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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其家人及義工們故事的 

刊物 

 
$�FROOHFWLRQ�RI 

SHUVRQDO�VWRULHV�DQG�SRHPV�RI 
FDQFHU�SDWLHQWV��WKHLU�FDUHUV 

DQG�YROXQWHH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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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物的文章不代表維省新生會的意見 

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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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不停蹄 
 
馬不停蹄地又走了 �� 個月，我相信

今年是我在新生會二十多年來最忙

的一年。我除了領導擴展新生會的工

作範疇丶向政府申請更改維省新生

會的新機構名稱外（只改英文），還

增加了一個自負盈虧的新項目 - 「軒

愛居家服務」，來向可以自付費用的

長者提供家務及接送等服務，而所得

的盈餘可以幫補新生會的支出，並 

且在工餘時間中與一班義工及職員 

製作了［與禁忌丶說再見〕的話劇和

視頻 ,及安排舞獅隊出動為會籌募

善款。 你或許沒有意識到，籌備所有

這些項目，過程很複雜、且需要很長

的時間準備，並且需得到很多外援

（人力及資金）才能達成。 

 

不僅如此，我們亦於今年六月初獲得

了一個由政府撥款, 為期四年的嶄新

項目，用作支持末期患者及其照顧

者，而這項服務是全部免费的。今次

能夠成功申請到此撥款，有賴於多年

來我們在寧養服務中優良的表現，故

而得到眾多医生及醫院的推薦。因

此，我們需要很用心地去經營這兩大

項目，讓它們能更好地運營。萬事起

頭難，我們的員工們也在努力去探索

更完善的工作模式。 
 

當然，我還有很多其他的日常事務要

處理，天天馬不停蹄，真感到有點 

兒吃不消，已變成大“忙”人及大

“忘”人了！我不只要管理會所丶監

督員工丶義工和學生，還要带小組丶 

主持培訓丶聯絡許多其他機構，以及

要動腦筋去籌款及密識贊助人及商

號 丶處理無數的文件等等««。 
 
老實說，因為會務愈加繁複、工作量

不斷增加，我已經每星期工作七天

了，實在是無法抽空單獨照顧眾多的

會友，希望你們能夠多多體諒。無疑

的，新生會已不是十多年前的那個小

團體了， 我們必須要有遠見、要承傳

新生會，而不僅僅只是要它生存兩三

年或五年。 
  
對於一間規模小且缺乏定期經費的

慈善機構來說，這是一個艱佢的任

務。雖然我們非常忙碌，但我們仍 

會為會員組織各種各樣的講座、興

趣和節日慶祝活動。不幸的是，我

們付出的努力，往往付諸流水，因

為每次參加人數總是很少，而且很

多定期活動（例如畫畫班丶歌詠團

丶電腦班），幾艱辛苦才邀請老師

來義務教授，很可惜參加的學員似

乎不能持續下去，著實令我失望。 

眼見既然沒有需要��我們將來就會考

慮減少此類活動��從而多投入時間到 

���姚太專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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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及家中探訪病人。其次因為各

互助小組多年來已“成長”，可以

自行組織適合自己的小組活動。這

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因為會員

們不必遠道來參與總部所舉辦的節

目。那麼明年，我們不妨試試看，

讓各組自行組織活動，當然，我們

的員工依然很樂意幫忙組織，總部

所舉辦的活動僅著重一兩個指定項

目，例如：年會員大會及聖誕節。 
  
身為領羊頭，我在此多謝所有義工

及員工多年來的努力，使得新生會

服務蒸蒸日上。明年我們會計劃開

始在西區给患有腦退化及帕金森病

的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小組活動，

讓西區華人有更多活動。 
  
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我在今年十

一月被邀請返回大學母校「香港中

文大學」参加了其舉辦的首屆「傑

出校友訪問計劃」的活動。這次回

訪母校，與校內師弟妹們分享了經

歷、勉勵了新一代實行人文精神，

與此同時更是將新生會的工作宣傳

到了海外。 

大家若有興趣了解，可瀏覽以下鏈

接� 
  
KWWS���FXKN�HGX�KN�FKLQHVH�IHDWXUHV�
GRURWK\B\LX�KWPO 
KWWSV���ZZZ�FKLQDGDLO\KN�FRP�
HSDSHU�SXEV��
FKLQDGDLO\���������������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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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於未然·慢性 

疾病資訊日」2018 

維省新生會一年一度的「防患

於未然·慢性疾病資訊日」已於十月

十三日(星期六)假博士山救世軍會

堂順利舉行，當天講座吸引了超過

100 名華人出席，參加者更踴躍地在

慢性疾病資訊攤位中索取不同的資

料並與相關機構人士傾談，了解各

機構的服務和最新的健康資訊，如

中風、糖尿病、癌症、乙型肝炎等等，

發揮好學精神，關心自己的身體健

康。        

本次活動有幸邀請到維省寧養

療 護 協 會 行 政 總 裁 Odette 

Waanders 為我們進行開幕儀式，隨

後由四位不同的專科醫生主講各方

面的資訊——分別由腫瘤科醫生 Dr 

Shirley Wong 詳細講解乳腺癌及相

關的最新療法、寧養護理醫生 Dr 

Chien-Che Lin 講述寧養療護服務、

由 Dr Angeline Shen 帶大家了解

食物在糖尿病中的作用、以及 Dr 

Aaron Wong 講解維省於去年通過議

案的自願受協助死亡。 

每次結束資訊日活動并進行總

結時，即表示又是一年即將過去。依

舊要特別感謝新生會全體工作人員

及義工們在本次活動前的悉心準

備、活動當天熱情且周到的服務，以

及活動后高效地“收拾戰場”！依

然是那句——正是因為新生會的義

工們積極工作態度和熱心，與孜孜

不倦的奉獻，新生會大家庭才能齊

心圓滿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

小的公開活動。 

二零一八年即將結束，在此祝

福新生會的所有家人們「聖誕快樂、

新年健康平安」。| 

文： tĂŶĚĂ�Θ�&ƌŝĞĚ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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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感謝午宴 

家居服務工作員 
新生會義工 

美術閒情班招生 

上課時間：星期五下午 �����-���� 
導師： -HQQ\�:RQJ 
課程內容：學習素描的基本技巧，並以

此陶冶性情。導師只要求學員有繪畫的

興趣，不須特別的天份與經驗。 

繼《與禁忌說再見》生死教育話劇的成功演出，話劇組的義工們趁熱打鐵、犧

牲了多個週末的時間傾情錄製了《與禁忌說再見》小電影版，一來望彌補未能

前來觀影朋友們的遺憾、二來方便大家與家人一起在家觀看。 

小電影的 DVD 及完整視頻預計將在明年初製成并上線，敬請期待！ 

錄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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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杯水的故事 
文:張秀志 

記得多年前，因為要照顧患癌的父

親，為了想學多一些照顧長者的技

能，於是便報讀了一個照顧長者的

證書。家父在三年前的十二月份辭

世，之後我便正式成為一個長者照

顧者(AGE CARER)，更在七月份，

當新生會新增了一個項目 - 「軒

愛居家服務」，來向可以自付費用

的長者提供家務及接送等服務，我

便加入了這個工作大家庭。 

很多人問，我既退休了，為甚麼還

要找工作，更可況照顧長者的工作

不輕鬆呢? 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雖然已 66 歲，但有機會賺錢，而

且能夠幫到人，可樂而不為。 

為新生會工作雖然只有四個月左

右，但令自己感動的倒有一個個

案，服務的是一對長者夫婦，他們

兩個都八、九十歲了，行動當然極

之緩慢，而稱得上老人家了，自然

「囉唆」，要求多，他倆又說普通

話，對我這個能聽普通話， 卻只

懂說廣東話的人而言，溝通並不容

易。幸而，我的誠懇打動了他們，

我說的是用廣東話轉少少的普通

話，他們居然聽得明白，最低限度

表面上明白便好。 

難忘的是，有一日他們要換一個大

的電視機，但我卻行錯路，加上遇

到大塞車，去到目的地時，較預期

遲了足足一個小時。但途中他倆並

不焦急，各而不斷安撫我，說不是

我的錯。最後，終於完成任務，為

他們購入一個新型號的 42 吋大電

視，並安排了一個星期後送貨及安

裝。 

一個星期後，即他們剛安裝了新電

視機的翌日，原本下午要接他們出

外購物，但早上卻傳來男長者昨晚

離世了，換言之，那部新電視機他

只享受了兩、三個小時而已。 

生老病死，原本就是半點不由人，

但心中不免問，過去十多年來，這

位長者都只能看一部二十吋的電視

機，一直想換部大的，但當他換了

大的電視機後，卻只能看了很短時

間，那究竟我們會想到， 上天為

何這麼殘酷? 不讓他多享受大電視

機之樂呢? 還是上天待他真不薄，

能讓他生前終於擁有一部大電視機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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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Ⱦ與數據時代同行 - 

 :H�&DQ�'R�,W�´活動 

維省新生會已於 �� 月 �� 日和 �� 月 ��

日在博士山會所舉辦「與數據時代同行 -

:H�&DQ�'R�,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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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日活動內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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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活動僅限於 �� 歲及以上人士參加，

旨意可以帶領較年長者認識多些電腦知

識。 

(當日活動由 *RRG� 7KLQJV� )RXQGDWLRQ�

$XVWUDOLD�–�%H�&RQQHFWHG 支持贊助，以

響應 *HW�2QOLQH�:HHN� 
 
同時「維省新生會」長期提供免費的手機/

電腦迷你指導課堂，有會說華語的輔導員

來幫助華人社區長者（�� 歲以上）解答關

於手機 /電腦使用上的疑問並教授基本的

手機及電腦操作知識。     普通話班：每週

五–上午 �� 點半至下午 �� 點半 / 

                    

粵語班：每週二–下午 � 時 �� 分至 � 時

�� 分 

本期每班僅招收 � 名學員，歡迎有興趣的

朋友報名參加 

（本課堂不適合已熟練操作手機和電腦

的長者） 

 

 

 
  

 
 

推荐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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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積極參與         

 

近近年尾, 新生會自擴展多一項，特別

為慢性疾病服務後，義工們及職員都很

忙碌。因為我們新生會常常舉辦一連串

很多活動配合各組員需求, 大家都忙得

不可開交; 例如七月的一年一度的試食

籌款、八月底舉行了話劇 - 與禁忌說再

見、十月舉行的慢性疾病資訊日、以及

十一月份的 :KLWHKRUVH�5HOD\�IRU�/LIH，
同日在 %R[�+LOO�6DOYDWLRQ�$UP\�參與同

路人舉辦的嘉年華會擺攤位等等，都是

歡迎大家參與共享聚會的快樂時光. 期

盼展現出新生會成立的宗旨. 為華人癌

症及慢性疾病服務， 並在新生會各項

活動中可體會到新生會是會員對生命的

活力。 

 

七月的一年一度的牛肉試食籌款參加者

非常踴躍，把 %R[�+LOO會所擠爆滿人，

簡直是人山人海，開始好似混亂少少，

但好在有職員及義工的調整後，井然有

序了。我是參加首輪試食，之後要趕緊

上班啊! 哈哈! 有免費午餐，及可以做

善事，一舉兩得，多快樂，喜上眉梢，

明年再見。 

 

今年十月份維省新生會主辦的資訊日，

是以慢性疾病服務為主題的資訊日， 

出席人數都比較往年少了，雖然如此，

但都有百多人。我在今次癌症資訊日

上, 看到由青年組各義工在場分頭合作, 

台前台後,擔擔抬抬的粗活, 不遺餘力, 

以及在廚房打點百多人的午餐及茶點, 

亦處理得井然有序, 將這個大型聚會能

夠成功順利完成, 他們是功不可沒, 很衷

心感謝一群年青義工們的積極關心社會

之義舉. 

 

接著是十一月份舉行的《生命的傳遞 

– 5HOD\� IRU� /LIH》步行或跑步籌款活

動, 自����年起至今已達十六年了， 由

負責統籌人9HUQD�故友) 及姚太積極推

動下, 在這十六年裡堅持參與, 盼望可達

到與主題共識, 使用有生命力的步伐，

以接力方式傳遞關懷、愛護癌症患者。

但知道今年出席者很少，可能是受同路

人舉辦的嘉年華會影響吧!  

 

我與 )ULHGD�都出席嘉年華會，)ULHGD�在
開攤位，派發新生會宣傳單張，我亦見

很多新生會會員來嘉年華會玩，因為這

裡的活動比較多，表演及電影等，還有

攤位服務(免費); 有眼睛健康檢查、聽

力測試、足部謢理等。其次亦有攤位遊

戲，著實好吸引啊。 可能是新生會會

員較為喜愛玩原故吧!  

 

.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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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有百多人。我在今次癌症資訊日

上, 看到由青年組各義工在場分頭合作, 

台前台後,擔擔抬抬的粗活, 不遺餘力, 

以及在廚房打點百多人的午餐及茶點, 

亦處理得井然有序, 將這個大型聚會能

夠成功順利完成, 他們是功不可沒, 很衷

心感謝一群年青義工們的積極關心社會

接著是十一月份舉行的《生命的傳遞 

》步行或跑步籌款活

年起至今已達十六年了， 由

故友) 及姚太積極推

動下, 在這十六年裡堅持參與, 盼望可達

到與主題共識, 使用有生命力的步伐，

以接力方式傳遞關懷、愛護癌症患者。

但知道今年出席者很少，可能是受同路

在

開攤位，派發新生會宣傳單張，我亦見

很多新生會會員來嘉年華會玩，因為這

裡的活動比較多，表演及電影等，還有

攤位服務(免費); 有眼睛健康檢查、聽

力測試、足部謢理等。其次亦有攤位遊

戲，著實好吸引啊。 可能是新生會會

 ���� 年會員週年大會

選出以下屆管理委員 
 
����會長��'RURWK\�<LX 
����副會長���.ZRQJ�.HXQJ�:RQJ 
����秘書��:DQOLQJ�=KDQJ 
����財政���-DFRE�/HH 
�����委員��&DUVRQ�$X， 

�����'U�)UDQN�:DQJ 
�����������������.LP�6]HWR 

《生命的傳遞 –     

5HOD\�IRU�/LIH》 
一年一度的步行或 跑步籌

款活動, 

新生會十六年裡堅持參與,  

歡迎大家積極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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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感言 

(.ULVWLQH�:DQJ� 
三個月，這個聽起來有些長的時
間，在新生會實習之後，才覺得，
原來3個月其實過得很快。從實習
開始之前的充滿未知和擔憂，到實
習中慢慢累積知識，直到結束時的
充實與提高，在新生會的這段時
間，我學會了很多，這些不僅包括
作為一名社區服務工作者應該掌握
的知識，還有人與人相處的真誠和
熱情。 
 
三個月的時間，我已經習慣了週一
合唱班的歌聲，熟悉了週二的小組
成員們的笑容，週三至週五的多種
活動和小組也總會讓我覺得新生會
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我非

常喜歡看到每個積極參與各種活動
的身影，大
家雖然在各
自在生活上
都遇到了挑
戰，但是一
直擁有樂觀
積極的心態
是 那 麼 重
要。影響我
最大的也正
是這種正能
量，它讓我
覺得，即使

人生有再大的苦難，也要學会樂觀

面對。 
 
在來到新生會實習之前，我只是一
個普通的學生，沒有豐富的工作經
驗，人生閱歷也有限，在新生會實
習的這段經歷，無疑是對我自身的
專業知識與個人能力的極大提高。
在姚太太的耐心教導和新生會所有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們的幫助下，我
學會將自己學習的知識運用到實踐
當中，並且不斷的總結反思。我深
刻地感受到，社區服務工作真的需
要去挖掘和整合社會和社區資源，
並且一定要結合個人需求，這樣我
們的服務質量才能得到保障。 
 
我非常喜歡新生會輕鬆和友善的工
作環境，這裡有精明能幹又無私的
姚太太，友善可愛的Frieda，認真
熱情的Jo，以及善良的志願者們。
每一位對於新生會的熱忱付出都深
深感染著我。剛開始實習，我會因
為緊張而過於拘束，隨著逐漸融入
到這樣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我也

放下了心裡的包袱，全心全意地進
入到輕鬆的氛圍中，并盡我所能的
去發揮自己作用。 
 
感謝姚太太，感謝新生會的所有
人，這段時間將會是我非常珍貴和
難忘的記憶。真心祝福每一位，願
大家都可以天天開心，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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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學生      

生命的脆弱與頑强 

((ODLQH�<DQJ� 
新生會是我的第一份社工的實習工

作，也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接觸
癌症病人，也讓我真正體驗到了生
命是多麼脆弱，有時如玻璃搬脆弱

地不堪一擊，然而，脆弱的生命竟

然又堅強如鐵? 
 
在新生會的實習經歷讓我切身體會
到了這一點。特別是新生會每週二
的聚會，它不光給癌症康復者一個
聊天，分享的地點，更是一個給予
我這樣的普通人重新定義生命的時
間。以前，有時候我總是會因為一
些小事而抱怨，感嘆人生的無奈，
歲月的無情，但是在我短短的二個

月與這些癌症的康復者的交流，及

與他們一起度過的時光中，他們的

言行讓我重新對生活對生命有了另

一方面認識。記得以前我聽過一首
歌《感恩的心》歌詞是這樣的： 

“ 我來自偶然像一顆塵土 

  有誰看出我的脆弱 

  我來自何方 我情歸何處 

   誰在下一刻呼喚我 

   天地雖寬 這條路却難走 

   我看遍這人間坎坷辛苦 

   我還有多少愛？我還有多少淚？ 

   要蒼天知道我不認輸！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伴我一生 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 
但是我雖然聽了，但是我對於歌詞
並沒有很深的理解，但是在那些癌
症康復者身上我看到了歌詞所要表
達的意義。生命的本質是脆弱地，
但是，生命的頑強又能爆發出超乎
尋常的能量。 

新生會中的癌症康復者面臨過我們
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會經歷的痛
苦，但是他們擁有一顆熱愛生命，

熱愛生活的心，他們因為感受過生
命的無常，他們對於生命更加充滿
珍惜與禮讚，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滋
味與價值。聆聽的他們的故事，我
認識到我不能因為一些小小的挫折
而怨天尤人，應該努力去克服，享
受每日的時光，即使可能那一天我
因為寫不出作業而著急，可能因為
和父母意見不合而難過，但是這也
是美麗人生的
一部分。在新
生會，我學會
了對生命充滿
感激，最重要
的是學習到了
愛惜生命，這
能讓我們短

暫、脆弱的生
命活出尊嚴和
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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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新年期間本中心暫停 

假期通告   
由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為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會所暫停活動休假四週； 

 在 ���� 年 � 月 � 日(星期一) 會所職員恢復正常辦公 

在����� 年 � 月 �� 日(星期二) 恢復 %R[�+LOO�組活動 

如有需要, 請於職員辦公時間內來電咨詢 

&&&,6�&OXE�+RXVH�ZLOO�EH�FORVHG� 
IRU���ZHHNV�GXULQJ�&KULVWPDV�	�1HZ�<HDU�KROLGD\V� 

 
IURP����'HF������WR����-DQ����� 

2IILFH�ZLOO�EH�EDFN�LQ�RSHUDWLRQ�RQ���-DQ��������0RQ�� 
�%R[�+LOO�VXSSRUW�JURXS�ZLOO�UHVXPH�RQ���-DQ������7XH� 
3OHDVH�FRQWDFW�XV�LI�\RX�QHHG�DQ\�VXSSRUW�RU�DVVLVWDQFH�� 

慶祝澳洲日及 CCCIS 生日 

Australia Day & CCCIS Birthday Celebration 

Launching of Say Goodbye to Hush Hush DVD 

                 發佈［與禁忌說再見〕視頻 

                 Tuesday 22/1/2019 11:00am 

                          CCCCIS Centre 會所 

                  Cost ：$6.00 

新生會 &&&,6���������������� 
����6WDWLRQ�6W��%R[�+LOO�1RUWK�9,&������� 
2IILFH�+RXUV��0RQ-)UL������DP-����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