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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因新冠疫情⽽停辨了三年的義⼯聚餐，於去年⼗⼀⽉⼗
⼋⽇於皇冠酒家恢復舉⾏，聚餐筵開六席，有數⼗名義⼯

參加。

    接著由前會⻑李⿈超鳳頒發⻑期服務奬給服務五年、⼗
年、⼗五年的義⼯。她表⽰義⼯是更⽣會的⻣幹，本會⼆

⼗七年前成⽴時，亦全賴義⼯⽀持開始。她表⽰本會將會

成⽴兩個興趣⼩組 – 歌唱和編織⼩組，給有興趣的義⼯參
加。隨後由會⻑頒發培訓證書給⼗七位已接受培訓的義

⼯。

    序幕由三位新⼊職同事介紹⾃⼰給各義⼯認識。繼由會
⻑楊迺賢先⽣致詞，他表⽰疫情期間更⽣會的活動沒有停

⽌，反⽽有更多團體欲與更⽣會合作，所以本會各中⼼將

於本年會有更多活動，因⽽需要更多新義⼯參與⽀持。

    隨即開始午餐和抽獎，席間義⼯們談笑甚歡，⼤快朵頣
後，盡興⽽歸。

2023 年度執⾏委員會成員 , 名單如下 :

- 會⻑ : 楊迺賢先⽣
- 副會⻑ : 華陳真妮⼥⼠及李超浩醫⽣副教授
- 秘書 : 陳潤森先⽣
- 司庫 : 楊迺賢先⽣兼任
- 委員 : 周偉然先⽣、區沛珊⼥⼠及關陳燕美⼥⼠
- 替補委員 : 李⿈超鳳⼥⼠、朱婉雲⼥⼠及梁凱琦⼥⼠

    第27屆週年⼤會於12⽉14⽇在總會舉⾏，出席者共27
⼈，包括6位在線參與。

    會⻑楊迺賢匯報過去經歷了挑戰的⼀年。2021年6⽉開
始因疫症惡化，政府宣佈封城三個⽉，本會各區中⼼被逼

關閉；在這困難期間，會內活動透過電話及互聯網，繼續

提供⽀緩服務；公開講座及其他資訊⽅⾯的活動亦通過

Zoom或Google Meet讓會友參加。

    各區活動在⼗⽉解封後漸趨正常，誠邀會友回到中⼼參
與活動，但有部份會友對疫情仍存有戒⼼；因應會友的需

要，他們可選擇到中⼼或網上參與活動。本年度共接納了

148名新病⼈及31名關顧者；並提供了13,644⼈次服務。

    本會獲得澳華醫學會慈善基⾦會、澳洲華⼈公益⾦、新
州癌症學會及喬治河市政廳區基⾦撥款推⾏多項活動，包

括「前列腺癌社區教育計劃 -［男］⾔之隱」、「盆底肌康
復課程」及「⾝⼼靈康復課程」等。

    醫院探訪服務⽅⾯雖未能完全恢復正常運作，但因本會
與各區醫院仍保持緊密的聯繫，故 St George Hospital 、
Westmead Hospital 、 Concord Hospital 、 Calvary
Hospital、Life House及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都會將
有需要癌病⽀援服務的病⼈轉介給本會。

    司庫報告財政狀況時表⽰，因會務活動⽀出減少，及成
功舉辦了27屆籌款晚宴，故財政營運⽐去年佳。

    除了市區總會，南區服務中⼼及北區服務區中⼼外，服
務亦拓展⾄西區Westmead，開設新服務中⼼，以⽅便⽀持
該區的癌病患者。

    最後會⻑感謝各善⻑、⽀持者、專業⼈仕、贊助機構對
本會慷慨的⽀持；並向會內義⼯和職員致以由衷的謝意。 

    6⽉17⽇為28周年籌款晚宴，在Chatswood Westfield商

場內的唐宴壹號酒樓舉⾏。主講嘉賓為Professor Tracey

O'Brien, NSW Chief Cancer Offic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ancer Institute NSW。請留時間,到時踴躍参加。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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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聖誕聯歡會

杏林話語杏林話語

    ⼤會在司儀 Emily 及 Daisy 的⼀曲 “聖誕鈴聲” 揭開了序

幕。跟着會⻑楊迺賢先⽣向⼤家致歡迎詞。他指出：疫情

穩定了，2023年本會將會推出更多的活動。⽽裝修完畢的

南區也有多項計劃在進⾏中。在感謝職員及義⼯⼀路以來

的⽀持及貢獻後，他更邀請了6位現職的職員 ，上台介紹

她們各⾃的職務及所屬中⼼的活動。

    時光的⾞輪⼜劃過了⼀圈。2022年12⽉16⽇，更⽣會假

座皇冠酒樓舉辦了⼀場聖誕聯歡會，是⽇宴開13席，出席

⼈仕包括了執委、嘉賓、會友、職員及義⼯等共122⼈。

    久違了親切的⾯容，⼤家⼜再次遇上了。相互的問候，

細談⽣活的點點滴滴，場景是那麼的踏實⼜暖⼼。

    接著遊戲、歌曲獻唱及抽獎等節⽬交替展開，也開始午

餐美⻝時間。⼤家熱切的參與，歡聲笑語不斷。其間職員

及執委共獻唱了三⾸歌曲，他們感情充沛，聲情並茂。台

下觀衆也甜蜜互動跟著和唱，送上不斷掌聲。瞬間熱鬧溫

馨的場景瀰漫四周。

    願你我安康，有⼀個更豐盛的2023年。

Rosita

盡可能多些覆蓋⽪膚，例如⻑袖和⾼領⾐服

由緊密編織的⾐料製成，例如棉、滌/棉混紡和亞⿇

如果⽤於游泳，由合成彈⼒纖維（ lycra）等材料製

成，這種材料即使被浸濕也可以保持防曬。

    紐西蘭的⽪膚癌發病率是全世界名列第⼀，澳洲排⾏第

⼆，據統計，男性在75歲前出現⿊⾊素瘤 (melanoma) 的

⾵險為每24⼈中之⼀⼈，⼥性在75歲前出現⿊⾊素瘤的⾵

險則為每34⼈中之⼀⼈，每年有超過 430,000 名澳洲⼈接

受⽪膚癌的治療。當中有超過 10,500 個被診斷為⿊⾊素瘤

的新病例。每年有⼤約 1,850 ⼈死於⿊⾊素瘤和⾮⿊⾊素

瘤 (non-melanoma) ⽪膚癌。

"如何曬得健康"
更⽣會醫學顧問    李超浩教授

資料來源：澳洲癌症協會

    ⽪膚癌的主要病因是過度暴露於陽光中的紫外綫(UV)輻

射。僅僅 15 分鐘暴露於夏⽇的陽光下即可曬傷⽪膚，因此

保護你的⽪膚不受 UV 輻射是⼗分重要的。

    避免使⽤⽇光浴室或⽇光床，它們可以發出多達相當於

五倍的夏⽇正午陽光強度的有害 UV 輻射。

    ⽪膚癌在很⼤程度上是可以預防的。注意防曬。綜合採

⽤以下五個步驟來保護⽪膚，免受太陽的傷害並預防⽪膚

癌。

穿上防曬的⾐服

你可以選擇這樣的⾐服：



戴上太陽帽

尋找陰涼處

戴上太陽鏡

    在個⼈防預⽅⾯，定期檢查你的⽪膚，如果你注意到

⽪膚有任何異常的變化，請看醫⽣。

    如果你的⽪膚有不癒合的損傷，或者⼀顆突然出現的

痣，⼤⼩、厚度、形狀、顏⾊發⽣變化或開始出⾎，請

要求你的醫⽣替你進⾏⽪膚檢查。如果⽪膚癌發現得

早，治療可能更易成功。請記住，如果你有任何顧慮或

疑問，請應及早與你的醫⽣聯絡。

我可以在哪裏獲得可靠的資訊？

癌症協會輔助熱線 (Cancer Council Helpline) 13 11 20

    利⽤樹蔭，建築物的陰涼，或⾃備的⽤具遮陽。待在陰

涼的地⽅是⼀種有效及有助減少暴露於陽光的⽅法。在利

⽤遮陽物時，請確保它可以投射較深的陰影，你還需要使

⽤其他的防護措施（例如⾐服、帽⼦、太陽鏡和防曬霜）

來避開從附近的物體表⾯反射過來的 UV 輻射。

    太陽鏡與寬邊帽共同使⽤可以降低眼睛暴露於 UV 輻射

達98% 之多。要選擇符合澳洲標準(Australian Standard)

AS1067 緊貼⾯部包圍式的太陽鏡。兒童與成⼈⼀樣，佩

戴太陽鏡同樣重要。

    請記住在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之間，是UV輻射最強烈

的時間，並請留意 SunSmart UV Alert 警⽰標記，它會告

訴你需要注意防曬的時段。

 – 它出現在⼤多數⽇報上的天氣⾴以及氣象局網站：

www.bom.gov.au/weather/uv

    在澳洲任何地⽅衹以⼀個當地電話的費⽤，你和你的

家⼈便可獲得所需的資訊和⽀持。

    如果你需要傳譯員，請撥打 13 14 50 (TIS 全國號碼)

聯絡翻譯及傳譯服務處，並說出你所講的語⾔，然後請

他們為你撥打13 11 20 接通癌症協會輔助熱線。

    新州癌症協會  (Cancer Council NSW) 的網站

www.cancercouncil.com.au

    澳州癌症協會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的網站(可

鏈接進⼊各州和領地的癌症協會網站)

www.cancer.org.au

塗上 SPF 30+ 防曬霜

    請確保你的防曬霜是廣光譜 (broad spectrum) 和防⽔

的。防曬霜不應該⽤來增加延⻑你暴露在陽光下的時間，

並應與其他防曬⽅式⼀同使⽤。外出前⾄少 20 分鐘在乾

淨、乾爽的⽪膚上⼤量塗抹防曬霜，並每兩⼩時再次塗

抹。

    寬邊的、軍團⼠兵式的或桶式的太陽帽可以為臉、⿐

⼦、頸部和⽿朵提供很好的保護，這都是⽪膚癌好發的部

位。鴨⾆帽和中空的遮陽帽(visor)不能提供⾜夠的防護。

選擇⽤編織緊密的布料製成的帽⼦ – 如果你能夠看透帽⼦

的布料，則 UV 輻射也可以穿透。 帽⼦可能不會使你免受

反射的UV輻射，因此也應該戴上太陽鏡和塗上防曬霜來加

強保護。

tel:131450
tel:131120
http://www.cancer.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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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ene
記錄：關麗珍

    當時丈夫和兩名較年⻑的⼥兒⾮常關⼼和⽀

持我。我本⾝是很積極及充滿正能量的⼈。當

我知道要化療時，我以意志⼒告訴⾃⼰，不能

再擔驚受怕，⼀定要打赢這場疾病。我⽴即上

網在微信搜查有關資料。我加⼊由⼀群中國醫

⽣建⽴的乳腺癌群組，透過醫⽣了解他們對各

病例個案的處理⽅法。

    我於2019 年12 ⽉ 23 ⽇發現胸前有⼀⼩顆硬

塊。於是延醫診治，結果於⼤除⼣確診患了三

陰乳腺癌。當時正值⻑假期，無論公⽴醫院或

私⼈執業醫⽣都放假。我對這病茫無頭緒，全

家⼈都徬徨不已。丈夫於電話中聽到我輕描淡

寫說病情不⼤好，即嚇⾄魂⾶魄散，⽴刻從辦

公室趕回家探視我。

    ⼀家⼈原訂於翌年1 ⽉9⽇經北京赴歐洲旅

遊。12⽉下旬我⾒專科醫⽣時，他謂病情屬早

期，既已計劃要旅遊，就待回來後才開始治

療。但另⼀專科醫⽣則說，這並⾮⼀般的乳腺

癌，它很惡毒，必需盡快診治。

    結果我們只好取消⾏程。2020 年正值新冠肺

炎於歐洲肆虐，死亡率很⾼。福為禍所倚，禍

為福所伏，當時取消⾏程，本以為是遺憾，其

實是使⼀家⼈化險為夷，避過染疫⼀劫。

    在我確診前四個⽉，⺟親患上了卵巢癌，我

的確診，使我如跌落深淵；接受化療前，是我

⼈⽣最⿊暗的⽇⼦。同住的⺟親體弱多病，幼

⼦年紀尚⼩只得13歲，⼤⼥剛開始⼯作，我忽

然患癌，顧慮很多，每天都向三名⼦⼥像交代

遺囑似的叮嚀囑咐；常寢⻝不安，⼀周內消瘦

了四公⽄。

    治療期間，我的⼼情仿如坐過⼭⾞。欣慰

知道乳腺癌治癒率很⾼，壞消息是我得的是險

惡的三陰乳腺癌，放⼼的是堅持治療五年，病

情將會穩定下來。

    我反思⾃⼰，前两年家庭和⼯作的壓⼒很

⼤，那時⽗親剛逝世，情緒、⼼態影響健康很

⼤；我應多和別⼈溝通，⽽不是像現在鬱鬱寡

歡悶出病來。我積極配合醫⽣，接受治療，除

主診醫⽣外，我還⾃費看另⼀位醫⽣以便了解

更多病情，當我搜集資料充⾜時，我就不當患

癌是⼀回事，隨遇⽽安了。

    做完化療，我復元得很快，並加⼊了更⽣

會。會裡病友及照顧者的經驗，令我對⾃⼰的

病情有更多的認識，感覺幫助很⼤。

    我認為千萬勿把癌症當是絕症。多搜集資

料，了解病情，以便更好配合醫⽣治療；多參

加有益⾝⼼的團體活動；多與別⼈溝通分享及

分擔⽣活點滴。醫療愈來愈先進，宜樂觀積極

⾯對疾病，天無絕⼈之路，柳暗花明⼜⼀村。

    各位同路⼈，努⼒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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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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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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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am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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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am - 12 pm 

2023年3⽉23⽇⾄6⽉29⽇
逢星期四 10:30 am - 12 pm

走出憂⾕⽀持小組

(2023年2⽉份及4⽉份聚會)

肺盡⼼機 - 肺癌⽀持小组

⽇期︰ 2023年4⽉3⽇（星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主題︰ 如何應對肺癌治療的副作⽤

地點︰ 市區總會

語⾔︰ 普通話 /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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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 ⽉ 3⽇開始
逢星期五10:30 am - 12 pm
每⽉第⼀個星期五是⽣⽇會

⽇期︰

地點︰

2⽉20⽇及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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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2023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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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總會

語⾔︰ 普通話 / 廣東話

對象︰ 肺癌患者 / 照顧者

嘉賓分享︰ 年輕的肺癌病⼈Lillian 會來分享她如何⾯對末期肺癌的消息，如何積極配合治療，這幾年
與癌共存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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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活動總會活動

 

 

 

新州癌症研究所
「男」⾔之隱- 社區資訊講座

（Cancer Institute NSW）

⽇期︰ 5⽉27⽇（星期六）

題⽬︰ 前列腺癌的診斷、治療、營養及中醫調理

嘉賓講員︰ 待定

時間︰  10:00 am – 4:00 pm

語⾔︰ 廣東話/普通話 (現場提供傳譯服務)

對象︰ 前列腺癌患者/照顧者及有興趣的公眾⼈⼠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期︰ 2023年2⽉15⽇、22⽇、3⽉1⽇及3⽉8⽇
(逢星期三)

時間︰  10:30 am – 1:00 pm
講座內容︰ 治療癌症新趨勢、化療與放療—副作

⽤及護理、癌症病⼈的營養飲⻝、醫

院及社區⽀援服務

（Chris O'Brien Lifehouse）「⾯對癌症」資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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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Chris O’Brien Lifehouse 
(119-143 Missenden Road, Camperdown)

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宣傳單張或致電本會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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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太極

⽇期︰ 2023年3 ⽉7⽇⾄5⽉2⽇ (逢星期⼆, 共⼋堂)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導師︰ 伍漢偉先⽣(新州精武體育會) 

對象︰ 會友

語⾔︰ 廣東話

名額︰ 12 ⼈

地點︰ 市區總會 費⽤︰ $10

地點︰ 待定

嘉賓講員︰ Chris O'Brien Lifehouse專科醫⽣及
輔助醫療團隊

語⾔︰ 廣東話/普通話 (現場提供傳譯服務)



南區活動南區活動南悉尼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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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區普通話新病⼈⽀持⼩組

南區⽀持小組

⽇期︰ 2023 年 3 ⽉ 28 ⽇⾄ 2023 年 4 ⽉ 18 ⽇

對象︰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語⾔︰ 普通話

費⽤︰ 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逢星期⼆，共四次聚會）

確診⾄今不超過2年, 且從未參加過⽀持
⼩組的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期︰ 2023 年4 ⽉14⽇⾄6⽉2⽇

對象︰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語⾔︰ 廣東話

費⽤︰ 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 

（逢星期五，共⼋次聚會）

確診⾄今不超過2年, 且從未參加過⽀持
⼩組的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南區廣東話新病⼈⽀持⼩組

輔助治療活動 (廣東話及普通話)

「活在當下」正念實踐計劃

2023年2⽉23⽇(星期四) ⽇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正念與⾝⼼健康」廣東話資訊講座

2023年3⽉2⽇⾄23⽇(星期四/共4課) ⽇期︰

時間︰ 10:30 am - 12:00 pm

「釋放你的思想」正念廣東話培訓⼯作坊

2023年4⽉27⽇(星期四) ⽇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正念與⾝⼼健康」普通話資訊講座

2023年5⽉4⽇⾄25⽇(星期四/共4課)  ⽇期︰

時間︰ 10:30 am - 12:00 pm

「釋放你的思想」正念普通話培訓⼯作坊

導師︰ 陳鄭鳳儀⼼理輔導師

對象︰ 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作坊名額(廣東話及普通話)︰各 20 ⼈

地點︰ 好⼠圍柏道⼋號 

費⽤︰ 全免  (參加者必須預先報名及登記)

講座名額(廣東話及普通話)︰ 各 40 ⼈

此活動由「喬治河市政廳社區基⾦」贊助

簡化24式太極拳
健體班

⽇期︰ 2023年3⽉15⽇⾄5⽉31⽇

對象︰

時間︰  10:30 am – 12:00 pm

語⾔︰ 廣東話

費⽤︰ 每位 $10

(逢星期三，合共⼗⼆節) 

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盆底肌鍛煉」基礎練習課 (⼥性)

義務導師︰ ⻩慶銘先⽣

名額︰ 12⼈ (必須預先報名)

⽇期︰ 2023年4⽉5⽇⾄5⽉3⽇

對象︰

時間︰  10:30 am – 12:00 pm

語⾔︰ 廣東話

費⽤︰ 每位 $5

(逢星期三，合共五節) 

癌症患者

名額︰ 12⼈ (必須預先報名)



北區活動北區活動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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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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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區會友歡樂組（廣東話/普通話）北區新癌症病⼈⽀持⼩組（廣東話/普通話）

時間︰

2023年2⽉28⽇ 及3⽉28⽇

10:30 am - 12:00 pm

⽇期︰

時間︰ 10:30 am - 12:30 pm
⽇期︰

語⾔︰普通話 / 廣東話
對象︰兩年內確診為癌症患者之北區會友及其照顧者

2023年2⽉7⽇ ⾄3⽉28⽇(逢星期⼆)

語⾔︰普通話 / 廣東話

對象︰北區⽀持⼩組舊組員

全免費⽤︰費⽤︰全免

以上課程，查詢及報名︰0428 183 882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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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減壓小組Mindfulness & Stress Management Group 

費⽤︰時間︰

⽇期︰

語⾔︰廣東話

2023年3⽉15⽇⾄4⽉5⽇(逢星期三)

導師︰ ⿓姑娘

備註︰各⾃帶備瑜伽墊對象︰北區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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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100 - $499：捐款$100 - $499：

ACMA Charitable Trust

捐款$1000 - $4999：捐款$1000 - $4999：

捐款$10,000 to $29,999：捐款$10,000 to $29,999：

Anita Liu
Anna Lung
Anonymous
Chiung-ju Hu
Elsie Man
Good2Give
Miaomiao Gao

（10/11/12⽉）

興趣班

「陽台花園」園藝課程

2023年4⽉17⽇⾄6⽉26⽇⽇期︰

時間︰ 10:30 am - 12:00 pm

廣東話語⾔︰

費⽤︰ 每位 $10 (⾃備材料)(逢星期三，合共⼗⼆節) 

對象︰ 癌症患者及其關顧者

義務導師︰ 陳⽟玲⼥⼠

名額︰ 15⼈ (必須預先報名)

⽬的︰學習正念靜觀⽣活⽅式，練習鬆弛減壓，從⽽改善⾝⼼及精神健康，提升⽣活質素

10:30 am - 12:00 pm

Ng Rita
Shirley S Leung
Siu Yu Chan

（10/11/12⽉）

Xing De Chen
Yan-Wor E Fong

Anonymous
Catherine F Lau
Doris Chan
Doris Kwok Wah Chan
Janice Yeung
Lai Fun Chan
Nancy Wing Kwan Ho
Wai-Yu Weeks Lee
William Chan

Yee Lee
李興霞

Anonymous
Janet Zuo
Janice Yeung
Jonathon Wong
Kitty Wai
Ma Lai Wu
Melissa Chan
Ping K Ling

Aiforce Trade Pty Ltd
Everstone Pty Ltd
Isthmus Holdings Pty Ltd
Janice Yeung
Min Juan Jin
Spring Wong
Sunny International Hardware Group Pty Ltd
TONG LI Management Pty Ltd

Sophia S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