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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CCIS activities have been 
suspended until further notice. 

IF you require urgent 
assistance with shop-ping, 
please contact the offi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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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All articles in this issue of Hop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Chinese Cancer and Chronic Illness Society of 

Victoria

所有中心活動均已暫停, 
如果您需要緊急購物, 

請致電 98989575�與辦公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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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互聯網的威力發揮了，當 SARS
時期，中港澳(門)發生甚事，墨爾本的
華人很可能要遲很多時才得知，但現
在，那邊發生甚事，是真還是假，一、
兩分鐘後，透過微訊等，便能傳遍墨
爾本的華人社區了，問你服末!!

全面抗疫休止會所活動 
蘭子 

目前新冠狀病毒正肆虐全球，澳
洲自難倖免，每日都有新增確診
感染病毒人數，短短兩個月，源自
中國爆發新冠狀病毒後，已蔓延
至歐美各國來勢洶洶，維省曾在
約一周時間內，由七十多宗急升
至 500 宗，故墨爾本至三月底，相
信有接近九千宗，政府已實施封
城嚴厲措施，新生會早先在一月
初已決定停止會所活動，故務請
大家注重個人衛生，非必要時留
在家中，以防止社區爆發。 
目前大家都不可外出進食，餐廳
受疫情影響最大，好多餐廳暫停
營業，有些少只能做外賣。 
蘭子在一月初外遊加拿大返回澳
洲，隨即一月中有一班香港中學
時期同學到訪澳洲墨爾本(註:他
們一年前已開始籌備，先訪墨爾
本，然後坐郵輪遊新西蘭)，行前
雖已有疫情初期，當時疫情仍未
太嚴重，，我們身為主人家，一
席又平又靚的龍蝦宴，十幾位老
同學餐館相聚，在美酒佳餚下，
大家重拾年輕時的那份情懷。之
後，我將我們歡聚的一張相，加

上說明放上臉書，竟然收到我個
鬼妹仔外甥女留「OMG!」我當
時很奇怪，為何又關這位土生土
長外甥女的事呢? 至此才恍然大
悟，原來她擔心我受到疫情傳
染。 
之後我班同學一邊遊墨爾本，一
邊著我幫他們捜羅口罩，結果走
遍很多藥房，發覺不但口罩沒
有，就連洗手液都欠奉，有些甚
至以中文寫者「口罩、消毒劑...
沒貨了。」(見圖)我亦發上新生
會APP詢問: 「那兒有口罩賣? 」
當然會被人感到我很遲鈍!我與澳
洲朋友一談後，才得悉自由中國
發生新新型冠狀病毒疫後，全球
口罩都短缺，眾所周知被中國搜
羅了。 

我們在墨爾本面對這個新型冠狀
病毒，因為現時疫情不是主要在
中國爆發了，已蔓延至歐美各國
爆發及至全球都感染了，澳洲受
影響程度日見嚴重，政府已實施
封城嚴厲措施，嚴禁出外政策。
華人社區全面抗疫休止社區活
動，家庭亦禁止互相拜訪，盡量
乖乖地坐係屋企，避免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 
故務請大家注重個人衛生，必需
留在家中，以防止社區爆發出，
但我們亦不要人心惶惶，只要注
重個人衛生，特別是勤於洗手，
不要出席任何宴會場所啦，謹祝
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過著正
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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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回憶   
Barry

新型冠狀病毒雖然來勢洶洶，但如
SARS相比，又似乎沒有那麼惡，因為
患 SARS者，好像九死一生，台灣有
醫務人員逃跑，而新型冠狀病毒治好
的比率較高。為何當年在墨爾本，並
未發生今時的人心惶惶狀況呢?且先
看看資料:

2003 年在中國廣東省順德爆發的
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迅
速擴散全球，引發全球恐慌，結果造
成 774死，其中包括醫務人員，直至
2003年 7月 16日，疫情在全球抗疫
並逐漸因天氣原因才消失，同年 9月
2日所有病人康復出院。當年SARS疫
情爆發時，香港因鄰近廣東，自然首
當其衝，香港市民每日提心吊膽，憂
心忡忡，當年我已在墨爾本定居，雖
非親歷其境，但透過互聯網絡，亦能
了解香港情況，並深深體驗香港人那
份憂慮 。 

反觀澳洲，雖然華人移民多的墨爾本
及悉尼等地，亦難免有人回港時中
招，但疫情與香港比較，有天淵之別。
那一年，相信很多華人，沒有香港人
那份人人自危的壓迫感!事隔 17年，
在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正值新曆新
年期間，忽然傳來中國武漢又爆發與
SARS 相若的肺炎，更在中國人準備
開開心心慶祝農曆新年時爆發，一時
間武漢肺炎(下稱新型冠狀病毒)這個
名字，不但令中港澳(門)人士，聞風喪
膽。 

根據報導，簡單而言，新型冠狀病毒
與 SARS非常相似，懷疑同樣是人類
食野味惹禍，網上流傳一對對聯:「一
人食野味，全國坐係屋企」，雖然通
俗，但卻合乎實情，令人苦笑之餘，
感到萬般無奈!新冠狀病毒不但受感
染的人數較 SARS多，目前而死亡人
數更超越萬人以上之數，超越了
SARS死亡人數，但事實上，新型冠狀
病毒的殺傷力其實並沒有 SARS強，
但卻較 SARS古惑，因為這隻病毒潛
伏期可能不只 14 天，而重要是受感
染的人，除了早期病徵沒有 SARS般
嚴重，如未必一定發燒，但已能傳播，
而且雖然治癒的機會較 SARS高，但
德國醫療從一名已逐步痊癒的病人
糞便中，還發現病毒，這意味康復中
的人，仍能傳染其他人(隱形染疫者)。
這正是新型冠狀病毒的可怕之處，很
多人不知自己是否中招，亦有人以為
康復了，卻不知自己仍能傳染他人，
所以隐性病人多了，故極容易擴散傳
播病毒，確令人防不勝防! 
我個人認為，首先是移居在海外的中
國人，與 2003年比較，多了很多，他
們包括做生意的、移民的、讀書的，
其中有些是消費能力高的、有些則是
能掌握國內需要甚麼而代購的，所以
有些甚麼風吹草動，有錢出來消費，
趁機搵錢的便將疫情必需品如口罩、
如洗手液等，盡情搜購，寄回國內以
高價生利。就這樣，一如香港，口罩
沒有了、洗水液沒有了。一罩難求，
連有需要的華人護理機構，供應也短
缺了，墨市好多華人都乖乖地坐係屋
企，不外出吃飯，致使餐館門雀堪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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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XV�EH�DJHQWV�RI�KRSH�
DQG�ORYH�
'RURWK\�

7KH� ZRUOG� VHHPV� WR� EH� XSVLGH�
GRZQ� DQG� SDUDO\VHG�� ZLWK�
HYHU\RQH� IURP� DOO� ZDONV� RI� OLIH�
VWUXJJOLQJ� DQ[LRXVO\� WR� FRSH� ZLWK�
WKH� GHDGO\� FRURQDYLUXV� WKDW� KDV�
WDNHQ� FRQWURO� JOREDOO\�� VLOHQWO\� DQG�
UHOHQWOHVVO\�

,�JXHVV�PRVW�RI�\RX��HVSHFLDOO\�WKH�
HOGHUO\�� DUH� VWD\LQJ� DW� KRPH� EXV\�
ZLWK� ZKDWHYHU� QHHGV� WR� EH� GRQH��
RU�ILQGLQJ�WKLQJV�WR�NLOO�WLPH�VXFK�DV�
OHDUQLQJ� D� QHZ� VNLOO� RU� ZULWLQJ� D�
PHPRLU�� ,� UHFNRQ� LW� LV�D�YHU\�JRRG�
RSSRUWXQLW\� WR�UHGLVFRYHU�RXU� LQQHU�
VHOI� DV� KXPDQ�EHLQJV� VHHP� WR� EH�
DZIXOO\� IUDJLOH� QRZDGD\V�� ,7¶V� QRW�
WLPH� ILQGLQJ� DQVZHUV� WR� WKLV�
RXWEUHDN��EXW�UHIOHFWLQJ�RQ�RXU�RZQ�
OLIH�� :KR� NQRZV� WKDW� ZH� KDYH� WR�
FRQIURQW�ZLWK�VXFK�D�SDQGHPLF�WKDW�
NLOOV� DQG� VLFNHQV� WKRXVDQGV� RI�
SHRSOH�LQ�������6KRXOG�ZH�SRQGHU�
RQ�RXU�ZHOIDUH�ZLVKHV�"

$W�&&&,6��ZH�KDYH�DELGHG�E\� WKH�
'HSDUWPHQW� RI�+HDOWK� DQG�+XPDQ�
6HUYLFHV� �'++6�� JXLGHOLQHV�� DQG�
WDNHQ� RWKHU� DSSURSULDWH� PHDVXUHV�
WR� VDIH�� JXDUG� WKH�ZHOOEHLQJ� RI� DOO�
RXU� FOLHQWV�� YROXQWHHUV� DQG� VWDII�
PHPEH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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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RXU� VWDII� KDYH� VWDUWHG� WR�ZRUN�
IURP� KRPH� DQG� WDNHQ� WKH� '++6�
,QIHFWLRQ�&RQWURO�2QOLQH�WUDLQLQJ�WR�
HQ��VXUH�WKDW�SHUVRQDO�K\JLHQH�ZLOO�
EH� SUDFWLVHG� DOO� WKH� WLPH�� 2XU�
)DPLO\� 6XSSRUW� :RUNHUV� KDYH�
DEVWDLQHG�IURP�RXWUHDFKLQJ�WR�WKH�
KRVSLWDOV� DQG� SDWLHQW� KRPHV�
H[FHSW� IRU� HPHUJHQF\� VLWXDWLRQV�
VLQFH� HQG� RI� )HEUXDU\�� +RZHYHU��
WKH\� ZLOO� FRQWLQXH� WR� SURYLGH�
VXSSRUW�DQG�ZHOIDUH�FKHFNV�WR�RXU�
FOLHQWV� DQG� PHPEHUV� YLD� SKRQH�
DQG� VRFLDO� PHGLD�� 0HDQZKLOH��
WKH\� ZLOO� DOVR� VHQG� RXW� D� FOLHQW�
VHUYLFH�VDWLVIDFWLRQ�VXUYH\�IRU�RXU�
PHPEHUV�FOLHQWV� WR� FRPSOHWH�
RQOLQH�

$OO� &&&,6� JURXS� SURJUDPV� KDYH�
EHHQ�VXVSHQGHG��,Q�RUGHU�WR�NHHS�
RXU�PHPEHUV�VWD\�FRQQHFWHG�ZLWK�
HDFK� RWKHU�� PRVW� RI� RXU� JURXS�
OHDGHUV� KDYH� VWDUWHG� WR� XVH�
,QWHUQHW� DSSOLFDWLRQV� VXFK� DV�
=RRP� RU� :H&KDW� IRU� WKHLU�
PHPEHUV� WR� PHHW� RQOLQH�� 'XH� WR�
OLPLWHG�GLJLWDO�VNLOOV�RI�WKH�PDMRULW\�
RI� RXU� FOLHQWV�� LW� PD\� WDNH� VRPH�
WLPH� IRU� WKH� OHDGHU� WR� UXQ� WKH�
RQOLQH� PHHWLQJ� VPRRWKO\�� 7KDW� LV�
RND\�� ,� WKLQN� WKLV� LV� WKH� EHVW�
RSSRUWXQLW\�IRU�DOO�RI�XV�WR�LPSURYH�
RXU� GLJLWDO� OLWHUDF\�� $IWHU� DOO�� ZH�
PD\�KDYH�WR�IDFH�WKH�PXVLF�WR�XVH�
WKH� FRPSXWHU� DQG� PRELOH� WR� UXQ�
RXU�OLIH�LQ�IXWXUH�

1H[W�\HDU�LV�WKH���WK�DQQLYHUVDU\�
RI�WKH�6RFLHW\��3HUKDSV�HDFK�
JURXS�FDQ�XVH�WKLV�VRFL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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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performance for our 
25th anniversary celebra-
tion. It could be singing,
dancing, acting, story tell-
ing...There must be some tal-
ents in each support group. If
all of you work hard togeth-
er, we will have amazing re-
sults. 

Importantly，we have to sa-
lute those front-line workers, 
doctors, nurses, police officers, 
etc. who have braved the virus 
to take care of those who have 
fallen ill, and the politicians 
and our medical officer
swho have worked tirelessly 
day and night to address nu-
merous issues to combat the 
health crisis. Let us continue to
be agents of hope and love.
Who knows how long this bat-
tle will last! We are blessed
that we are staying heathy. We 
must go hand in hand to fight
this haunting pandemic.  
In the meantime, shall we en-
joy A COVID-19-themed cover
of Do Re Mi?
Link:https://youtu.be/MMBh-
eo3tvE 

新生會視頻小組
Iris Li 

在疫情的陰影下，新生會暫停了面
對面的小組支援活動，並於上周開
展了線上的支援服務，讓會員有機
會保持小組互動，在疫情中互助互 

勉。 

在西區的小組開始前前，讓所有會
員適應線上視頻的模式已比預想中
更大費周章，有組員不懂開鏡頭、
開啟聲音等，幸得一批義工細心個
别的電話細心指導，替我們解決了
不少技術問題。

在線上小組的時段中，組員們都興
高彩烈地向對方展示自已的生活近
況：於花園田圃新得了三斤重的瓜
果、用毛筆手抄的佛經、孫女現場
彈奏鋼琴……在居家防疫的時期，
大家都格外享受和組員交流的時
光。在進行趣味問答遊戲的期間，
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問題，竟有幾
分在課室上課的意味。 

也許是這幾周的家居防疫生活讓組
員們失去了与好友共聚的機會，大
家都格外享受能共聚一堂的時光。
有組員表示已經兩周沒有離開家
門，因患有長期疫病的老人免疫力
低，基本上都不敢出門，只由子女
代購食物，靜待疫情過去。 

這段期間為了健康安全，大部分的
長者都遵守政府的指示，留在家中
不足不出户。而新生會也因應這個
情況,把各小組都改為線上舉辦，讓
會員們仍能保持社交生活，也讓有
者們有傾訴的地方。希望這一點關
懷能讓會員不致孤單，也希望大家
能堅持居家防疫，讓疫情早日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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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us be agents of 
hope and love

Dorothy 
The world seems to be upside 
down and paralysed, with eve-
ryon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truggling anxiously to cope 
with the deadly coronavirus 
that has taken control globally,
silently and relentlessly.
I guess most of you, especially 
the elderly, are staying at 
home busy with whatever 
needs to be done, or find-
ing things to kill time such as
learning a new skill or writing 
a memoir. I reckon it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to rediscov-
er our inner self as human be-
ings seem to be awfully frag-
ile nowadays. IT’s not  
time finding answers to
this outbreak, but reflecting
on our own life. Who knows
that we have to confront 
with  such a pandemic that
kills and sickens thousands of 
people in 2020! Should we 
ponder on our welfare wish-
es ? 
At CCCIS, we have abi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guidelines, and taken other ap-
propriate measures to safe-
guard the wellbeing of all our 
clients, volunteers and staff 
members. All our staff have 
started to work from home

and taken the DHHS Infection
Control Online training to en-
sure that personal hygiene will 
be practised all the time. Our 
Family Support Workers have 
abstained from outreaching to 
the hospitals and patient
homes except for emergency 
situations since end of Febru-
ary. However, they will con-
tinue to provide support and
welfare checks to our clients 
and members via phone and 
social media. Meanwhile, they 
will also send out a client ser-
vice satisfaction survey for 
our members/clients to com-
plete online. 
All CCCIS group programs
have been suspended. In order 
to keep our members stay con-
nected with each other, most 
of our group leaders have 
started to use internet applica-
tions such as Zoom or 
WeChat for their members to 
meet online. Due to limited
digital skills of the majority of 
our clients, it may take some 
time for the leader to run the
online meeting smoothly. That 
is okay.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all of us to im-
prove our digital literacy. Af-
ter all, we may have to face 
the music to use the computer 
and mobile to run our life in
future. 
Next year is the 25th anniver-
sary of the Society. Perhaps 
each group can use this social 
distancing period to plan a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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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依然充滿愛

此時此刻，就好像世界大戰來臨一
般。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我們害
怕的不是炸彈，而是病毒。它就像個
小霸王，24小時橫行霸道卻又悄無聲
息、不停地「轟炸」着人類。這個恐
佈的疫情 - COVID-19，讓生活在地球
每一個角落的人都苦不堪言—— 無論
貧富、種族、高官或市民，它都毫不
留情地一網打盡。 

想必現在大家都躲在家裏，忙的忙：
或煮钣、或做家務……愁的愁：擔心
沒有足夠的食糧、厕纸、醫療服務、
棲身之所、收入等等……但一致最擔
心的，莫過於染上這個捉摸不透的
「小靈精」(病毒)。唉！ 想問蒼天，
這又是因誰的錯，才導致這全球性的
疫情來讓人措手不及，讓每一個人都
生活在恐懼之中呢！

澳洲政府現已實行了很嚴格的防疫措
施、盡一切努力來減少疫情的擴散。
也 因 為 這 個 病 毒 實 在 太 「 歪 路 」
(viral) 了，所以我們必须要盡力—
—「應對危機、人人有责」。坊間在
網絡上流傳的防疫貼士千千萬，比如
吃彊、葱、蒜頭、檸檬各式各樣的食
物，藥油等……但對我來說，遵循當
地政府的指令才是最可靠的。要不
然，會有更多無辜市民「中招」。澳
洲政府的工作人員日以繼夜地幫助受
疫情影響的人士來解決了各種問題，
政界人員今次辛苦了；同時也敬佩和

感謝前線醫務人員，一直堅持、冒着
生 命 為 病 人 服 務 ， 值 得 褒 獎 。 

說到新生會，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
所有的活動都已暫停了。員工亦開始
在家「辦公」，用電話及互聯網的方
式繼續支持客戶及會友們。我們的家
居服務HOME CARE SERVICE，仍然繼
續為社區人士提供必要的服務、照顧
在家的長者和弱勢群體。

為了與大家保持聯絡，所有的小組組
長都密鑼緊鼓地「集訓」——  來適
應用線上交流軟件在「空中」與大家
見面、鼓勵大家互相支持和幫助。倣
效牛郎織女在月下相聚，我們就在雲
霄上聚會吧！ 線上聚會時，大家依然
可 以 一 齊 唱 歌、跳 舞、運 動、講 笑
話、猜謎、甚至學電腦…… 

明年，即2021年，是維省新生會25周
歲生日。我希望所有的小組都能利用
隔離這段時間，筹備一個3-5分鐘的
節目，在明年25周年慶典上表演、各
展奇才。我相信每個人都有擅長的才
藝，大家互相商量、一齊練習，定會
有成果。 

雖然這疫情給我們帶來諸多不便，影
響了我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甚至帶
來死亡，但亦有它的「得著」——正
是 為 此，我們 被 困在 家 裏，才 有 機
會、時間來清潔屋子、清理家裏的雜
物；或是用空餘的時間來學一些新的
手藝，如唱歌、畫畫、園藝、新的語
言、上網等…….。 

姚太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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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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ӓґӚ༇ϪِѸսօِݜϪкϼҐ
ِսօϦ6$56�Ӛ༇ϪِԔѨ
ӣϼЉഃ૭ా࠴ϡ৵،ҨԷӣ
Юϩ�6$56םԔ56�ࣲ$�6ࢺ
༜ӺЊϷྦా࠴ၛቛНЍϤђ�
���ϳґԳϵϥիҀธϡϪङϦ

Չ࠴ၺЮϩ6$56�ડଳԳғ۔
ґॸॏةϣӡшԔӔЍۓ
ѼᙷϡқϾ56$6ࢺ� ҙԔख़л
ࣧඊԩϣӜӔྂ܍ᱠᙷϡ࠴Ϫᘲ۬
ЅФшѳా࠴ϷҺڏЅϡ
ϪഖЍةธԷјϪ�ೇธᐭ
ҐܜϡНా࠴ഃ૭ꞭϷԜϥЉ�ٷ
ЫЄϪϤҌІѝϥਦЅඩ
ϩϪкЊϦϤҌІѝഖЍ
ݞϪЄϦ࠴ธјϪӛкԛة
Ϥࣃ৯ਘϪా࠴ةᇖ્ډبࡘ
ࣃ�

ϢϫϪگЊ۰ϥϨ֕ϡ
ЅлϪԀ������ёԞࢺЄϦЫ
ЄјИد၉҂ТҺϡꞬڿϡꞬ
ЍҨҙٯ۽ϡԷЅϩԈϥڣ
ϡꞬϩԈछϥЍുлַؑϵ൭
ГґڊऔϡӛкϩԈ൭Гդೈस
ҁϩؿпϰٯ۽აқ䅕ؿϡ۬
ԖᐭєؑۓԘғטᐗꞬғޤѲฎ
ҳ࠰єഏऔྡҘлַкҙ٢Т
۱ꞭϲϷҊϣғܫ୯טᐗЮϩ
ϦꞬޤһฎЮϩϦꞭϣᐗԢؒہ
ϩؑϵϡܔϪࣆԑқภపЇߦ
ϦၢضϯЄܔϪЁಸಸсܩਾ
൚ఌϤ֕пѷۧঋٍ࠽గ՞ᓘ჻
ஜꞭ
目前大家都不可外出進食，餐廳受
疫情影響最大，好多餐廳暫停營
業，有些少只能做外
賣。�
當然互聯網的威力發揮了，當�
:(9:時期，中港澳�門�發生甚事，
墨爾本的華人很可能要遲很多時才
得知，但現在，那邊發生甚事，是
真還是假，一、兩分鐘後，透過微
訊等，便能傳遍墨爾本的華人社區
了，問你服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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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學習和熟
練操作手機和電腦的機會，連長者
都 要 開始 低頭 學習 了（包括 我 在
內），因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
能都要在線上處理日常中的各類事
務了。也正是因為互聯網和電子產
品的產生，給了我們機會、在見不
到面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聯絡。
所以，藉此學習上網和使用手機電
腦應是一個最佳的目標啊！

我相信，這個疫情給每一個人都帶
來不同的啟示。誰曾想到，剛邁入
2020年，全人類就面臨了一個重量
級的災難呢！誰又曾想到，一個
「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導致
全球數萬人死亡、數以萬計的人和
家庭受苦受難，讓整個社會瀕臨
「崩潰」的狀態！ 

然而生命就是這麽脆弱。沒有人知
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因此我們更要
好好準備、來迎接和面對那天的來
臨。 

唉！這塲戰鬥何時能了結呢? 但我
們不能洩氣，一定要齊心協力、一
同抗疫，來打贏這場戰役。不論怎
樣，世界依然充滿著愛。也希望我
的熊熊，能夠通過屏
幕，傳遞溫暖給你。

大家加油！不如讓我
們一起來放鬆心情，
聽聽「Do-Re-Me The Sound of 
Music– 防疫歌吧！連接:https://
youtu.be/MMBheo3tvE

「軒愛」家居服務

Brian Lo
維省新生會家居服務旨在協助長者
或傷殘人士在家中獨立地生活。最
近，受 2019冠状病毒（COVID-
19）的影響，我們正共同面對著疫
情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挑戰。

早在疫情開始傳播前，我們就已經
積極地向員工重新教育個人衛生管
理及監察他們的健康狀況和海外旅
行記錄，任何身體不適的員工都會
留在家中休息，直到他們能出示健
康證明時才會返工；同樣地，我們
也一直留意著客戶的健康狀況、與
其家人及護理計劃經理緊密溝通，
保障雙方的健康。 

隨著疫情不斷升級，我們首要的目
標是保護客戶及員工的健康，因
此，我們會密切關注並配合澳洲政
府之衛生部門的最新指示，採取相

對的預防措施。例如，於本年 3月
31日實施的第三階段限制措施要求
所有公共聚會都僅限於兩人，呼籲
年過 7旬的長者除了非必要之理由
外出，都要留在家中。有見及此，
我們已即時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外出
服務，改由以其他途徑因應條件滿

足客戶的需求。

現時，維省新生會正在盡最大的努
力確保家居服務能繼續服務社群。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敬請聯繫維省
新生會之家居服務部。祝大家健康
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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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CCIS activities 
have been suspended 
until further notice.

IF you require urgent 
assistance with shop-
ping, please contact the 
office on 98989575

KEEP WELL 
STAY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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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rticles in this issue of Hope do not neces-
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Chinese Cancer 

and Chronic Illness Society of Victoria

所有中心活動均已暫停, 
如果您需要緊急購物, 
請致電 98989575與辦公室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