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之光 第 �� 期  March 2021  

                  ����������������������������������������������������������� 

第 ��期 ����年 �月 

,VVXH����0DUFK����� 

編輯：黃秀蘭 

編審/校對：姚沈宛、)ULHGD 

一份匯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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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DUWLFOHV�LQ�WKLV�LVVXH�RI�+RSH�GR�QRW�QHFHVVDULO\�UHSUHVHQW�WKH�
YLHZV�RI�&KLQHVH�&DQFHU�DQG�&KURQLF�,OOQHVV�6RFLHW\�RI�9LFWRULD 

本刊物的文章不代表維省新生會的意見 

歡迎投稿 

��–��月 目錄 
 

● 姚太專欄：慶祝農曆新年 

● 福飯 

● 怡情小聚樂融融 

● 慶新生會 �� 歲生日 

● 通告 

%R[�+LOO 辦公室 
����6WDWLRQ�6WUHHW�� 
%R[�+LOO�1RUWK�������� 

������������������������ 



生命之光 第 �� 期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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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太專欄 � 
 
:HOFRPH�WR������1HZVOHWWHU��,�KRSH�
WKLV�\HDU�ZLOO�EULQJ�XV��EDFN�VWDELOLW\�
DQG�KRSH�DIWHU�D�GLVDVWURXV�&RYLG-���
SDQGHPLF�� :H� KDYH� EHHQ� ZDLWLQJ�
DQG�ZDLWLQJ�� )LQDOO\�� WKDQN� KHDYHQV�
WKDW�YDFFLQH�LV�DYDLODEOH�QRZ�IRU�WKH�
FRPPXQLW\�� 2YHUWLPH�� ZH� ZLOO� EH�
SURWHFWHG�DQG�IHHO�VDYHU�IRU�RXU�RZQ�
ZHOOEHLQJ� 
 
+RZHYHU��WKHUH�LV�VWLOO�FRQIXVLRQ�DQG�
GLVWUXVW� LQ� WKH� YDFFLQH�� ,� WKLQN� YDF�
FLQDWLRQ�LV�MXVW�QRW�IRU�RXUVHOYHV��EXW�
IRU�WKH�ZKROH�FRPPXQLW\�VR�WKDW�ZH�
FDQ�SUHYHQW� WKH�YLUXV� WR�FRQWLQXH� WR�
VSUHDG�6R�PDQ\�OLYHV�KDYH�EHHQ�ORVW�
DOUHDG\�KHUH�DQG�JOREDOO\�� ,W� LV�HYH�
U\ERG\¶V� UHVSRQVLELOLW\� WR� VWRS� LW�� ,�
HDUQHVWO\�KRSH�WKDW�\RX�ZLOO�KHOS�WKH�
FRPPXQLW\�WR�UHEXLOG�� 
 
+HUH� LV� D� SRVWHU� IURP� WKH� 'HSW� IRU�
\RXU�LQIRUPDWLRQ� 
 
 
 

(中文翻譯： )ULHGD) 

歡迎閱讀《生命之光》���� 年的首

刊！我希望在災難性的新冠疫情席捲

全球後的今年，能給我們帶來穩定和

希望。我們一直在等待、等待……感謝

上天，終於等來了可以為社區提供的

疫苗。相信隨著疫苗的普及，我們能夠

無所畏懼並恢復對健康安全的信心。 

 

雖然大家對疫苗仍存疑惑和不信任，

但我認為接種疫苗不僅僅只為了我們

個人，更多的是為了整個社區、防止病

毒的繼續傳播。全國乃至全球，已有太

多人因此喪生，因而阻止病毒的傳播

是每位社區人士的責任。我亦衷心希

望大家能夠為重建健康社區貢獻一己

之力。 

以下為政府健康部分的宣傳海報，僅

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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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家的偶遇 

通過 $OLFH�:RQJ��新生会 3DWURQ��福家

在 ����年認識了新生會姚太. 為了敎

育下一代, 福家長老臨終前吩咐子女

要多做善事, 特別要造福長者,要知道

什麼是感恩、報恩，就這樣 福飯送暖

由 ����年開始. 

 

由籌備 運作 都是一步走, 一步學, 現

在已開始暢順,  實是一個不容易的事. 

我們團隊合作的精神非常好, 用心用

力, 互相提醒, 互相幫助. 我代表本會

衷心感謝各位大厨及送餐隊友及員

工, 建立此福飯項目, 希望會越做越進

步. 

 

&DQG\��福飯項目 FR-RUGLQDWRU� 
 

感謝回答短信 
 

“开开您好！谢谢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你们帮助了我，現在我的身体状

况已经恢复些，我能照顾好自己了，

所以请把这有限的资源转给更需要

的人吧，请从下周起就不用再给我

送饭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我衷

心的感谢，谢谢! 

感恩新生会所有的工作人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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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FLVH�3URJUDP 
 
)XQGHG� E\� 9LF� +HDOWK�� ZH� KDYH� FRP�
PHQFHG� DQ� H[HUFLVH� FODVV� LQ� %R[� +LOO�
*DUGHQ� VLQFH� -DQ� ������ ,W� KDV� UDLVHG� D�
ORW�RI�LQWHUHVW�DPRQJ�RXU�PHPEHUV��(YHQ�
JDUGHQ-JRHV� � ZDWFKHG� DQG� MRLQHG� RXU�
DFWLYLWLHV�� $OLFH� =KDQJ�� WKH� ILWQHVV� LQ�
VWUXFWRU�LV�YHU\�SOHDVHG�ZLWK�WKH�HQWKXVL�
DVP�RI�WKH�SDUWLFLSDQWV�� 

 
自 ����年 � 月以来，由 9LF� +HDOWK资

助，我们在 %R[�+LOO�*DUGHQ 开了一个

健身班, 引起了我们会员的极大兴趣。

甚至途人也观看并参加了我们的活

动。健身教练 $OLFH�=KDQJ 对参与者的

热情感到非常满意。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2Q� ��UG� )HEUXDU\� ������ ZH� FHOHEUDWHG�
WKH�&KLQHVH�1HZ�<HDU�LQ�6XUUH\�3DUN��
$ERXW� ���PHPEHUV� MRLQHG� XV� RQ� WKH�
GD\��:KLOH� ZH� VWLOO� REVHUYHG� VRFLDO�
GLVWDQFLQJ� DQG� SHUVRQDO� K\�
JLHQH� PHPEHUV� HQMR\HG� WKH� ORYHO\�
VXQVKLQH�DQG�IUHVK�DLU��:H�SOD\HG�D�
FRXSOH� RI� JDPHV�� IROORZHG� E\� D� 
PLQL
�
OLRQ�GDQFH� LQ� WKH�SDUN��*XHVV�ZKR�ZHUH�
WKH�GDQFHUV" 
 
,W�ZDV�SOHDVLQJ�WR�VHH�PDQ\�\RXQJHU�DJH�
PHPEHUV� LQYROYHG� LQ�RXU�DFWLYLWLHV��'H�
VSLWH� WKH� ODQJXDJH� GLIIHUHQFHV�� JURXS�
PHPEHUV� PLQJOHG� ZLWK� HDFK� RWKHU� DQG�
HVWDEOLVKHG� WKH� IULHQGVKLS�� 7KH� SDUW\�
ILQLVKHG�ZLWK� D� KRPH-FRRNHG�PHDO� SUH�
SDUHG�E\�.LP��RXU� IDPRXV� FKHI�� DQG�DQ�
DXFWLRQ�RI�VKDUN-ILQ�
PHORQV� 

 

慶祝農曆新年 
 

����� 年 � 月 �� 日，我們在薩里公園

（6XUUH\�3DUN）慶祝了農曆新年。 

當天大約有 �� 位成員加入了我們。儘

管我們仍然保持社交距離和實行個人

衛生狀況，成員們卻享受著燦爛的陽

光和新鮮空氣。我們玩了遊戲，然後在

公園裡進行了“迷你”舞獅表演。猜猜

誰是舞者？隨後,我們享受由著名廚

師（.LP）準備了的精心家常菜，並拍

賣了魚翅瓜. 盡欢而散   

 

該天很高興看到更多年輕成員參與我

們的活動。儘管語言有所不同，小組成

員仍相互融合併建立了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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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小聚樂融融    
                                
���� 年在新冠疫情濃罩下渡過, 全城禁

制, 人們生活受到影響, 其中最慘情是

禁足令, 尤其是長者, 絕對不能外出, 猶

如坐監, 眾人在漫長時間都困守家中, 

煩悶得令人發瘋, 轉眼間又快到年尾了, 

幸好墨市疫情漸現好轉, 禁制令解除, 

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新生會旋即安

排舉辦了一個戶外郊遊活動 - 戶外怡惰

小聚, 在 ����� 年 �� 月 �� 日 ��DP至

�SP舉行, 地點是 0DULE\UQRQJ� %RDW�
KRXVH�� 可以享用早午餐 %UXQFK 於木棚

小屋裡, 餐後便可沿 0DULE\UQRQJ�5LYHU
散步, 聊天, 認識新朋友或自由活動等. 

這個活動獲得 0HFZDFDUH� 贊助, 給每位

�� 歲以下的新生會員, 慢性病患者及其

照顧者等享用, 如符合資格者除享受外

出郊遊樂趣. 並提供他們只是付$���享用

最高價值$�� 早午餐 %UXQFK�� 如果喜愛

參與一起郊遊的會員, 亦歡迎自全費參

加. 結果參與者很踴躍, 人數超越預期

的 �� 人數, 總計有近 �� 人出席, 大家都

會喜出望外. 

 

是日 天朗氣清, 早上氣溫和暖, 是郊遊

的好時機, 蘭子不想獨自前往, 因家在

5LQJZRRG�1RUWK��去 %RDWKRXVH�需時超過

� 個半小時,  幸好約定明玉, 答應在會所

接送我, 在行駛旅途上談天說地, 十分

開心, 好容易便抵目的地.  

 

眾人集合後, 排排坐好, 陸續派餐, 每款

精美早午餐 %UXQFK 擺相悅目, 令人目不

暇給, 還未入口已奪目, 但份量略小, 但

品嘗到的味道亦值得一贊, 認真精緻,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餐後先來一張大合

照, 才各自活動.  景色如此多嬌啊;  沿

河慢步, 眼看婉轉河水淙淙, 仰望藍天

白雲, 輕柔清風陣陣撫摸我臉, 使人心

曠, 怡然自得, 自感偷得浮生半日閒呀!  

大多結夥一邊行一邊談天說地, 或許是

經歷長久的禁足, 各人都口若懸河, 滔

滔不絕. 好可惜漸行漸已日上中天, 炎

炎夏日下, 便跑到園藝店遊憩, 園圃中

正花開盛放, 爭奇鬥艷, 多采多姿, 眾人

目不轉睛, 細心欣賞, 可惜因路程遠, 沒

法買下帶回家哩! 遊園結束, 行情亦因

烈日當空, 曲終人散. 

����������������������������������������                小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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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新生會 ��歲生日 
                      蘭子 

一轉眼新生會已 ��歲啦！ 

因受疫情「反復」影響，為保障所有會

友的安全，今年新生會的生日小慶��挑
選在戶外 (&DQWHUEXU\�*DUGHQ��舉行，

大家一起來慶祝一個別開生面的生日

會吧！ 

 

踏入 ���� 年了�� 墨市仍然在新冠疫情

濃罩下,  生活受到影響, 大家都禁足

在家,  煩悶得很, 現在難得新生會慶

祝生日��在戶外 (&DQWHUEXU\�*DUGHQ��

公園舉行，會員都雀躍參加��人數約有

�� 多人� 
這日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DP� -� �SP�� 天公造美�� 風和日麗��
��DP前姚太已在 &DQWHUEXU\�*DUGHQ�
花園 更選擇了一處樹木婆娑陰涼草

坪�� 可讓集合會員地位� 早上陽光柔

和��大家都保持社交距離圍攏一起��排
排坐�� �難得有機會聚首��好開心啦��大
家交頭接耳��嘩啦��嘩啦��談天說地��好
熱鬧� 齊集一起後享受新生會安排歡

慶節目��有唱歌��玩遊戲«�� 
 
其中玩收集公園內小木頭遊戲�� 看誰

收集最多�� 依序獲獎�� 是中餐餐券一

張��得獎者都歡天喜地� 
 

中午 �������戶外野餐 (新生會會提

供簡便午餐)��陽光普照下��大家自備

了飲用水及防曬用品！ 

 

這日的午餐免費提供�� 但大會希望

人人隨緣樂捐��捐獻者十元八塊��多
謝樂善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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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省新生會通告 · Upcoming Activities   
 
 

 

 

 

 
 

以下是本會義工 -RKQ�0D「老馬」的一封來信: 

 

�����年，是地球村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年，&RYLG-���肆虐全球，你我他她都受到影响。 

面對疫情與閉關封城，老馬想以小楷真書寫心經，為維省新生會&KLQHVH�&DQFHU�	�&KURQ�
LF�,OOQHVV�6RFLHW\�RI�9LFWRULD籌款。 

有别於一般印刷品，老馬一筆一劃，以小楷真書，抄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意義更

深。裝裱好的「心經」，懸掛在書房/玄關/禪室... 都淨滌心神。考慮到不同信眾的居所，

老馬分三種尺寸，書寫在 ����[�����FP�描金綫小格仿古宣紙上，素淨的裝裱後的尺寸如

下： 

近年來維省新生會的義務工作範疇不斷擴展，但受政府的資助非常有限；因而我希望以

這些手寫小楷「心經」，幫助筹募服務經費，這三款「心經」將以底價每幅 $8'�����，

作拍賣。第一階段，共六幅，每款两幅。 

 

很感謝 -RKQ 的努力和善心，如大家有興

趣購買其中一款以支持維省新生會，請

與馬太開開  (��������������聯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