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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ed by Covid-19 

TimeÊ fliesÊ withÊ theÊ endÊ ofÊ 2021Ê
approaching;Ê regre ullyÊ anotherÊ
turbulentÊyearÊwithÊtheÊcommuni-
tyÊ s llÊ underÊ aÊ CovidÊ pandemicÊ
cloud.ÊHowever,ÊitÊ isÊnotÊoverÊyetÊ
evenÊthoughÊpeopleÊareÊsickÊofÊit.Ê
ItÊseemsÊtoÊmeÊthatÊweÊwillÊneverÊ
forgetÊthisÊremarkableÊyearÊwhenÊ
theÊwholeÊworldÊwasÊimpactedÊbyÊ
Covid-19Ê thatÊ hasÊ changedÊ theÊ
lifeÊ andÊ wellbeingÊ ofÊ peopleÊ inÊ
manyÊways.Ê  
A erÊmanyÊmonthsÊ ofÊ lockdown,Ê
ourÊofficeÊhasÊre-openedÊtoÊmem-
bersÊandÊvisitors.ÊHowever,ÊCovidÊ
safetyÊregula onsÊinÊtheÊofficeÊareÊ
stringentlyÊ inÊ placeÊ toÊ protectÊ
everyoneÊinÊtheÊcommunity.  
WithÊ theÊ purchaseÊ ofÊ umbrellasÊ
andÊ aÊ marqueeÊ fundedÊ throughÊ
grants,Ê ourÊ parkingÊ areaÊ hasÊ be-
comeÊ anÊ “outdoorÊ café”Ê whereÊ
weÊ canÊ hostÊ ourÊ supportÊ groupÊ
mee ngsÊ andÊ haveÊ ourÊ sumptu-
ousÊlunch. 
InÊOctober,ÊweÊhostedÊaÊfewÊsem-
inarsÊ includingÊourÊyearlyÊChronicÊ
IllnessÊ AwarenessÊ DayÊ thatÊ wasÊ
heldÊ onlineÊ insteadÊ ofÊ face-to-
face.Ê IÊ wasÊ veryÊ pleasedÊ thatÊ allÊ
theÊ sessionsÊ wereÊ wellÊ a endedÊ
andÊ receivedÊbyÊ theÊpar cipants.Ê
ItÊisÊgreatÊthatÊpeopleÊhaveÊpickedÊ
upÊdigitalÊ skillsÊ toÊ joinÊourÊhealthÊ

sessionsÊonlineÊ-ÊaÊrewardingÊsuc-
cessÊforÊ2021ÊinÊsomeÊway.  

BothÊ ourÊ VicHealthÊ FitnessÊ classÊ
andÊ LifeÊ andÊ DeathÊ Educa onÊ
ProjectÊ sponsoredÊ byÊ theÊ ChinaÊ
MerchantÊ CharitableÊ Founda onÊ
willÊ beÊ completedÊ inÊ DecemberÊ
thisÊyear.Ê ItÊ isÊgreatÊthatÊweÊhaveÊ
raisedÊ ourÊmembers’Ê interestsÊ inÊ
theseÊareas.  
Sadly,ÊweÊhaveÊtoÊsayÊ farewellÊ toÊ
2021,Ê ourÊ 25-year anniversaryÊ
withoutÊ aÊ celebra on!Ê AtÊ least,Ê
weÊ haveÊ launchedÊ ourÊ
25th anniversaryÊ bookletÊ onlineÊ
inÊ OctoberÊ withÊ overÊ 100Ê
a endees.Ê IfÊ youÊ wouldÊ likeÊ toÊ
haveÊ aÊ copyÊ ofÊ theÊ booklet,Ê
pleaseÊ visitÊ theÊ officeÊ duringÊ
officeÊhours.  
Finally,ÊIÊwouldÊlikeÊtoÊwishÊevery-
oneÊ aÊ peacefulÊ andÊ safeÊ Christ-
masÊandÊholidayÊbreak.ÊLet’sÊhopeÊ
2022ÊwillÊbeÊanÊeasierÊyearÊforÊallÊ
ofÊus. 

 姚太 (Dorothy)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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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 的影響 

時光飛逝， 2021 年年底已臨

近，令人遺憾的是，在新冠病

毒大流行的形勢下，社區仍是

動蕩不矣。然而，一般人已經

厭倦並採取“不理會”的態

度。相信大家都永遠不會忘記

這個非比尋常的一年——整個

世界都受到 Covid-19 的影響，

它在許多方面改變了人們的生

活方式和福祉。 

經過數月的封鎖，我們的辦公

室已重新開放。但在辦公室中

我們要遵守非常嚴格的 Covid 
安全規定，以保護社區中的每

一個人。 

受益於小額撥款，我們購買太

陽傘和帳篷，將停車場變成了

一個“戶外餐堂”，這樣我們

可以在那裡舉辦小組活動，更

可以享用豐盛的午餐。 

10 月期间，我們舉辦了一系列

線上健康講座，包括我們一年

一度的《慢性疾病資訊月》。

令我欣慰的是所有的環節都得

到了會友的積極參與和歡迎；

亦很高興大家掌握了數字技能

病能夠來參加在線活動和講

座，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可以

算是是 2021 年的收獲了。 

VicHealth 健身課程和招商慈善

基金會贊助的生死教育項目將

於今年 12 月底完成，藉此藉我

們提高了會友和社區人士對生

死教育和健身的興趣。最令人

遺憾的是，2021 年是本會的 25

週年，但因疫情關係，我們無

法舉辦慶祝會！但至少，我們

於 10 月份在線上成功舉辦了 25 
週年特刊的發佈会，有 100 多

名會員參加呢！ 

如果您想獲得這本刋物，請在

辦公時間內到辦公室索取。 

最後，祝大家平安度過聖誕節

和假期。讓我們希望 2022 年有

更輕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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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會25週年紀念特刊 

《我與新生會的偶遇》 
- 網上發佈會 - 

 Mandy 

大家期待已久的新生會二十五

週年紀念特刊《我與新生會的

偶遇》終於出版了！ 

新書原訂於 9 月 25 日在「新生會

二十五週年會慶聚餐」中正式發

佈，但因受新冠防疫限制的影

響， 於 Box Hill Town Hall 舉行

的會慶聚餐被迫取消，而新書發

佈會亦只好改為網上舉行。 

新書網上發佈會於 9 月 25 日早

上十時透過 Zoom 視像會議舉

行，出席者包括我們的會員、家

屬、義工和認識新生會的朋友，

當中更有海外的朋友出席，人數

超過 120 人。發佈會由新生會副

會長 Carson Au 作司儀，委員

Wanling Zhang 作即時傳譯。會

議分為三個主要的部份：第一

部份先由我們的嘉賓維省癌症

協會行政總裁 Mr Todd Harper 致

詞並主持新書發佈儀式，並由新

生會主席 Dorothy Yiu 致謝詞；

Mr Harper 在致詞時讚揚新生會

過去二十五年對華人癌症病人

的支持與貢獻，他說每次聽到有

關我們會員、義工與新生會的故

事都會感到很感動，我們應為自

己的成就感到很自豪；第二部

份由我以特刊編輯的身份介紹

特刊的內容；第三部份則邀請

了 兩 位 作 者 Diana Cheung 和

Wanling Zhang 分享她們與新生

會的偶遇故事。Diana 既是癌症

康復者、亦是我們的義工、也曾

當過新生會的委員，她說新生會

在她人生的不同階段扮演著不

同的角色，及為她提供了不同的

支持。她近年因受以前電療的副

作用影響至無法自行煮食，可幸

新生會在她最困難的時候為她

提供了「福飯」服務，令她和丈

夫解決了生活所需，她特別感謝

為她準備福飯的義工，說她做的

福飯既注重均衡的營養，而且色

香味俱全，簡直是「有錢都買不

到」的頂級美食！ Wanling 在

2002 年因幫新生會完成「生命的

傳遞」晚間步行活動而加入新生

會，之後成為我們的義工和委

員。新生會的講座和研討會多由

她為我們作即時傳譯，所以大家

對她一定不會陌生。      

她很感謝新生會讓她擔當這工

作，因為每次為講座作即時傳

譯，她自己都會學到新的知識。 

《我與新生會的偶遇》的封面

是內頁姚太帶領大家在「清明

念故人活動」放氣球相片的一

個延續，大家放出的氣球於天

空中「偶遇」成了一個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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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案構成了新書的封面。新書

包括了 70 多篇來自我們的顧問、

患病會員、康復者、家屬、其他

會友、導師、義工、職員、實習

學生和其他朋友的文章。文章有

用中文、英文、繁體字和簡體字

寫成的。大部分文章都附上了相

關的相片以輔助說明。 
在此再次衷心多謝每一位投稿

者和曾為本特刊付出的人士，更

多謝《中達食品》贊助製作費用，

沒有你們的參與，本特刊不可能

有今天的成績。 

從今天起，各位會員會友可於辦

公 時 間（星 期 一 至 五 9.30am-

5.30pm）到新生會 Box Hill 會所

免費索取乙本作留念。《我與新

生會的偶遇》是我和姚太的心血

結晶，希望大家能細細品嚐，慢

慢欣賞。在收到特刊時，可別忘

記看看在特刊中能找到幾多個

不同年代的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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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園藝項目 

我們由 Bendigo 銀行資助的園藝

項目進展順利。通過定期在中心

開會的所有成員的辛勤工作，我

們在前花園和停車場旁邊除草、

挖掘和準備土壤，我們已準備好

種植蔬菜和繁殖植物。我們還在

迷你盆中種植了多肉植物作為紀

念品，和發芽幼苗。我衷心感謝

我們的一位成員捐贈了 10,000 
元來支持該項目，以便我們可以

購買更好的園藝工具和配件、土

壤，並出於安全目的進一步升級

我們的設施，例如安裝铁欄和拓

寬車道。 

園藝很有趣，有治療作用，甚至

可以通過出售蔬菜、幼苗和植物

來籌集資金來支持本會。 

如果您對園藝感興趣，請加入我

們。我們需要更多的助手。 

李先生和丽連 

忙於工作 

Our gardening project 

OurÊ GardeningÊ projectÊ fundedÊ
throughÊ BendigoÊ BankÊ hasÊ beenÊ do-
ingÊveryÊwell.ÊWeÊhaveÊseenÊtheÊÊhardÊ
workÊofÊallÊourÊ“greenÊfinger”Êmem-
bersÊwhoÊhaveÊbeenÊmee ngÊregular-
ly,Ê weeding,Ê digging,Ê andÊ preparingÊ
theÊsoilÊinÊourÊfrontÊgardenÊandÊalongÊ
theÊ sidesÊ ofÊ ourÊ carÊ park.Ê WeÊ areÊ
nowÊ readyÊ toÊ growÊ vegetablesÊ andÊ
propagateÊ plants.Ê WeÊ haveÊ alsoÊ
plantedÊ succulentsÊ inÊ miniÊ tubsÊ asÊ
souvenirsÊ andÊ germinatedÊ someÊ
seedlings.ÊWeÊwhole-heartedlyÊthankÊ
oneÊ ofÊ ourÊ membersÊ whoÊ donatedÊ
$10,000Ê toÊ supportÊ thisÊ projectÊ soÊ
thatÊweÊcanÊpurchaseÊbe erÊgarden-
ingÊ toolsÊ andÊ accessories,Ê soil,Ê andÊ
furtherÊupgradeÊourÊfacilityÊforÊsafetyÊ
purposesÊ suchÊ asÊ installingÊ aÊ gateÊ
andÊ wideningÊ theÊ driveway.Ê IÊ hopeÊ
ourÊmembersÊwillÊtakeÊtheÊchanceÊtoÊ
seeÊ ourÊ flowersÊ andÊ vegetablesÊ inÊ
person. 

JOIN US if you are happy to 
help out and enjoy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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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年尾，2021 年將完結，澳

洲墨爾本整年受 COVID-19 疫

情困擾，墨爾本曾 7 度封城，

限聚及居家隔離等禁制令下，

全城封關，人人被困家中，新

生會已停止會所活動很久很久

了，但仍不斷提供會員們使用

APP / Zoom 線上聚會及講座，

唯有這樣才可互相見面說說話

機會 ; ZOOM 線上平台便是人人

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新生會每

年十月舉行的慢性疾病資訊

日，今年都是使用 APP / Zoom
線上講座，提供會員們禁制家

中仍然可以參與慢性疾病資訊

日各項講座活動 ; 期盼展現出新

生會成立的宗旨. 為會員對癌症

及慢性疾病知識增值服務。會

己員們都好踴躍參與 APP /
Zoom 線上講座，由於有些會員

起初不懂上線，經過努力重複

學習，熟練了，值得一讚。

墨爾本政府已在九月積極鼓吹，

要求市民打疫苗針，全體市民好

聽話，好合作， 在短短三個月

接種疫苗針率有 80%，至今已

達 90%。在十一月份下旬政府

宣布解封了，我們可以自由活動

了，回復較正常的生活，但有條

例限制性; 如外出上班及去餐廳

用膳者必須出示打晒兩針證明

書。只不過，時至今天，每日仍

然見近千人確診，這數字看來好

可怕，政府已宣傳呼籲打第三針

了。 

但壞消息接踵而至，南非洲及又

發現傳播極快速的新冠變種

Omicron 毒株，在十二月初政府

已堵截了兩宗入境個案後，政府

處於高度警戒狀態，阻擋

Omicron 毒株激動另一波疫情。 

事實上目前防範 COVID-19 疫

情，必須靠市民通力合作，除了

接種疫苗針，還有常常注意保持

個人衛生，勤洗手、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等預防守則，只要大

家合作，不掉以輕心，便阻止病

毒司機傳播。 

目前新生會會所暫時仍未完全恢

復正常活動，姚太說:在解封後

回會所時，發現因為封城，禁制

令期間，前後花園日久無人回來

照料，已荒蕪，尤其是那小魚池

幾近於乾涸，從前養活了數十條

金紅色小魚都死了，剩下了五條

小魚算是生還者，便帶回家養，

 攜手協力 
創建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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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會改變為休憩地，日後將會

常常利用花園作戶外活動。 

姚太為了修復會所花園，除了自

己親自動手，還動員人力整修花

園，包括李生，劉生，Lai Lin，

Mackie，See，Jackel 等義工，還有

蘭子都有幫手修剪樹藤呀!

他們把雜草叢生的花園，經過除

草、剪枝、翻土壤、搭架、播種菜

苗等等工作，辛苦了三星期以上

日子，花園從荒蕪搖身一變成為

井然有序的美麗園圃，這便是義

工們合作成果。值得一讚，辛苦

晒。 

最後，在這恭祝大家聖誕快樂、新

的一年一定要比去年過得更好，

當然最重要還是要身體健康。期

盼人人攜手協力，努力走出疫情

的陰霾。 

 蘭子 

魚池用泥土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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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溫暖的陽光下，在 11 月

29 日 我們再凝聚在一起提前慶祝

聖誕，在 Hoppers Crossing 渡過
2021 年 簡單的聖誕 Party。  

"當天多謝神秘人（姚太）特來支

持活動，節目有 抽獎，十分鐘的

鬆頸肩活動，搞笑的英語班的話

劇，帶出歡樂的氣氛。抽獎環節

更特色，不是甜甜漏漏的高糖朱

古力，而是一些簡單的詩畫 ，中

獎者全是有緣人獲得。 

感謝當天義工幫忙 ，有馮先生， 

馮太， 鲍生 ，鲍太， 雨竹， 一

帆大哥，亦感謝馬老師送出詩畫

抽獎.    " 

 Candy 

❤ Hoppers Crossing 2021聖誕 Par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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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及新年期間本中心活動暫停 

假期通告 
由 2021年 12月 23日  至  2022年 1月 5日 

 為聖誕節及新年假期，會所暫停休假二週 

2022年 1月 6日 會所職員恢復正常辦公 

 2022年 2月 將會恢復各小組活動

如有需要支持與幫助,  

請於職員辦公時間內來電咨詢 

CCCIS Club House will be closed 

for 2 weeks during  

Christmas & New Year holiday 
 from 23 Dec 2021 to 5 Jan 2022 

 Our office will be back in operation on 6 Jan 2022 
 All support groups will be resumed in February. 

 Please call us if you have any enquiry. 

新生會 CCCIS (03) 9898 9575  
784 Station St, Box Hill North VIC 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