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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ŝŶƚĞƌ�ŚĂƐ�ĂƌƌŝǀĞĚ�ĂŶĚ�ŇƵ�ƐĞĂͲ
ƐŽŶ�ŝƐ�ŝŶ�ĨƵůů�ƐǁŝŶŐ�ĂůƌĞĂĚǇ͘��/�
ŐƵĞƐƐ�Ăůů�ŽĨ�ǇŽƵ�ĨĞĞů�ƚŚĞ�ĐŚŝůůƐ�
ǁŚĞŶ�ǇŽƵ�ŐĞƚ�ƵƉ�ŝŶ�ƚŚĞ�ŵŽƌŶͲ
ŝŶŐ͘� 

tĞ�ŚĂǀĞ�ƌĞƐƵŵĞĚ�ŵŽƐƚ�ŽĨ�ŽƵƌ�
ƉƌŽŐƌĂŵƐ͘�/ΖĚ�ůŝŬĞ�ƚŽ�ĞǆƚĞŶĚ�ŵǇ�
ĂƉƉƌĞĐŝĂƟŽŶ�ƚŽ�ƚŚŽƐĞ�ǁŚŽ�ŚĂǀĞ�
ĐŽŵƉůŝĞĚ�ǁŝƚŚ��Ks/�-ƐĂĨĞ�ƌĞŐƵͲ
ůĂƟŽŶƐ�ƚŽ�ĂƩĞŶĚ�ŽƵƌ�ĂĐƟǀŝƟĞƐ͘�
&Žƌ�ŵĞŵďĞƌƐ�ǁŚŽ�ƵŶĨŽƌƚƵŶĂƚĞͲ
ůǇ��ǁĞƌĞ�ŝŶĨĞĐƚĞĚ�ǁŝƚŚ��Ks/�-
ϭϵ͕�/�ŚŽƉĞ�ǇŽƵ�ŚĂǀĞ�ƌĞĐŽǀĞƌĞĚ�
ĨƌŽŵ�ƐŽĂƌ�ƚŚƌŽĂƚ͕�ŶĂƐƚǇ�ĐŽƵŐŚ͕�
ĂŶĚ�ůŽƐƐ�ŽĨ�ƚĂƐƚĞ͘�� 

KŶ�ĂŶŽƚŚĞƌ�ŶŽƚĞ͕�/�ǁŽƵůĚ�ůŝŬĞ�ƚŽ�
ĚƌĂǁ�ǇŽƵƌ�ĂƩĞŶƟŽŶ�ƚŽ�ŽŶĞ�ŽĨ�
ŽƵƌ�ŶĞǁ�ĂĐƟǀŝƟĞƐ�ƚŚĂƚ�ĐĂƚĞƌ�ĞƐͲ
ƉĞĐŝĂůůǇ�ĨŽƌ�ƚŚĞ�ĐĂƌĞƌƐ͘��tŚĂƚ�
ǁĞ�ĚŽ�ŝƐ�ǁĞ�ƚĂŬĞ�ƚŚĞ�ĐĂƌĞƌƐ�ŽƵƚ�
ƐŽŵĞǁŚĞƌĞ�ǁŚŝůĞ�ƚŚĞŝƌ�ĨĂŵŝůǇ�
ŵĞŵďĞƌƐ�ǁŝůů�ƐƚĂǇ�ŝŶ�ŽƵƌ�ŽĸĐĞ�
ďĞŝŶŐ�ůŽŽŬĞĚ�ĂŌĞƌ�ďǇ�ŽƵƌ�ƐƚĂī͘�
tĞ�ŚĂǀĞ�ƐĐŚĞĚƵůĞĚ�ƚŚŝƐ�ĂĐƟǀŝƚǇ�
ŽŶ�ƚŚĞ�ϰƚŚ�&ƌŝĚĂǇ�ŽĨ�ĞĂĐŚ�
ŵŽŶƚŚ͘�/Ĩ�ĂŶǇ�ĐĂƌĞƌ�ŝƐ�ŝŶƚĞƌĞƐƚͲ

ĞĚ�ƚŽ�ũŽŝŶ�ƵƐ͕�ƉůĞĂƐĞ�ůĞƚ��ĞďďŝĞ�
ŬŶŽǁ͘ 

KŶ�Ă�ƐĂĚ�ŶŽƚĞ͕�ǁĞ�ŚĂǀĞ�ůŽƐƚ�Ă�
ĨĞǁ�ŵĞŵďĞƌƐ�ŝŶ�ƚŚĞ�ůĂƐƚ�ĨĞǁ�
ŵŽŶƚŚƐ͘�/�ǁŽƵůĚ�ůŝŬĞ�ƚŽ�ĞǆƚĞŶĚ�
ŵǇ�ĐŽŶĚŽůĞŶĐĞƐ�ƚŽ�ƚŚĞ�ďĞͲ
ƌĞĂǀĞĚ�ĨĂŵŝůǇ͘�>ŝĨĞ�ŝƐ�ĨƵƟůĞ͘�^Ž�
ĞŶũŽǇ�ĂŶĚ�ŵĂŬĞ�ĨƵůů�ƵƐĞ�ŽĨ�ǇŽƵƌ�
ĚĂǇ͘ 

/Ĩ�ǇŽƵ�ŚĂǀĞ�ďĞĞŶ�ƚŽ�ƚŚĞ�ŽĸĐĞ�
ůĂƚĞůǇ͕�ǇŽƵ�ǁŽƵůĚ�ŚĂǀĞ�ŵĞƚ�
DĞůŽĚǇ�ĂŶĚ�<ŝƵ͕�ŽƵƌ�ŶĞǁ�ƐŽĐŝĂů�
ǁŽƌŬ�ŝŶƚĞƌŶƐ�ĨƌŽŵ��ŚŝŶƐĞ�hŶŝͲ
ǀĞƌƐŝƚǇ�ŽĨ�,ŽŶŐ�<ŽŶŐ͘�dŚĞǇ�ǁŝůů�
ƐƚĂǇ�ǁŝƚŚ�ƵƐ�ƵŶƟů�ŵŝĚ��ƵŐƵƐƚ͘ 

WůĞĂƐĞ�ƌĞĂĚ�ŽŶ�ƚŽ�ĮŶĚ�ŽƵƚ�ŵŽƌĞ�
ĂďŽƵƚ�͞ůŝĨĞ�ŝŶ����/^͟�ŝŶ�ƌĞĐĞŶƚ�
ŵŽŶƚŚƐ͘�/ƚ�ǁŝůů��ŽŶůǇ�ƚĂŬĞ�ǇŽƵ�ϭϱ�
ƚŽ�ϮϬ�ŵŝŶƵƚĞƐ͘ 

hŶƟů�ǁĞ�ŶĞǆƚ�ŵĞĞƚ͕�ƚĂŬĞ�ĐĂƌĞ�
ĂŶĚ�ĚŽŶ͛ƚ�ĨŽƌŐĞƚ�ƚŽ�ĐĂƚĐŚ�ƵƉ�
ǁŝƚŚ�ǇŽƵƌ�ǀĂĐĐŝŶĂƟŽŶƐ͘ 

姚太專欄 �'RURWK\¶V�0HVVD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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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來了，流感季節正如火如荼。我想大家早上起床時

都會感到特別冷吧。 

新生會現已恢復了大部分的活動。我要向在新冠疫情和

流感期間遵守 &29,' 安全规定參加我們活動的會員表

示深切的謝意。�對於不幸被�&29,'感染的會員，我希

望您已經從喉嚨發炎、劇烈咳嗽和味覺喪失的症狀中恢

復過來。 

在此我想提醒大家關於我們特別為照顧者提供的一項新

的暫休活動。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带照顧者外出，�而他

們的家人們將會在辦公室內休息，並由我們的員工照

顧。這活動安排在每月第四周的星期五，若有任何照顧

者有興趣加入我們，請致電辦公室與 'HEELH 聯络。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在過去幾個月中失去了幾位會友。

我在此向逝者家屬表示哀悼。我們的生命是脆弱的，因

此我們更應享受並充分利用人生中的每一天。 

如果大家最近去過辦公室，應該會遇到�0HORG\�和�
.LX，他們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實習生。他

們將和我們一起工作到八月中旬。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閱讀完本次季刊、了解新生會的近

况，這只需您 ��到 ��分鐘。 

在我們下次見面之前，望大家保重。請不要忘記接種疫

苗哦！ 

姚太專欄�'RURWK\¶V�0HVVD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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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Ύ��新生會花絮   

�Žǆ�,ŝůů 會所入口設新閘  

姚太說：有閘啦��想吓可以

GULYHZD\旁邊的地方除去雜草用

來種花，例如百合，菊花，芍

藥，WXOLS 等，我們有少少經費可

以買多些 SRWWLQJ�PL[�甚至買一些

好看的花盆，使會所更加美觀, 

兩旁都種植花卉，萬紫千紅，多

好看啊� 

雲登市多元文化節 

週日�� 月 �� 日�，新生會參與
:\QGKDP�0XOWLFXOWXUDO�)HVWLYDO�
雲登市多元文化節，在

6WRFNODQG�3RLQW�&RRN舉行，並設

攤位宣傳腫瘤篩查、寧養療護等

社區健康資訊及義賣籌款。 �
)ULHGD�在多元文化節主力坐鎮，

姚太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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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鐵閘網裝飾了一果

樹, 好似蘋果樹嗎? 

 

原來是將舊襪子結束成蘋果形

狀 ��逐一掛上鐵絲網��像似蘋果

樹了。 
據姚太說：其實這蘋果樹叫做

WULEXWH�WUHH，是用來紀念已逝去

的會友。新生會在以往 ���年來��
離開了我們的會友，遠超過現在

掛上的蘋果襪子數目，如果你有

至愛已在天家，你可以做一個蘋

果襪子掛上去纪念他/她。 

2XWLQJ�0DU\VYLOOH�睇紅葉 
今年五月首次出外旅遊行，真是

難能可貴。 

園藝組員參觀 
*DUGHQ�6K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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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別在即  依依不捨 

祝君 鵬程萬里 

-HQQLIHU離職，姚太代表新生會贈

送小禮物給她��感謝多年來為會

所做 ERRNNHHSLQJ 工作，忠誠服

務。    

          
 
 
 

正埋頭苦幹? 

$QQLH 努力在 �� 周年的 FROODJH
上寫上新生會的名字��如繡花的

樣子�費盡心思��做了整日工作。 

園藝團隊在萬年興廣場 

    參與同路人舉辦春節嘉年華 

活動當日，義工們齊集為新生會

義賣�園藝團隊整裝出席齊集萬年

興廣場�把盆栽�花卉�瓜果等陳列�
大獲好評��各式各樣的品種由不同

義工負責�專門

推銷�李生是當

日導師�向客人

講解種植竅門��
&DQG\�擔當盆栽

銷售員��其他就

分工合作�推銷

小盆景及零食

等等«�是日收入總額有近����，
好收穫� 

園藝項目由 Bandigo Bank Blackburn South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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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藝 義 賣 籌 款 

這日 � 月 �� 日園藝隊��在會所停車

場舉行義賣籌款��大家把握時機��將
種植的盆栽��和蔬菜拿出來義賣��例
如有佛手瓜、山藥�、牛蒡、馬

蹄、甘蔗 、香茅、蒜頭等等«« 
可惜天氣很差��不停下雨�客人不多�
但是他們都好有興趣認識種植技

巧� 
而且一眾

園藝隊員

都好積極

參與�沒
有受下雨

影響��氣
氛好奇的

熱鬧哩� 
 

園藝組隊員 )HHGEDFN 

 

園藝組使我增加很多種植

的知識和看着瓜菜由慢慢

成長至收成這過程中給我

很多樂趣非常感謝��������
7DQJ�<DX�)RQJ 

通過這個活動�� 不但樣我們認識

更多園藝³橋妙³對我來說是³開

心藥´！從不喜歡種植到喜愛是

不簡單�� 在過程中獲得不少心得��
我們的新手中得大家互相分享交

換 經 驗 真 幸 福 。 特 別 多 謝 李

生�³達人´� 提供多方面指導�.LP
姐的細心提醒�好暖心�� �在這活動

中團隊精神亦好重要�� 眼見大家

齊心合力��真是無得彈��如安排淋

水照顧每棵小生命�� 在太陽猛烈

又怎樣處理等等� 

第一次義買中也獲得到好多經驗 

如怎麼搬運��怎樣定價��怎麼包

裝�如跟客人又怎樣溝通種植等

等，當然統籌主腦“多腦菲”是

最大推動力！多謝大家指導獲益

良多！                         Cand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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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6]HWR 
我本身很喜歡種花，由其是玫瑰

花是我最愛。自從參加了園藝

組，我學會了很多種植知識和見

到平時難得見的菜和瓜、我很感

謝園藝團隊的隊友。教識我很多

不同的種植的方法。  

$QJLH 
新冠疫情期間，生活好像

与世格絕，人都变得懶

惰。自從加入园艺組後，

把种植的興趣重新发展，

現在真的生活精彩。每日

检查植物的生長進度，淋

水，加肥，捉虫，除杂

草，—邊研究，—邊学

習，其樂无窮！  
  

0DFNLH 

关于园艺心得我都像

$QJLH � 一样是以前種过蔬

菜，很勤力的每天早上没吃早

飧就去后园巡視我的大小植

物，看瓜瓜果果有没有虫害

呀，除了杂草绐些肥料，做Mandy 

在新生會當義工多年�每每看見

栽種在會所前後園的瓜果都非

常茂盛�並結出纍纍的果實�實在

令我非常羨慕呢�我自己一向很

喜歡種植花草�但就是不太懂方

法�今次加入了園藝組�每次開會

我都會拿來一大堆在種植上遇

上的問題向組員請教�很多謝各

組員願意分享各自的種植心得�
聽他們的實踐經驗實在令我茅

塞頓開呢�現在我在選購新植物

時�第一時間就是查看它是否容

易繁殖�將來可否分株給新生會

的會友�現在天天看見用心栽種

的植物茁壯成長�開花結果�那開

心的心情實在不能言喻啊�多謝

各組員無私地把自己的各種植

物寶寶分享給我們�為我們帶來

了更多生活的樂趣。  � 

See Wong 

我们从前生活在都市的人没

有种植机会，感谢新生会给

于学习机会，丰富人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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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生会的淮山 

/DL�/LQ 

,�DOVR�EHQHILW�D�ORW�RI�NQRZOHGJH�
RI�SODQWV�DQG�KHUEV�IURP�WKLV�
JURXS��,�KDYH�DGGHG�D�IHZ�QHZ�
SODQWV�WR�P\�YHJH�SDWFK�DQG�
DFKLHYH�D�JRRG�KDUYHVW��7KDQNV�
WR�DOO�PHPEHUV�ZKR�DUH�ZLOOLQJ�WR�
VKDUH�WKHLU�NQRZOHGJH�DQG�VNLOO� 

�$QJHOD�)XQJ 

谢谢姚太加我入园艺组，在这

里，需然没有其他组员作出 ，

那么多贡献，可自己却获益良

多……人生学无止境，活到老

学到老，一点都没有错。谢谢

李先生，送来淮山及教导种植

方法。上星期六在园艺义卖场

所 ，更认识到雪莲果，再次感

谢李先生李太太 ！工作慢慢摸

摸的我 ，需然还没有  及时把

雪莲果 的种下种子，但雪莲

果，已经被俩老夫妻 吃去一半

了，非常好吃 。希望大家不断

努力，增加生產，下次的義賣

會必定更加成功。祝各位好朋

友身体健康。 

“多腦菲” 

我都有你的同感以前我雖然種一

些蔬菜，但從沒有這麼勤力、用

心。現在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

就是去巡視我的小植物，包括發

了的菜苗、分了的小盆栽，菜地

的瓜瓜，真是樂融融，其他新生

会的工作可以等待，我現在想只

做園丁，不做會長，可以有多些

時間陶醉於泥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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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飯義工團需要你幫手 
  
新生會新增「福飯送溫暖」服務

後，好評不少，提供給需要福飯人

數逐漸有增多無減少，廚房幫工人

力需求就更大。呼籲大家參加福飯

義工，服務社群。 
 
新生會的義工團隊將烹飪好的家常

飯菜，送到有需要人士的家。近期

不斷接到要求者電話，提供送飯服

務。所以姚太急召呼籲煮飯義

工回會所煮飯菜。 
 
一般都是姚太做買辦工作��先購

買肉類和蔬菜回到會所，大廚

是李太、張太及亜開等人分工

做洗切菜工作��大家合作愉快，

由早上十時起至下午三時便完

成，煮成福飯菜一般有多款菜

色，色香味俱全�例如有紅燒牛

腩配菜、土豆炒強配菜、蔬菜

炒米粉、紅燒肉腐竹配菜、烤

雞配雜菜和齋素菜等，有炆排

骨及炆雞配雜菜、豬肉并菜

底、紫菜抄蛋菜底、炒素菜，

和蒸魚菜底等等««««分配

裝成每個飯盒。每次一共做好

���–��� 盒，�大家合作愉快完成。

煮好飯菜均陸續送給有需要人士，

或是放入冰箱待命送出。 
其他厨師如 .LP、6WHYHQ、)HE\則

在家中自己動手。 

我們一併將愛心送上。 

 

很歡迎你加入福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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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訓練日·終於聚會了 

25/6(六) 下午 12.30-3.00 舉行義

工訓練日,包括午餐和「一人一盆

栽」活動,  

���� 年度第一次義工訓練日受流感

和 &RYLG�大流行影響被迫改期��由 �
月 �� 日延伸至 � 月 �� 日終於成功舉

行��簽名出席者有 �� 人��但是真實出

現者有 �� 人��已經是大多數可以出席

了。�這一個月內��不少義工陸續感染

流感或 &RYLG��他們需要隔離及充分

休息下��是阻礙訂立開會日期的主

因。 
 

召開義工訓練日目的 

姚太有感慨嘆說： “那疫情及感冒

把我們攪到氹氹轉了，不過我們還

是要聯繫着，有一部份義工我定期

見到他們（例如福飯團隊、園藝團

隊��但有一部份我很少見到的。所以

我覺得我們 � 月一定要 PHHWLQJ及共

聚午餐��了解各義工的工作興趣及

FRPPLWPHQW。 畢竟新生会是一 個靠

義工力量的團體��我們的服務都倚賴

你們的貢獻和幫忙��所以我很想知道

大家來年度的去向��好讓我計劃新生

會的服務項目��需要義工人數。新生

會每年主要在 � 月和 �� 月舉行兩次

義工訓練與聚會，故希望大家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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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RQ�SDUW\  

�/�/���� 
詳情另行公佈 

:HOOEHLQJ�GD\��快樂時光 

�/�/���� 
1XQDZDGLQJ�&RPPXQLW\� 
+XE 
詳情另行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