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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thy’s Message 
 

After one year’s tireless plan-

ning and preparation, CCCIS 

branch office in Hoppers Cross-

ing finally came to fruition. 

This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generous donation of an over-

seas philanthropic organisation, 

China Merchant Charitable 

Foundation that has sponsored 

us to pilot a WestCare project in 

supporting the Chinese commu-

nity in Melbourne west. 

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growing in the western suburbs，

support from the local commu-

nity is vital to help the new arri-

vals settle in the community. 

Besides, people living in the 

western suburbs generally have 

a comparatively lower socio-

economic background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east. Unfor-

tunately, Chinese specific ser-

vices and Chinese speaking 

workers in the mainstream ser-

vices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west. Therefore, we see 

the need to open a branch office 

in those areas.  

The programs and services will 

be very similar to our head of-

fice in Box Hill. We will con-

tinue to explore the needs of our 

service users in the west and 

support the local clinics, hospi-

tals, and aged care service pro-

vide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affected by chron-

ic illness/es.  

I anticipate that we will encoun-

ter new challenges in the 

months to come. How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when there is 

a goal, there is a way.  I started 

the Chinese Society 23 years 

ago with 4 cancer sufferers. In 

this new endeavour, we have 

already had over 30 people at-

tending our very first event, a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us all.            

新篇章   

經過一年不懈地努力、規劃和準備，

通過海外慈善組織“招商局慈善基

金會”的慷慨贊助，維省新生會在西

區 Hoppers Crossing 的辦事處終於成

立了。在西區辦事處，我們將試行

“西部關懷傳送計劃”(WestCare)，

以支援和服務西區的華人社區。 

   姚太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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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提供服務的機構，和能說中文

的社區工作者十分有限。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西區開設

分部，以支援當地的華人同胞。 

其 實 “ 西 部 關 懷 傳 送 計 劃 ”

(WestCare)及其相關服務與我們

Box Hill 總部所提供的支援服務非

常類似。我們也將繼續探索西部服

務用戶的實際需求，通過與當地診

所、醫院和老年護理服務等機構的

合作，為慢性疾病患者提供支援以

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23 年前，我和 3 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同創辦了維省新生會，成立伊始

的首次活動僅有幾位癌症患者參

加。然而，在此次西區的首次活動

中，參與者大約 30 人，這對我們所

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極大的鼓勵。 

 

我預計未來的幾個月我們將會不

斷遇到新的挑戰。 

但是，我堅信，只要有目標、肯努

力、去堅持，就會有成果。  

 

 

生日會關愛 

 
四月天忽而寒流襲人，也有"秋老

虎"的問候。今天週六的聚會，生

日 蛋 糕 的 榴 槤 香 氣 繚 繞 ， 散

發"gas"味直滲脾胃。生日歌響

起，耳熟能詳的歌聲，都是發自

內心的祝福，謝謝大家，謝謝新

生會關愛。 

 

大 Nancy 我地的美食創意能手今

天送的蝦米羅卜煎薄餐，養生五

指毛桃鹹肉粥，美味可口，每次

都有驚喜，謝謝大 Nancy.每月都

是順理成章的聚會，分享生活的

點滴，與旅遊的見聞以及瞭解近

期的新生會的講座活動的安排，

也有感新生會在華人社區的一

股充滿積極向上能量。健康、保

健、長者家居服務，值得點贊。 

 

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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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心理壓力 
 

去年一個單親媽媽知道女兒被診斷

為急性前髓细胞白血病，即親身由

國內抵達墨爾本醫院。經翻譯的幫

助，终於淸楚女兒的白血病是一種

罕見的惡性腫瘤。她當場暈倒要醫

生急救，醒來時躺在女兒旁的病

牀。作為一個媽媽情願病的是自

己，她的痛在自己心又更痛。此情

此景，在上期生命之光佈道後，得

到很多慈心會員捐款，在這向各人

致謝。 

 

我在新生會當義工轉眼已經十年

多，都經歷體驗到患癌病者的感受

和治療的反應所帶來的痛苦，身為

照顧者都感同身受。所以，這位單

親媽媽得知女兒患的白血病是一種

罕見的惡性腫瘤即時當場暈倒，反

應是很激動，這麼年青便要面對死

亡的威脅！ 

我身邊的親人患了癌病都很多，

約 20-30 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位同

事，剛結婚兩、三年，她的丈夫患

癌病二期，治療三至五年復發過

身。另一位中學同學，她的丈夫患

肺病未期，治病一年不治。 

最親的是我的姐姐，她 10 年前患

癌病二期，她治療半年，是幸免於

難，活命下來。她患癌病和治病期

間，我縱有萬千不安，也不能表現

軟弱，雖然心痛和憂慮，我們倆經

常用長途電話傾談時，我要好鎮定

和堅信”一定醫治好”，先讓她得

到安慰及安心接受治療；無論她需

要錢或那無奈要求都盡力配合，或

許這是解決她的煩躁好方法，好讓

她靜心養病，自然會事半功倍。 

 

因為我的經歷體驗，加上在新生會

義工工作，特別是曾參加很多癌症

講座，認識具體癌症知識，每當身

邊親人有病時，可能自動程式是鎮

定。如何對抗自己恐慌心理壓力，

就是面對任何困難和患病，我不會

呼天搶地，嚎啕大哭，因為這樣是

於事無補，被病人看到更加焦慮不

安。相反，自己可以以平靜的心態

給予意見和慰問，這樣是對身邊親

人患病的好處是；病者心理也自自

然然平靜得多，接受患病事實，接

受治療。 

或許我屢見不鮮人生坎坷經歷十之

八九，令我有無奈的感慨。廣東俗

語說:『煮到埋離就要食，無得

避』，我個人的感受; 坦然面對接

受患病事實，積極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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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為救自己生命，盡力而為！ 

人生必經歷:「生、老、病、死」，

以上四個人生歷程，尤以久病最令

人為此悲哀。蘭子自小便經歷體驗

到體弱多病者的感受，因為我的哥

哥患了骨病， 學業和工作都受打

擊，當時七十年代香港沒有援助，沒

有醫好，家人都辛苦為他奔波。 倘

若有人幫一幫， 過了難關，就不會

令家人都陷入艱苦生活。  至今， 我

都認為要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意

願，幫一幫有困難的人， 送上温暖， 

令陷入艱苦困難的人解決燃眉之

急，是件好事。 

 

新生會是姚太創辦，宗旨是為這裏

的華裔癌症病人提供資詢及慰問服

務，同時亦舉辦很多癌症講座，希望

及早預防癌症勝於晚期治療，認識

癌症知識，廣泛宣傳，希望大家踴躍

參加。                            

 回憶  

 

 

 

 

義賣籌募善款 

 

糉子節前一星期，會員們齊集

會所包糉子；除了預備西區新

設立辦事處舉行節慶活動用，

還多包了數十隻作為在會所義

賣籌募善款。 

 

同時會所後園亦種有佛手瓜和

節瓜，都是李生幫手種植，亦

在會所義賣籌募善款。請看看

圖示；是他家中種植的巨型節

瓜，收成真是喜出望外。糉子

及瓜菜義賣，共籌得善款約

$500，雖然不多，正所謂；積少

成多，可幫助新生會日常運作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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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母親節 
隨後有五月是最忙的月分，迎來普

天同慶的母親節在會所舉行。雖然

姚太話以簡樸的形式午餐聚會來

辦，但是當日姚太大派贈禮物給參

與會員；個個都歡天

喜地、滿載而歸。我們

的 實習學 生 Queenie 

and Terry 已經準備好

活動給會員們玩, 其

中一個是寫信給母親

表心聲, 好別出心裁

呀! 

粽子節傳送祝福  

繼迎糉子節，維省新生會西區新設

立辦事處開始服務，為隆重其事，在

端午節的前一天，舉行了節慶活動。

當天除了有集體遊戲，粽子賀節，互

相祝福，希望大家都生活安康。             

結夥郊遊    

秋高氣爽的四月中，幾個知己會員

即興，結夥郊遊，一行有 9 位女士和

1 位男士，選址在 Westerfolds Park

遊，娛樂放鬆，吸收新鮮郊外空氣。 

他們三、兩知己結伴在Westerfolds 

Park 散步，一邊行一邊說笑，沿途

只看到不少樹木但沒有花，亦多麼

寫意，大夥都無拘束步伐行走。不

知不覺已經有一小時的路程，便見

到了一個遊樂場時才停下來休息，

當即拿起手機來個大合照留念。 

 

   寫信給母親 

      結夥郊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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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感言  
 

三個月時間很快的過去，在維

省新生會也是我最後的一個學

習單元。實習科目，意味著我

將完成大學社工系的學習，我

將成為一個社會工作者。 

維省新生會對我而言是一個新

的嘗試，新的服務範籌；生是

認識一羣面對生命挑戰的病人

及其家人，生同時是一羣對生

命滿有盼望和愛的自願者（義

工）、康復者及工作人員；就

在這地方，病患者能相聚，得

著實質的援助，得著支持及互

相鼓勵的地方。我體驗到在病

患時給病人多一點安慰，給家

人多一點的社會資源，實質援

助，從而減輕家人生活壓力，

他們的情緒得到支援或輔導，

尤其重要。 

 

我很高興能在新生會學習，也

認識了一羣願意付出，從不計

較的義工及工作人員，相信這

就是生命師傅吧。而在接受服

務者身上我明白他們面前挑 

戰、生活習慣的逆轉、病患

與其共存的調適及面對逆

境，這些都是我多年社會服

務工作經驗後，走在前線與

受眾同行的一個新里程。最

後，謝謝 Dorothy 給我生命

的見證，她是一個全心全

意，不吝嗇的師傅；謝謝

Frieda,一個很有動力，以誠

待人處處為病人設想的（前

輩）哈哈，講笑；謝謝 Jo，

一個細心用心協調服務，幫

助了很多使用服務者；你們

的使命感再次鼓舞了我與病

疾者同行，謝謝你們。 

Queeni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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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故友日 

                                          

上兩個月新生會會所有一連

串活動項目；可以講起來值

得回憶的。首先是每年一度

四月舉行的「清明節懷念故

友日」，今次與別不同，在 4

月 7 日加插 outing 參觀幾個農場，

由早上 9 時至下午 2 時：包括有

蔬果和動物農場、葡萄園等。姚太

率隊，領眾會員步出郊外走走，不

單娛樂放鬆，吸收新鮮郊外空氣

之餘，還可以選購新鮮農產品。但

是這樣郊遊節目參加人數不多，

本來租用旅遊巴同行計劃因人數

不足打消了。 

 

之後下午 3 時為「清明節懷念故

友日」舉行聚會紀念活動儀式，

為大眾熟悉地點起見，選擇舊

址： Koonung Creek Reserve, Bal-

wyn North ；方便會友認路。 

 

約有幾十人到來支持。一如已往

有玩吹泡沫波，浮放於空氣間，

以及把心意和字句寫在樹葉上，

放入小湖水面，任意浮游，寓

意：把各人祝福送給遠方

故友，最後大家合唱幾首

祝福及懷念之歌曲，表達

懷念之情。 

 

  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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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省新生會西區辦事處

開始服務 

在端午節的前一天，維省新生會於

新 設 立 的 西 區 辦 事 處（Hoppers 

Crossing）舉行了一系列的節慶活

動，與一眾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朋

友和華僑一同分享快樂。當天我們

除了有集體遊戲，也一起吃了粽

子。我們也一起製作五彩繩，互相

祝福，希望大家都生活安康。大家

都過了一個很歡愉的上午，並期待

往後的活動。姚太在活動伊始也向

大家解釋了“西區關懷傳送計劃”

的主要目的和服務內容，同時感謝

了招商局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捐助。 

 

維省新生會於1996 年成立，一直熱

衷於支持華裔癌症患者、慢性疾病

患者以及其照顧者。位於墨爾本，

本會在 Box Hill 區內服務，今年亦

將服務擴大至西區 Hoppers Cross-

ing。我們致力提供一系列的關懷服

務，從診斷階段

到康復或逝世，

旨於紓緩患者及

其 照 顧 者 的 壓

力，並提高其生

活質素。服務包

括個別服務（個

案管理、輔導、關懷探訪等）、康

樂活動、社區教育和互助小組。若

欲造訪，請提前聯絡本會的社工預

約。本會亦歡迎任何人仕轉介，但

必須事先徵得當事人同意。 

 

互助小組詳情如下： 

長者康樂小組，於每月的第一和三

個星期一 

癌症小組，於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四 

帕金森症小組，於每月的第三個 星

期三 

腦退化症小組，於每月的第三個星

期五 

所有小組都會是由上午 10:30 到中

午 12:30。參加小組前請務必事前

與我們聯繫。如有交通方面的特殊

需求，請致電辦公室查詢。 

 

電 郵 ： enquiry@cccis.org.au，電

話：(03) 9898 9575，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10 至

下午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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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et Online 
 

“與數據時代同行 - We Can Do It!”活動：維省新生會將於去

年 10 月在 Box Hill 會所舉辦「與數據時代同行 -We Can Do It!」

活動，旨在緩解華人社區長者對電子產品的恐懼、提高對手機

和電腦相關應用程序的認識及使用技巧。 

由於活動深受歡迎，今年再接再厲舉辦 Let’s Get Online，內容

包括：迷你課堂及課後互動活動， 將以粵語和普通話進行，主

要分享常用手機和電腦上網的操作方法、以及常用應用程序的

操作技巧。 活動時段將有免費茶點供應，互動環節的有獎問答

遊戲，,人人都有份，可獲得精美獎品一份。 

 參加詳情如海報介紹: 
 

 活動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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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者服務是何力量？ 

 
記 得 當 初 就 讀 長 者 照 顧 證 書 三

時，目的是加強對照顧老人的認

識，以便照顧自己八十幾九十歲

的父親，當然還可以賺到點零用

錢 。 然 而 時 光 飛 逝 ， 不 經 不 覺

間，家父已離世有四年了，而自

己亦已步入老人階段了。但由於

自己還能活動自如，自問還有能

力照顧更多的長者，所以並沒有

放棄照顧長者這份業餘職業，還

能賺點外快，幫補吓自己的娛樂

消費，可樂而不為呢! 

 

有人問，當初加入照顧長者這個

行列，正如中國人一句老話「一

則為神功、二則為弟子」，如今

你父親已仙遊幾年了，照顧長者

又不是一份優差，而你又毋須為

生計籌謀，有甚麼理由要繼續下

去呢?  那是何種力量支持你呢? 

理由其實很簡單，以現在自己照

顧的其中一個長者為例，他對女

兒講出以下的一番說話，你或許

能領會我除了有收入外，我為甚

麼還要繼續工作下去的理由吧！ 

 

這位長者是一名上海人，他年近

九十，老伴因病入了安老院，但

他自己堅持要家居安老，因為家

就是家，家的感覺是比較甚麼都

重 要 ， 中 國 人 嘛 注 重 在 家 的 感

覺…… 

 

一 週 期 我 只 負 責 照 顧 他 其 中 兩

晚 ， 工 作 很 簡 單 ， 為 他 熱 了 食

物，然後去去廁所，最後協助他

上牀安睡便可。然而他最近摔倒

了，雖無太大問題，但雙腳總是

無力，必須要更大的協助。我在

這方面，似乎做得很令他滿意。

故此有一個晚上，當他女兒來探

訪爸爸時，我還在現場，他對女

兒說:「多得他的幫忙，否則我便

沒有了民主，要入住安老院了!」

(按:我相信他極之不願意入住安老

院，故選擇家居安老是他自己的

民主吧!) 

 

諸君聽到這番說話，如你是我的

話，你會不會有點成功及滿足感

呢? 這是不但除了報酬外，還可讓

你繼續支持下去為老人家服務的

力量吧!                         張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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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醫療指示，寧養服務，協

助安樂死講座  

Advanced Care Planning，

Palliative Care, and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Seminar 

 

日期: 2019 年 8 月 24 日(六) 

時間: 2:00pm-4:00pm 

地點: Hawthorn Library  

地址: 584 Glenferrie Rd,  

Hawthorn VIC 3122 

 

維省新生會西區辦事處開幕禮 -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Hop-

pers Crossing Branch Office 

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三) 

時間: 2:00pm 

地點: 維省新生會西區辦事處 

地址: 106 Heaths Road, Hoppers 

Crossing VIC 3029 

*辦事處後方有少量停車位提供 

 

週年大會暨中秋聯歡會  

AGM & Moon Party 

日期: 2019 年 9 月 8 日(日) 

時間: 10:30am-2pm 

地點: Hawthorn Library  

地址: 584 Glenferrie Rd, Haw-

thorn VIC 3122 

節目包括 表演、抽獎、午餐

等。 

7 月 27 日 

7 月 27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