及與主持⼈和其他參與者的互動和
聯繫要達致最佳效益 ， 參加者需盡量完成整
個課程 。 

想了解這課程詳情 ， 亦可瀏覽新州⼥⻘年會網址： www.ywcaencore.org.au 。 

基於醫療原因 ， 參加者必須預先向本會報名及填寫相關表格。

更⽣會聖誕聯歡會

（Chris O'Brien Lifehouse）「⾯對癌症」資訊講座

2023年2⽉15⽇、22⽇、3⽉1⽇及3⽉8⽇（逢星期三）待定⽇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0:30 am - 1 pm

Chris O'Brien Lifehouse（119-143 Missenden Road, Camperdown）

治療癌症新趨勢、化療與放療的副作⽤及護

理、癌症病⼈的營養飲⻝、醫院及社區⽀援服

務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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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r Institute NSW）

⽇期︰ 12⽉12⽇（星期⼀）

題⽬︰ 前列腺癌⼿術後尿失禁問題的治療和護理

嘉賓講員︰ A/Prof Vincent Tse

 泌尿科專科醫⽣

時間︰  9:30 am – 11:00 am 網上資訊講座

11:15 am – 12:00 pm 前列腺癌病⼈/家⼈分享交流

語⾔︰ 廣東話/普通話 (現場提供傳譯服務)

對象︰ 前列腺癌病⼈/家⼈

網上Zoom會議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2022 年12⽉16⽇（星期五）⽇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10:30 am - 1:30 pm

悉尼華埠皇冠酒樓2樓

歌舞表演 ， 遊戲 ， 幸運⼤抽獎及午餐

$25/位

⾨票開售⽇期： 2022年10⽉24⽇⾄11⽉29⽇

票價︰

請注意：此活動只供已登記會友及現職義⼯參加，並需預先向本會辦事處購票。

⾸飾製作班 
你想製作出獨⼀無⼆的項鍊、耳環、⼿鏈、戒指送給親朋好友和⾃⼰嗎？你想為⾃⼰⽣活平添姿彩和成就感嗎？

歡迎你參加⼿⼯⾸飾製作興趣班，學習簡單而專業的⾸飾⼿⼯製作和設計技藝。

語⾔︰ 普通話

⽇期︰ 2023年1⽉4⽇⾄1⽉25⽇（逢星期三）
時間︰ 10:30 am–12:00 pm
對象︰ 會友

導師︰ 雷⾬⼥⼠ 備註︰ 另每堂材料費⽤$10（包括: 專業鉗及
設計盤, 925銀配件, 珍珠及寶⽯）

名額︰ 12⼈

地點︰ 市區總會

費⽤︰ $5（共四堂）



西區活動西區活動

北區會友歡樂組

（廣東話/普通話）

順德味道Taste of Shunde Chinese Restaurant

（9/11 Crofts Ave, Hurstville NSW 2220）

Supported by : Truth & Morality Association (Sydney) Incorporated / SK & YY Cheung Family Foundation Pty Ltd

北區活動北區活動  北悉尼服務中⼼
查詢及報名︰0428 183 882（⿓姑娘）

開放時間︰上午10時⾄下午2時，逢星期⼆、三（學校假期除外）
地址︰Level �, North Shore House, ��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

北區新癌症病⼈⽀持⼩組

（廣東話/普通話）

時間︰

11⽉22⽇及12⽉13⽇（星期⼆）

10:30 am - 12:30 pm

⽇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期︰

對象︰兩年內確診為癌症患者之北區會友及其照顧者

費⽤︰全免

10⽉11⽇ ⾄11⽉29⽇（逢星期⼆）

對象︰北區⽀持⼩組舊組員

費⽤︰全免

開放時間︰上午10時⾄下午3時，逢星期⼆、四、五
地址︰113 Hawkesbury Road, Westmead NSW  2145  

西悉尼服務中⼼
報名及查詢：(02) 9139 3234或 0401 052 599

⾯對癌症 – 靜⼼⾃療課程⼋段錦學習班

時間︰

2023年1⽉27⽇⾄2⽉17⽇（⼀連4個星期五）

10:30 – 11:30 am

⽇期︰

時間︰ 10:30 - 11:30 am

⽇期︰

地點︰本會西悉尼服務中⼼

導師︰ Ann Ngo

11⽉3⽇⾄11⽉24⽇（⼀連4個星期四）

地點︰本會西悉尼服務中⼼

導師︰ Laksmi Leung

費⽤︰

廣東話 （普通話輔助）

全免

語⾔︰

費⽤︰全免

語⾔︰

截⽌報名︰ 10⽉20⽇

廣東話 （普通話輔助）

截⽌報名︰ 2023年1⽉13⽇

    ⼋段錦功法是⼀套獨⽴⽽完整的健⾝功法，古⼈
把這套動作⽐喻為“錦”，意為五顏六⾊，美⽽華
貴！“⼋段錦”練習無需器械，不受場地局限，簡單
易學，節省時間，作⽤顯著。

    癌症患者難免因擔憂病情⽽產⽣緊張和負⾯情緒。
本課程提供不同的靜⼼練習，幫助病⼈及照顧者減輕

焦慮，調適情緒和⾝⼼狀態，及改善睡眠。讓學員能

建⽴平靜和諧的⼼境⾯對逆境。

以上課程，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南悉尼服務中⼼
查詢及報名 ： 0418 842 518 ( 周姑娘 )

開放時間 ： 逢星期⼆ 、三 、四及五 ， 上午 10 時⾄下午 3 時
地址 ： 8 Park Road, Hurstville NSW ����

南區活動南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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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會農曆新年聯歡會2023 -「福兔賀歲添新象」

地點︰

時間︰ 11 am - 2:30 pm             

⽇期︰

對象︰癌病患者及其關顧者

2023年2⽉2⽇（星期四  正⽉⼗⼆）         

費⽤︰每位 $25
查詢及購票︰ 2022年11⽉29⽇⾄2023年1⽉24⽇內容︰助慶節⽬ / 集體遊戲 / 幸運抽獎 / 中式午餐

捐款鳴謝: 承蒙各位善⻑⼈⼠捐助，使本會服務得以延續及拓展，特此致謝。由2022年7⽉1⽇⾄9⽉30⽇之善⻑名單如下:

捐款$100以下：捐款$100以下： 捐款$500 - $999：捐款$500 - $999：
Li Fang Shen
Spring Wong
Siu Yu Chan

Henry So
Anita Liu
KWOK NG Joe Ng
Miaomiao Gao

捐款$100 - $499：捐款$100 - $499：
Lisa Choy
Xun Li
Evelyn Tse
Vicky Tse
盧太
Michael Mason

David Ting/ Yeuk Ping Wong
Lai Wan Leung
Daria WU
Doris Kwok Wah Chan
Phillip Kwok
Raymond KK Lau

Wilkin Yan

ACMA Charitable Trust
捐款$1000 - $4999：捐款$1000 - $4999：

捐款$5000 to $9,999：捐款$5000 to $9,999：
Mr Andy Mak

捐款$30,000 以上：捐款$30,000 以上：
The Estate of the Late Z Leung

Doris NG

（7/8/9⽉）

吴蔓萍
（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