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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XGHQW�SODFHPHQW� 
 
0DQ\�RI�\RX�ZLOO�KDYH�UHFHQWO\�QR�
WLFHG� WKDW� WKHUH� DUH� TXLWH� D� IHZ�
\RXQJ� SHRSOH� LQ� RXU� %R[� +LOO� RI�
ILFH�� &XUUHQWO\� WKH� 6RFLHW\� LV� KRVW�
LQJ���VWXGHQWV��D�UHFRUG�KLJK����ZKR�
KDYH�FRPH�IURP���XQLYHUVLWLHV�FRP�
SOHWLQJ�WKHLU�VRFLDO�ZRUN�RU�FRXQVHO�
OLQJ� SODFHPHQWV�� <HV�� D� WHDP� RI�
\RXQJ� EXGGLHV� � 7KH\� DUH� KHUH� WR�
JDLQ�SURIHVVLRQDO�H[SHULHQFH�VSHFLI�
LF�WR�WKHLU�ILHOG�RI�LQWHUHVW�DQG�WR�SXW�
WKHRU\�LQWR�SUDFWLFH�LQ�UHDO-OLIH�VLWX�
DWLRQV��7KH\�KDYH�WKH�RSSRUWXQLW\�WR�
ZRUN� LQ� JURXS� DQG� LQGLYLGXDO� VHW�
WLQJV�� OHDUQ� DERXW� FRPPXQLFDWLRQ�
VNLOOV� DQG� FRPPXQLW\� VHUYLFHV�� ,Q�
SDUWLFXODU�� WKH\� ZLOO� OHDUQ� WR� GHDO�
ZLWK� FKDOOHQJHV� LQ� FRQIURQWLQJ� LV�
VXHV� UHODWLQJ� WR� GHDWK� DQG� EHUHDYH�
PHQW�� 
 ,�UHPHPEHU�WKH�YHU\�ILUVW�VWXGHQW�,�
DJUHHG� WR� RIIHU� D� SODFHPHQW� ZDV� D�
&KLQHVH� FRXQVHOOLQJ� VWXGHQW� IURP�
0RQDVK� 8QLYHUVLW\�� 7KDW� ZDV� DO�
PRVW����\HDUV�DJR��6KH�FDPH�WR�P\�
RIILFH�DQG�DVNHG�LI�VKH�FRXOG�EH�P\�
SODFHPHQW�VWXGHQW�DW�&&69��$W� WKH�
WLPH� ,� IHOW� WKDW� ,� KDG�QR� FKRLFH�EXW�
WR� GHFOLQH� KHU� UHTXHVW� RQ� WKH� EDVLV�
WKDW� ZH� ZHUH� D� YHU\� VPDOO� FKDULW\�
DQG�,�GLG�QRW�KDYH�DPSOH�H[SHULHQFH�
LQ� VXSHUYLVLQJ� VWXGHQWV�� 6KH� ZDV�
DOPRVW�LQ�WHDUV� �6KH�VDLG�VKH�FRXOG�
Q¶W�ILQLVK�KHU�VWXG\�LI�VKH�GLG�QRW�JR�
WKURXJK� D� SODFHPHQW�� 6KH� KDG�
NQRFNHG� RQ� WKH� GRRUV� RI� PDQ\�
DJHQFLHV� EXW� KDG� QRW� EHHQ� DEOH� WR�
JHW� D� SODFHPHQW� GXH� WR� ODQJXDJH�

GLIILFXOWLHV�� 6LQFH� WKHQ�� RXU� FKDULW\�
KDV�JURZQ� LQ� VL]H�DQG� ,� KDYH� WDNHQ�
SODFHPHQW� VWXGHQWV� IURP� YDULRXV�
XQLYHUVLWLHV�RQ�D�UHJXODU�EDVLV� 
 +RVWLQJ� XQLYHUVLW\� VWXGHQWV� GR�
KDYH�EHQHILWV��DOEHLW�ZLWK�VRPH�VDF�
ULILFH��:KLOH� WKH\� FDQ� UHOLHYH�VRPH�
RI�RXU�ZRUNORDGV�� WKH\� QHHG� VXSHU�
YLVLRQ� WKDW� WDNHV� D� ORW� RI�P\� WLPH��
2Q� D� SRVLWLYH� QRWH�� XQLYHUVLW\� VWX�
GHQWV� EULQJ� QHZ� LGHDV�� HQHUJ\� DQG�
YLWDOLW\��DQG�PRVW�LPSRUWDQWO\��VNLOOV�
LQ� PRGHUQ� WHFKQRORJ\� WKDW� ZH� DUH�
VKRUW�RI� �$OWKRXJK�KRVWLQJ�VWXGHQWV�
KDV� PDGH� PH� ZRUN� KDUGHU�� WKH\�
ZHUH�D�SOHDVXUH�WR�WHDFK��$PD]LQJ�
O\��WKH\�KDYH�PDGH�PH�IHHO�\RXQJHU�
ZKHQ�,�KDYH�D�FKDQFH�WR�PLQJOH�DQG�
WDON�WR�WKHP�� 
 8S�WR�QRZ��,�KDYH�WDNHQ�DOPRVW����
VWXGHQWV�RQ��HDFK�ZLWK�GLIIHUHQW�FD�
SDELOLWLHV�� VWUHQJWKV� DQG� ZHDNQHVV�
HV�� %XW� WR�PH�� KDYLQJ� FRPPLWPHQW�
DQG� ZLOOLQJQHVV� WR� OHDUQ� LV� ZKDW� ,�
DP� ORRNLQJ� IRU��4XLWH� D� QXPEHU� RI�
P\� VWXGHQWV� UHPDLQ� DV� YROXQWHHUV�
DQG�FRQWULEXWH�WKHLU�NQRZOHGJH�DQG�
WLPH� EDFN� WR� WKH� 6RFLHW\� ZKLFK� LV�
ZRQGHUIXO� WR� VHH�� 6RPH� RI� WKHP�
KDYH� UHWXUQHG� WR� WKHLU� KRPH� FRXQ�
WULHV� ZKLOH� RWKHUV� VHFXUHG� D� MRE� RU�
SXUVXHG�LQ�RWKHU�FDUHHU�SDWKV�ORFDO�
O\�� ,� DP�SURXG� WKDW�RXU�6RFLHW\�KDV�
SOD\HG� D� SDUW� LQ� WKHLU� SURIHVVLRQDO�
DQG� SHUVRQDO� GHYHORSPHQW�� ,� DP�
SURXG� WKDW� RXU�6RFLHW\� SOD\V� D� UROH�
LQ� VRFLDO� UHVSRQVLELOLW\�� $QG� ,� DP�
HVSHFLDOO\� SURXG� RI� RXU� HIIRUWV� WR�
KHOS� VKDSH� WKH� JHQHUDWLRQV� RI� WKH�
IXWXUH�  

���姚太專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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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 

 
也許你最近注意到我們 Box Hill 辦

公室裡增添了不少年輕女士在工

作。對的，他們是來自 4 個不同大

學的五位實習學生(包括進修社工

或輔導)， 好一群年輕夥伴！她們

來新生會實習目的是獲取專業經

驗，將理論付諸於實踐。我們提供

實務工作機會給他們 ，如在小組

和個案工作中，了解溝通技巧和社

區服務，及體驗到病人面對生死的

挑戰。根據我的經驗，我發現他們

實習後更加成長了。 

 

還記得我答應提供實習職位的第一

個學生是莫納什大學的中國輔導學

生。想起來已經快 14 年了。她來

到我的辦公室，問我是否可以接受

她為本會的實習學生。我當初拒絕

了她的要求，原因是我們是一個非

常小的機構，而且當時我在指導方

面的經驗尚不足呢。聽後、她幾乎

流下淚來！她說如果沒有實習經

驗，她就不能完成她的學業。她已

經詢問了許多機構，但可能由於語

言和某些其他困難，仍沒法找到實 

習機會。從那時刻起，我便開始定

期接收各大學的實習學生。 

 

接收大學生確實有其好處，但也有

些難度。雖然他們可以減輕我們的

一些工作量，但我需要用很多時間

來指導他們。大學生們帶來了新的

想法，知識和活力；特別是現代科

技，我們是極缺乏的。畢竟, 教導

為生亦有其樂趣，特別是當我與他

們在一起工作時，真讓我有青春的

感覺。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接收了近 30

名學生。其中一些人已經回到了本

國，而另一些人則在墨市找到了工

作，或者在其他行業發展。我深信

每位學生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長

處和短處。對我而言，有承諾並願

意學習是我最關注的。現在, 還有

許多實習生仍然是新生會的義工，

他們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真是可

喜可賀。 

 

總而言之，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培養造就優秀人才是本會對社會的

責任。正如孟子盡心上說：「君子

有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三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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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禁忌說再見》演繹政

府法案「預設醫療指示」 
 「生有時、死有時」，雖然生老

病死是人生必然經歷的，唯生尚且

可有預產期，然而大部份的死亡，

都可能發生在瞬息間，殺過人們措

手不及。死者或許一句遺言都無法

留下，有些人則在生死邉緣徘徊之

際，要由家人作出艱難決定，可能

讓決定者遺憾終生。  

且不談突發性死亡事故，先討論一

下一些年老長者、又或者有慢性疾

病纒身人士，不排除他們在死亡前

或會陷入昏迷，就算他們在昏迷前

不想接受一些醫療，搶救性命，意

欲死得要有尊嚴，但都無法作出指

示，令他們在離開世界前，肉體還

要受較多痛苦。正所謂「未雨綢

繆」，如果大家能抛開死亡禁忌，

其實你可以在神智清醒時，預設醫

療指示，萬一自己有一日真的昏迷

了，為自己作好安排，如何享有尊

嚴地死亡。事實上你亦可先委出

授權人，由他作出任何指示。  

在澳洲，今年 ϯ 月 Ϯϭ 日起，政府

通過了 Medical Treatment Planning 

and Decision Act 2016.此法案中的預

設醫療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s)

具有法律效力，指示需用英文撰

寫，由醫生簽署確認預設者是神智

清醒。另外，預設者最好委任一位

醫療決策人(Medical Treatment Deci-

sion Maker)。  

預設醫療指示與 醫療決策人的分

別是，預設醫療指示是預設者已作

出詳盡的指示，如在昏迷後不授受

任何搶救等，醫生必須按其指示執

行；而醫療決策人則充份獲得預設

者的信任，由他跟據預設者的意願

作出任何決定。  

華人如果英文能力不足者，若要預

設醫療指示獲得法律效力，這指示

就必須要為英文，而在撰寫過程

中，預設者必須充份了解內容，所

以或需要傳譯員，甚至要翻譯員為

你書寫，在這方面，維省新生會或

許可以協助到有需要的華人。  

如果你希望多些了解預設醫療指

示，以讓自己能夠活得更輕鬆自在

的話，維省新生會誠意邀請你出席

他們於 7 月 21 日，假 Doncaster 

Playhouse 演出的小品話劇《與禁忌

說再見》，其中 1:30pm 一場粵語演

出，而 3:00pm 一場則為普通話。話

劇由維省新生會話劇組傾情演出，

用輕鬆幽默手法，演繹「人生無常，

做好準備；心安理得，死也何懼」，

令你體會到為自己預設醫療指示的

種種好處。 這也是該會今次演出此

話劇的主要原因。       張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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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的實習社工 — 
0D\ 

 

大家好，我來到新生會已經有�

個月了，完成實習期後，回想到

這期間內讓我真的受益良多。以

前我對癌症病患的認識真的很淺

薄，但自從在新生會實習以後，

我開始了解關於癌症的醫療知識

以及每個人面對癌症不同的心理

反應。同時我也在新生會認識了

很多新朋友，由於很多同事和會

友都是用國語溝通交流，對於我

這個從香港來的老移民來說有一

些吃力，不過這樣也給我一個很

好的機會和環境讓我鍛煉說國

語。 
 

我喜歡去旅遊，非常喜歡大自

然，特別是欣賞花草樹木，鳥類

和各類動物。從香港來到澳洲以

後，發現這裡真的是一個美麗

島，隨處可見不同種類的花花草

草和漂亮的小鳥。不僅在外面可

以看到，我在家裡的陽台都可以

隨時觀看不同的小鳥和蝴蝶，有

時候還能看到蝴蝶停留到不同的

鮮花上去汲取花蜜。 

其實我很享受平凡的家庭生活，

喜歡插花，很多時候我就從自己

家的花園拿一些插花的材料自我

娛樂一番，不用花錢去購買也讓

我自己很有成就感。在新生會母

情節活動的時候，我主動請纓教

大家製作襟花，很意外的發現新

生會的會員都很有興趣去學習如

何製作襟花，讓我非常享受和開

心。希

望實習

結束以

後，我

還會有

機會回

到新生

會和大

家見面

交流！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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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活動都活現新鮮感 

                                            蘭子 
今年初我參加了新生會兩個活動，

這些活動每年都舉辦，但是每次我

發現都有新鮮感，令我回想起來，

刻骨銘心。 

四月初, 新生會在姚太家居附近一

個5HVHUYH�公園, 舉辦清明節懷念故

友日0HPRULDO�'D\活動 ��這日天晴, 

我們來到公園就三五成群在放風

箏, 或在玩飛碟, 還有些會友聚攏在

談話家常哩! 這天特別有趣味的活

動, 就是大家都認識的兒時遊戲, 用

皂水來吹泡沫波.會員們都有感反

老還童真啊! 

這裡還有一小湖, 是姚太悉心安排

的壓軸玩耍, 因為要支持環保, 今年

取消放汽球, 改為放小紙船, 我們帶

來五色褶紙張, 大家齊心協力各自

褶自己喜愛的紙船, 各色紙船用幼

線串聯, 輕巧的、小心奕奕的, 放進

湖水面, 讓它們慢慢的浮游, 看見一

串小船隊在湖水面飄流, 好不容易

哩! 因唯會覆舟翻船啊� 

徐徐浮游的小紙船, 便是寄去我們

對故友的哀思, 帶去了我們的祝福

和懷念, 祝福他們有喜樂、平安! 

 

 

五月初在會所舉辦的母親節下午茶

聚會, 首要任務是為抽出在年初特

別舉辦了一項名為「2018維省新生

會母親節彩票」籌款活動, 抽出得

獎者, 姚太在2千多張彩票中, 抽取

16名幸運兒. 已在下頁公告了名單, 

以供參考. 會長姚太在這亦多謝凡

買下獎劵的各界好友支持, 獻出善

心, 為善最樂, 福有悠歸. 

這個下午除了讓會友趁機聚首在談

話家常外, 實屬難得機會， 大會盼

望眾會員們興高采烈來參加聚會， 

當然積極為各會員準備了精彩節目

和食物，今年有一位新生會的實習

社工May, 主動請纓教大家製作襟

花，會員們都非常享受製作襟花, 

把製成品 - 康乃馨鮮花配搭成襟花, 

都插戴在自己衣襟上, 好極了, 多美

啊, 大家

互相展

示, 讓他

們可以

開開心

心地渡

過一個

難忘的

母親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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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會為籌募經費   

                         活動多樣化 

 

新生會為了達成未來多項支援服務, 

籌募經費活動已經在今年年初展開

序幕, 姚太都是絞盡腦汁去籌款，

以維持會務經費，特别是支付員工

薪酬。今年年初特別舉辦了一項名

為「2018維省新生會母親節彩票」

抽獎活動，籌款結果頗佳，達到四

千元善款，事實上每年度維省新生

會會中長期都有固定的籌款項目，

大大小小的，現細述如下: 

 

ϭ͘ 由中達公司送出的食品作為義

賣，售價平，很受歡迎。 

Ϯ͘ 會所園圃每季都種植瓜菜義

賣，因為有機及新鮮，成為會員爭

相購買對象。 

ϯ͘ 每年的試食牛肉活動籌款，約

有千元善款收益，會員們都紛紛支

持善舉。 

ϰ͘ 每年四、五間，會員Diana為新

生會義賣Entertainment Book，都是

出力又出錢，今年已籌款有$938，

她表示: 多謝大家熱心支持。 

5. 還有Box Hill會所中設有美容按摩

服務( Facial ) ，每週四由Winnie Lo

主持，收費便宜不用說，服務水準

高，幫襯的人士都讚不絕口啊，她

還可以做美容化妝指導，請來電預

約。留意下頁是她的介紹。6. 會所

於去年組織了木工組，每週五由

David So主持，手造木工，如小

鹿，小熊等樣子活潑可愛，還有實

用的小座機和掛鉤等等…. 用作義

賣用途。現還有存貨, 多謝支持。 

7. 剪髮服務已經開辦了，每月最后

一个週二,上午11:00開始至下午

2:00，由Lily主持，請來電預約。 

8. 另「足底按摩服務」已經開辦

了，請留意下文具體信息。 

9.  於Bunnings 賣腸仔。 
 
 

 

 

您辛苦了！想要足底按摩嗎？ 
專業持證按摩師——湯先生 

加入新生會做義工啦！ 

每月第2個和第4個星期四11am-1pm 

預定報名電話： 

03 9898 9575 / 8373 4828 

enquiry@cccis.org.au 

欲報從速！僅需$5！ 

（按摩費用將用作新生會會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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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按摩服務( Facial ) -Winnie Lo  

Hi , 各位會友，我在新生會做義工，主要工作

是美容師，為各位好姊妹們護膚扮靚靚，我

過去曾在香港做美容師工作已有20多年，直到

移民澳洲後止。今日我仍然喜歡這份工作，

帶給我很大滿足感，現在，更有機會為姊妹

們扮靚靚，喜見她們皮膚光亮，容光煥發，

經常護膚，讓容顏常常保持艷麗神采。現在

我每週四到新生會Box Hill會所做義工，主持美容按摩服務( Faci-

al )，時間由11:00am 及2:00pm兩個時段為大家服務，歡迎來電預約

報名。我還可以做美容化妝指導服務和咨詢，包括日妝和晚妝 . (請

帶備自用化妝品)。 

「軒愛」居家服務 是 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 Aged 
Care 「送愛至家」服務與維省新生會的合作項目。你可
以直接致電 03 8373 4828 與本會陸姑娘聯繫 

居家 
· 個人護理 （如洗澡、穿衣、梳洗等） 
· 家務 （如打掃、清潔、洗刷等） 
· 園藝 （如剪草、除草等） 
· 手機/電腦操作指導 
· 康樂活動 (如遊戲丶寫自傳等） 
外出 
· 社交 （如參加小組、探訪朋友、你選擇的其他活動等） 
· 交通 （如買菜、看醫生、去銀行等） 
· 陪伴 （如散步、看電影、飲茶等） 
暫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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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班聯歡會  s^��糭子節 

 
木 工 班 結 業

了，擔任木工

班的導師� -� 蘇

先生真是功不

可沒，姚太趁

端午節時節，

特別舉辦了木

工班結束聯歡會，感謝蘇先生之

餘，亦為慶祝端午節吃糭子，大家

聚集一起高興賀節。 

 
當日出席人數超過Ϯϱ会員參加木工

班結束聯歡會； 有些參與者製造

了一些木船，而有些人則做了各樣

不同的小手工藝，互相

欣賞，或是評頭品足。 我們很高

興看到許多男性成員參加了這次活

動。  

繼後吃糭子慶祝端午節。席上也頒

發獎狀給蘇先生答謝他一年來對木

作班付出的努力和貢獻。WĂƌƚǇ在

樂融融的氣氛中結束。 

 

由於維省新生會是非牟利機構，是

需求營運經費，我們會靠捐助及籌

款之外，而木工班手造成的木工製

成品都成為義賣對象，例如那麼可

愛的小熊、小鹿，小電話座及小椅

子等….，我們推出在社區街頭義

賣情況良好，受到外間好評和歡

迎，收益是幫

助會所推動服

務經費。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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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光 第 ���期  July 2018  

12                 ����������������������������������������������������������� 

 

 
 

�月��日·星期六 ·話劇《與禁忌說再見》演出 

時間：����SP�粵語場 / �SP�普通話場 (有英文字幕) 

地點：'RQFDVWHU�3OD\KRXVH�劇院 �������'RQFDVWHU�5G��'RQFDVWHU� 

** 每場僅有���座位** ☆現已開始售票！☆ 

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刊第�頁海報 
 

�月�日·星期二·試食牛肉活動 

時間：第一組 �����DP��/ 第二組 �����SP�����第三組 ����SP 

地點：新生會會所  ����6WDWLRQ�6WUHHW��%R[�+LOO�1RUWK��9LF������ 

可幫助維省新生會籌集����元，誠邀您參與, 品嚐澳洲牛肉！ 
 

�月��日·星期六·《醫療規劃和決定法》資訊 

(,QIRUPDWLRQ�RQ�0HGLFDO�7UHDWPHQW�3ODQQLQJ�DQG�'HFLVLRQV�$FW�����)   

時間 ：�SP�-��SP 

地點 ：)RRWVFUD\�圖書館 �������3DLVOH\�6W��)RRWVFUD\�9,&��������>旁邊有停車場] 

語言 ：廣東話 	�普通話             名額：��� 
 

�月��日·星期四·“長者養老金和養老服務”講座 

講員 ：�&27$�9LFWRULD 

時間 ：������DP�-�������SP 

地點 ：新生會會所    ����6WDWLRQ�6WUHHW��%R[�+LOO�1RUWK��9LF������ 

語言 ：廣東話 	�普通話       名額：�� 

 

�月��日·星期六·週年大會���中秋慶祝活動 

時間：������DP—�����SP 

地點：新生會會所   ����6WDWLRQ�6WUHHW��%R[�+LOO�1RUWK��9LF������ 
 

報名及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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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維省新生會 

維省新生會成立於 1996 年，是一個向維省華人社區提供癌症及其他慢性

疾病訊息、並為華裔患者提供一系列支援服務的慈善機構，同時亦是維省

癌症協會(Cancer Council Victoria)認可的癌症支援組織。 

���� 維省新生會 �-� 月份各項活動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