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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的文章不代表維省新生會的意見 



生命之光 第 ���期  April 2018  

2                 ����������������������������������������������������������� 

忙死了 

 

最近真的忙死了，感到疲倦丶

精神不集中丶透不過氣來。英

文有說：,
P� XS� WR�P\� QHFN� DW�
ZRUN�� DQG� WRR� PXFK� RQ� P\�
SODWH� 
 

每年年初，放完聖誕及新年假

期，新生會便會開始恢復一切

會務。而今年恰好事情特別

多。首先，一月份，我們在會

所舉行了新生會新名稱（英

文）的啟動儀式, 亦於同月與

維省癌症協會（Cancer Coun-

cil Victoria）共同完成了拍

攝宣傳「腸癌篩查」的視頻。 

春節期間，本會舞獅隊在不同

地點進行了表演，如： Peter 

MacCallum 腫瘤中心、亦於位

於 Box Hill South 的

Bunnings 進行了書法表演。二

月份， Bendigo Bank 慈善基

金董事會會員造訪新生會，與

星期二支援組的會友們一同共

享了由義工親手準備的午餐, 

慈善基金捐贈了一萬元給我們

用於提供教育工作。 繼而于三

月中,本會也與 Peter Mac-

Callum 腫瘤中心共同舉辦了

「康復之路」資訊會。 除了以

上活動外, 我們也密鑼緊鼓地

籌辦著新生會嶄新項目——

「軒愛·家居服務」,包括進行

了員工招募以及入職培訓。  

這些或許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

上，其中很多繁瑣的小細節不勝

枚舉，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去處理。與此同時，我也需要

指導社工及輔導的學生，再加上

不少的突發事件於近期發生，真

讓我喘不過氣來。幸好我有一個

工作團隊來共同分擔工作，一切

事情總算完成了。 

 

細想起來，為甚麽我們總說“忙

死”了呢？其實，我們不是忙着

去幹活嗎？難道我們不是為糊

囗丶為工作丶為生活而忙碌

嗎？如果你問朋友生活如何，他

們的回答多半是：「很忙。你

呢？」。 

���姚太專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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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除了每天為满足基本所需

在忙碌外，更有不少人是在為

了追尋自我的理想而奔波勞

碌。但有些人跟本是無必要的

去忙的, 但他們似乎要做些事

情來保持著忙碌的狀態，這是

一種社會地位的表現嗎？是現

今社會的忙碌現象嗎? 我不知

道, 反正,在我看來，這是個人

的選擇。 

 

其實，有意思地忙碌是一種福

份。有人說：「奔波是一種快

樂，讓我們真實地感受生活；

疲勞是一種享受，讓我們無暇

空虛。」無意思的忙碌是乏味且

空虚的，傷害身體的勞碌更是

要不得。但無論如何，當你忙的

時候，切記不要因忙碌工作而

失去生活感，忙裡偷閒、抽出時

間放鬆一下，例如除除草丶發

發白日夢……雖然在你看來，

那也許只是片刻的閒暇，但卻

是忙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調和

劑。忙碌， 要靠自己靈活地去

處理。 

 

人生追求的是活得「活」，活得

「樂」丶活得「有意義」。至於

我，我寧可「忙死」，都不願「閒

死」。 

 

 

 

Bendigo Bank 慈善基金

董事會會員造訪新生會 

Peter MacCallum 腫瘤中心舉辦了 

「康復之路」資訊會 

拍攝宣傳「腸癌篩查」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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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舞獅隊顯功績 

      為協助新生會籌款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維省新生

會一直默默地為患有癌症和慢

性病的華人服務和進行社區教

育，精神值得重視和敬佩。 

今年農曆新年期間，)RUHVW�+LOO

商場舉行了有關慶祝活動，而

舞獅正是其中一個項目。感謝

同路人雜誌社長周先生，以及

維省新生會會長姚太太統籌

下，維省新生會由一班可愛的

志願者，大家一齊抽出寶貴時

間，組成了一隊業餘舞獅隊，

負責舞獅表演，本人=LRQ有幸被

邀請成為隊員，是舞獅頭成

員，在這農曆新年期間在)RUHVW�

+LOO商場幫忙表演�業餘舞獅�，

和大家湊湊熱鬧，並協助新生

會籌款。 
 

這支業餘舞獅隊成員，主要是

癌症康復者或他們的家屬朋

友。在訓練的時候，大家每天

下班後抽時間去排練步法和動

作。大家在辛苦的訓練過程中

雖然感到身體疲倦，但彼此之

間的鼓勵令大家可以完成每天

晚上的�苦功�，精神值得重視和

敬佩。 
 

表演當天，大家都在謙虛互敬

的態度下完成表演，每個人的

付出都值得表揚。在此衷心地

感謝每位幫忙的志願者，希望

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

和生活愉快。              �文��啟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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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姚太也是舞獅隊成

員，為這支業餘舞獅隊親

力親為，上陣做大頭佛。 

她認識的大頭佛是這樣的��

她說��「我是大頭佛，傻傻

更更，顛顛忽忽，手舞足

蹈，撥著大揆扇，幫助獅

頭開路，見到小朋友，送

個大哈囉，望到紅封包，

眼前即一亮，引獅頭去

取。不亦樂乎。 

 

。 

 

乎 

乎 

 

樂 

樂

本會舞獅隊在Peter MacCallum 腫瘤

中心表演後合照。 

腫瘤醫院首席執行官 'DOH�)LVKHU 等待獅子吞咽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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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省新生會新里程碑 

 
��年前，維省新生會�&&69��下

稱新生會�成立，肩負着服務華

人癌症患者及其家屬，他們身

心得到紓緩，得以感覺自己從

不孤單，令他們重燃生命的火

花。經 過 一 班 有 心 人 士 的 努

力，新生會由幾個人的組織，

逐漸發展到今日的規模，癌症

病人可以活得非常精彩。 
 

不過新生會並未因此而停下成

長 步 伐，由 於 除 了 癌 症 病 人

外，很多其他長期的慢性疾病

病人，如心臟病、柏金遜症，

以及阿爾茨海默氏病等等，都

是 需 要 協 助 的 一 群。有 見 及

此，新生會擴大服務範圍，在

維省新生會踏入周年之際，將

英 文 名 稱 更 改 為  &&&,6�
�&KLQHVH� &DQFHU� DQG� &KURQLF�

,OOQHVV� 6RFLHW\� RI� 9LFWRULD�，但

中文則維持原名´新生會´, 同時

亦繼續在�%R[+LOO�會所辦公。 

 

����年�月��日，原本是新生會

舉行例行的生日派對，唯這一

日會所卻非常熱鬧，除一眾會

員外，更見到嘉賓7VHELQ�7FKHQ�
�9LFWRULDQ� 0XOWLFXOWXUDO� &RP�

PLVVLRQHU�、陳之彬前議員，以

及�(DVWHUQ�3DOOLDWLYH�&DUH��6RXWK�
(DVWHUQ� 3DOOLDWLYH� &DUH�� %DQNVLD�

3DOOLDWLYH� &DUH、3HWHU� 0DF�

&DOOXP�&DQFHU�&HQWUH�的職員出

席， 

 

當日在陳之彬發言後，會長姚

太亦表示為了保持多年的歷史

和宗旨，故中文名字不作任何

改變。我們除了繼續原有工作

外，並會發展慢性疾病支持小

組，以幫助因為語言和文化障

礙 而 經 常 錯 過 社 區 服 務 的 華

人。有關詳細工作範疇，大家

可登入新生會網站瀏覽。 
 

儀式過後，新生會亦提供了一

頓簡單的自助餐，食物全由新

生會義工炮製，大家歡渡過一

個愉快的下午。     
 

文�張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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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會今年一月舉行的生日派對«���濟濟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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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會實習生— Lauren 

  為會員組織音樂小組 
 
大家好，我是新生會的實習社工，

我叫劉璿。 我來自浙江，上海音

樂學院音樂治療專業畢業。 畢業

後一直從事音樂治療及教育的工

作，而後來到澳洲修讀社會工作專

業。 在新生會實習期間，我將組

織一個唱歌小組，時間和開始如

下�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會有心

情不愉快，焦慮，煩惱，生氣，傷

心，難過等各種各樣的情緒。 經

各樣研究發現，音樂是有舒緩我們

負面情緒的作用。 長期從事音樂

治療學研究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高天

老師，在談到對莫札特音樂的感受

時說：「聽他的音樂，我似乎能看

到一件非常精美的工藝品，於是我

會細細地打量，仔細地琢磨：太精

緻了，怎麼會這麼美？ 這絕不像

看一幅激動人心、波瀾壯闊的油

畫，這種感受是不一樣的。 莫札

特的音樂非常精美，聽的時候不需

要思考什麼，他就是讓你感到放

鬆、舒服、愉悅。 這是一種享

受，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種享

受。 」 

科學發現，人的精神對人的生理是

有巨大影響的，從這個意義上講，

所有得了病的人，都有著或大或小

的消極情緒。 而音樂對人的情緒

影響非常明顯，這也是很多人的體

驗。 那麼，利用音樂的這種特點

去影響人的情緒，就是一個很好的

緩解方式。 所以希望我們每週的

唱歌小組也可以説明我們的會員來

緩解消極的情緒的同時也可以增加

成就感和自信心 。 

 

�月��日開始 ， 

時間為每個星期一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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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支持新生會  

母親節獎劵籌款 

蘭子 

今年農曆是狗年, 姚太常掛在口邊說: 

努力為會賺錢, 錢, 錢. 於是首先是我

們的獅隊,雖然是初階陣容, 但是在狗

年極為勇猛, 連續在年初三十及初二

兩場上陣, 為新生會籌募了近$2,000

元. 另外向各界呼籲籌募。為了籌募

更多錢, 新生會舉辦了母親節獎劵籌

款活動, 呼籲大家支持。 

 

首先在今年農曆年期間, 我們的獅隊

參加兩場籌募善款活動, 第一個是年

三十晚在認真棧餐廳舞獅籌款有七百

多元. 第二個是年初二者日間在 Forest 

Hill 商塲, 逐戶拜年,盛況空前,圍觀者

眾多, 舞獅籌款有千多元。  

 

這支業餘舞獅隊組成，主要是癌症康

復者或其家屬朋友。他們每天下班後

抽時間去排練合作無間幾個月，他們

的精神值得敬佩，在這多謝獅隊, 辛

苦了。 

 

維省新生會踏入2018年之際，為廣闊

服務範圍，讓華人社群有需要人士，

得到支援。就此，維省新生會亦成立

了一支家居服務的團隊，和 %URWKHU�

KRRG�RI�6W�/DXUHQFH�機構合作 就有需要

人士，提供如清潔、購物、應診等

等。詳情與辦公室聯絡。 

 

正因為如此，維省新生會需要籌備更

多資金，用以運作上述服務，特別舉

辦了一項名為「2018維省新生會母親

節彩票籌款」活動，抽獎日期定於

2018年5月5日，假The Salvation Army 

Box Hill Corps舉行，得獎結果會在

《同路人》公布。彩票每張 $2，獎品

獲得很多商戶及食肆支持，堪稱豐

富，不過相對而言，你們的支持，意

義更為重大，希望你們多多支持。為

善不甘後人，大解善囊，促請買多幾

張母親節彩票啦!                

 

「送愛至家」發佈會 於 ����������在 

��%URWKHUKRRG�RI�6W�/DXUHQFH�會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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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問候               潔英� 
曾看過兩本由癌症病人寫的英文

書，都提及有些親友的提問對他們

不單沒有幫助，反引起內心不安或

不快。自己身為病人，有時也會碰

到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問者是出

於關心，但對病人來說，卻未必能

回答一些被人認為簡單、病人一定

曉得的答案。例如： 

  �、你為何得病？是不是做了««

或吃了««？ 

 癌症成因可以是一篇論文，也可

以寫成一本像電話簿那麼厚的書。

致病原因人人不同，可能是受遺傳

基因影響，亦可能是基因突變、細

菌感染、環境污染、不良飲食習

慣、生活壓力等等，不能一概而

論，所以不抽煙的人會患上肺癌，

不愛吃鹹魚的人會患鼻咽癌，不愛

飲酒的人會患上肝癌，未必是本人

做錯了或吃錯了什麼，即使是不良

習慣造成，目前該著眼於如何醫

治，而不是責備。 

 �、你有哪些病症？為什麼不早些

看醫生？ 

 有些病症並不明顯，所以病人沒

有察覺，有些病人聽後可能自責錯

過了治療的機會。 

�、為何某某也患同一種癌症，他

的症狀及療法與你不同？ 

 每種癌症根據成因和其他因素而

分類，非單純是良性與惡性之別，

醫生會按腫瘤的成因、位置、腫瘤

的大小等而作出適合的療法。 

 �、你為何做手術 ��化療««？不

做可以嗎？ 

         有些人總覺得做手術是很嚴

重或很危險的事，若問者如此擔

心，何不陪同病人見醫生，聽聽醫

生的講解，總好過之後質疑病人的

決定。 

 �、你怎麼看來沒事？醫生有沒有

判斷錯誤？ 

        有些癌症從病人的外表是不易

輕易看到的，陪病人看看醫療報

告、一起找醫生問明白吧！ 

 �、為什麼你未痊愈或復發？ 

    療效因人而異，病人也答不了。 

        類似的提問還有很多，其實病

人很感激親友的探望和慰問，但有

時他們在療程中已很疲倦，一些提

問反會令他們擔心更多。想幫忙

的，可以接載他們去看醫生，替他

們烹調餸菜，接送孩子們上學，陪

病人傾談，讓他們的家人可以休息

或外出購物，又或與病人談些輕鬆

話題，若病人不想說話，就一起聽

聽音樂、看看電影吧，又或給他們

一個擁抱，給他們一個鼓勵、一張

慰問咭等等，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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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維省新法例 ——“自願協助安樂死”  

講員：�ƌ��ĂƌŽŶ�tŽŶŐ�寧養護理醫生、醫療腫瘤學家] 

日期：ϮϬϭϴ年ϰ月ϳ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Ϯ點ϭϱ – ϰ點ϭϱ  

地點：,ĂǁƚŚŽƌŶ圖書館 - ϱϴϰ�'ůĞŶĨĞƌƌŝĞ�ZĚ͕�,ĂǁƚŚŽƌŶ�s/��ϯϭϮϮ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名額：ϴϬ�;免費報名參加) 

關於醫療指示法案的講座 

 本次講座將和大家一起了解: 新法案的內容、對您和您的家人/照顧者有何影

響、對現有文件的影響，以及如果您想要記錄下您的意願，需要怎麼做 

講員：sĞƌŶŝĐĞ�ZĂƐŵƵƐƐĞŶ�事務律師] 

日期：ϮϬϭϴ年ϰ月ϭϰ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Ϯ點ϭϱ – ϰ點ϭϱ 

地點：,ĂǁƚŚŽƌŶ圖書館 - ϱϴϰ�'ůĞŶĨĞƌƌŝĞ�ZĚ͕�,ĂǁƚŚŽƌŶ�s/��ϯϭϮϮ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名額：ϴϬ�;免費報名參加) 

腸癌篩查 (�ŽǁĞů��ĂŶĐĞƌ�^ĐƌĞĞŶŝŶŐͿ 

主要介紹什麼是全國腸癌篩查計劃、篩查為什麼重要、腸癌征兆和症狀、如何

使用糞便隱血測試包。 

講員：�ŵďĂƐƐĂĚŽƌ�癌症協會癌症篩查大使] 

日期：ϮϬϭϴ年ϰ月ϭϴ日 星期三 

時間：廣東話: 上午ϵ點�� –�ϭϬ͗ϰϱ點 （名額：ϰϬ�免費報名參加）/ 普通話:  上午

ϭϭ͗ϭϱ點 – 下午ϭϮ點�� （名額：ϰϬ�免費報名參加） 

地點：,ĂǁƚŚŽƌŶ圖書館 - ϱϴϰ�'ůĞŶĨĞƌƌŝĞ�ZĚ͕�,ĂǁƚŚŽƌŶ�s/��ϯϭϮϮ 
母親節聯歡會 �0RWKHU¶V�'D\�3DUW\�� 

日期：ϮϬϭϴ年ϱ月ϱ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Ϯ點 –�ϰ點  下午茶，點心招待，遊戲，禮物及抽獎 

費用������歡迎報名參加 

地點͗�dŚĞ�^ĂůǀĂƟŽŶ��ƌŵǇ��Žǆ,ŝůů��ŽƌƉƐ͘͘ϭϳ-Ϯϯ�EĞůƐŽŶ�ZĚ͕͘��Žǆ�,ŝůů�ϯϭϮϴ 
 

報名及查詢：���������� 

%R[�+LOO�會所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至下午���� 

���� 維省新生會 � 月份各項活動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