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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TANI 2022 活动

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英语演讲）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英语演讲）

每周六 11:30am-1pm & 每周六 11:30am-1pm & 

每周三 6pm-7:30pm, Via a Zoom, 每周三 6pm-7:30pm, Via a Zoom, 

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 （英语演讲）（英语演讲）

2022年2月-3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到12点, 2022年2月-3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到12点, 

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

TTANI地区联络会议 ANI地区联络会议 （英语演讲）（英语演讲）
2022年2月23号， 周三上午10am - 12pm2022年2月23号， 周三上午10am - 12pm
(地点：(地点：zoom meetingzoom meeting))

在线华人健康讲座在线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2022 流感疫苗& 新冠病毒加强针主题：2022 流感疫苗& 新冠病毒加强针

2022年4月29号， 周五上午10半 - 11半 2022年4月29号， 周五上午10半 - 11半 

        202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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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向各位问好，祝各位虎年快乐!	根据农历
对老虎的描述，这会是充满勇气的一年，我
们每个人都能勇敢面对今年的所有挑战和冒
险。同样，我也借此机会鼓励大家都能尽快
得到提升。
							亚洲联络中心	(TANI)	很高兴推出秋季健
康简报供您阅读。	本期内容涵盖了上一季度
的讯息要点和有关对抗	omicron	的具体支持
计划信息。
							在此想和大家分享的是，TANI	最近一直
在多个论坛上倡导制定亚裔健康战略的必要
性，并相信解决亚洲健康问题的精简方法至
关重要。	这些举动无疑会为居住在新西兰的
广大亚裔社区带来更好的健康和福祉。我鼓
励您去获取一份最近出版的新西兰	Aotearoa	
亚裔公共卫生报告的副本。该报告由TANI在
去年年底发布，其中讨论了新西兰亚裔所面
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并提出了需要立即
采取战略干预措施的建议。
							TANI	非常关注新西兰其他地区亚裔群
体的数量增长和各项需求。除了奥克兰地
区，TANI	最近也开始在汉密尔顿和惠灵顿地
区开展工作，以满足新西兰亚裔群体不断增
长的需求。
							我们欢迎并重视您的建议和不断的支
持。	TANI	团队期待在即将举行的	TANI	面
对面和在线活动中与您相见！
							暂时就说这些，请大家保持健康，注意
安全。谢谢！

Dr	Lingappa	Kalburgi
TANI	委员会主席，MNZM,太平绅士

主席寄语

    TANI 团队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向受 
COVID-19 影响的亚洲社区发送了1200个食
品包裹。

    该项目活动旨在满足亚裔社区，如华
人、韩国、缅甸和越南社区的需要。 对于许
多具有移民和难民背景的人来说， 由于在
一个新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且可
获得的支持较少，其在度过这一充满挑战的
时期面临更多困难。

    这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和机会，TANI能
够与各族裔社区的主要社区团体和领导人
密切合作。我们为此大力感谢Foundation 
North， 以及包括Ottogi和123美元商店在
内的当地企业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也要感谢
志愿者的协助，我们因此直接接触到少数族
裔的社区群众。

为受 COVID-19 影响的社区提
供食品包裹

Need Healthcare information?
Go to www.healthpoint.co.nz
HealthPoint provides up-to-date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care 
providers, referral expectations, 
services offered and comm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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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 
        心理健康也涉及我们的情感与精神健康 
- 包括能够尊重各种文化和不同的性别，以及
那些我们认为不如自己幸运的人。 

       评估你的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快速方法
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是否经常经历快乐，
幸福，享受，和谐与安宁等情绪？如果是这
样，您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很好。如果您经
常经历悲伤，愤怒，沮丧，不和谐，消极的
想法或更糟的情况，您的心理健康将面临风
险。 

      有时，您面临的风险越大，就越不容易认
识到自己需要帮助 - 维持心理健康不仅要意识
到您的精神状态如何影响您的生活，还要在
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时寻求帮助。 

       幸运的是，虽然任何人都可能在你的一
生中经历心理健康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这些问题通常不会太严重或持久。 

新西兰的支持服务 

       新西兰心理健康基金会有一份全面的心
理健康支持服务项目。 

       如果您想找人聊聊，请拨打以下免费的
帮助热线（英语）： 

•免费拨打或发短信1737与训练有素的辅导

   员交谈 

•抑郁症求助热线 （0800 111 757） 

•生命线 （0800 543 354） 

•青年热线 （0800 376 633） 

   资料来源：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肠道健康)
健康的宝宝，健康的未来 

    肠道菌群的强度决定
了一个人的整体健康。肠
道虚弱的人可能会出现胀
气、腹胀、消化不良、便
秘和腹泻等问题。肠道健
康状况不佳也会影响重要
营养物质的吸收、免疫力

低下和情绪低落。

    多种食物可以使肠道菌群变得更强
大，功能更强，如泡菜、酸奶、自制酸
奶、全麦面包、烤肉、意大利面和面条
等发酵食品。富含纤维的食物，如水果
和蔬菜、坚果、种子和小扁豆，也可以
为肠道中的有益细菌提供营养。因此，
建议你的盘子中1 / 2应该装满蔬菜。
此外，确保你喝大量的水和高纤维食
物，以调节排便规律。如果你不是素食
主义者，建议每周有2-3天不吃肉。
 
    想了解更多关于健康和营养的话题
吗?请加入我们的“健康宝宝健康未来
计划”。为了应对covid-19疫情，我们
开发了自主在线学习课程，您可以在任
何时间和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学
习。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我们在
新西兰注册的营养师和生活方式教
练。Bushra Ibrahim(新西兰注册营养
学家和南亚生活方式教练)：

电话:022 464 7448

电子邮件:

bushra@asiannetwork.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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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WWCG（韩国妇女健康社团）

    韩国妇女健康社团是一个2001年成
立的慈善机构，通过讲座/研讨会的方式
推进和指导社
区里的韩国女
性，解决她们
及其家庭的健
康问题。

    该社团提
供疫情相关问
题的信息，包
括疫苗、自我
隔离、“交通
灯”设置、新西兰卫生系统、注册家庭
医生、ACC，还有为老人、儿童和残障人
士提供支持等等。

    联系电话：022 510 8224， 星期
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联络会（Connections! Hui ）3
月16日相聚于惠灵顿。 当被问及相
关性侵或家暴问题时，Shama的工作
人员最常听到的话语是：“我不知道
该找谁”。在新西兰很多不同的机构
都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而寻求帮助
的人常常不确定一些主流的机构是否
了解他们的族裔背景和需求。Joanna
说：“是Connections!Hui促使我更专
业地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她目前
正在运作Shama长期疗愈服务中心，支
持各族群的疗养师从事和讨论最适合
本族群的方法。

     Joanna解释道：“从事该领域
工作的所有人都确实在把本职工作做
好，但同样重要的不同族裔的疗养师
和社区工作人员能够并肩合作，互相
联络谈论各自社区的具体问题，并制
定出完全适合各社区的解决方案。

     我们把这次Hui的成果总结成4页
纸，供政府在制定新策略时使用。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联系更为重要

招募参与者

    我是奥克兰理工大学健康科学院
的Zunirah Asad医生，正在进行一项
研究，评估穆斯林移民在献血方面的知
识、态度、信仰和行为。

    您是18岁以上的第一代穆斯林移
民，并已居住在奥克兰3-7年吗? 是否
愿意参加这项调研?

    关于献血的知识、态度、信仰和行
为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请联系我。

    发短信: 0221058040 

拨打免费健康热线
一般健康信息，请拨打全天免费电话： 

0800 611 116 
咨询更多有关新冠的信息，请拨打 

0800 358 5453
欲了解更多新冠疫苗的信息，请拨打：
0800 28 29 26 (每天早八点-晚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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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 饮食是一种非常灵
活的饮食计划，由国家心脏、
血液和肺部研究学院（The 
National Heart, Blood and 
Lung Institute）于1997年创
立，以帮助人们降低高血压。    
阻止高血压的饮食方法（Di-
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简称为DASH， 该饮食计划鼓励人
们食用富含钾, 钙和镁的食物，这些营养物质可有
助于控制血压，而去避免那些高纳，饱和脂肪和添
加糖的食物。DASH饮食标准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要求
每天钠的摄入量控制在1500毫克到2300毫克。这便
意味着我们每天的摄盐量不应超过1/3 到1茶匙。

    将DASH饮食与定期的体育运动相结合，例如
每周至少2小时30分钟的散步或游泳可帮助你预防
和控制高血压。但这篇文章不能被视为医学上的建
议。在做出任何重大的饮食变化前请咨询专业人士
的建议。如果您正在怀孕，哺乳，已经在服用药物
或保健品或者正在遭受任何疾病的折磨，这一点尤
为重要。

降低高血压的DASH 饮食

长者网络集团（The Eldernet 
Group）致力于让新西兰老年人

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长者网络团队是新西兰最值得信赖的
老年人信息提供商。该集团最近推出了一
个最新的服务“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该服务是提供全面的网络信息指引，帮助
老年人和他们的亲人在一个地方就能找到
当地的看护机构，可供选择的帮助，社区
和倡导团体以及各种服务的供应商。

    总监 Esther Perriam说这种新服务
主要是帮助老年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考虑
到新冠疫情的限制而带来的挑战，长者集
团觉得这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喜欢在家居
住，只是偶尔需要一点额外的支持。

    不管是可能需要帮忙做些家务，还是
需要一些专业的建议，或者仅仅是想结识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而，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找或不确
定该找什么，这些服务可能就很难找到。
这就是为什么“让生活变得更容易“是成
千上万的新西兰人真正的生命线。”

     “让生活变得更轻松”只是人们通
过浏览网站www.eldernet.co.nz网上获取
的免费在线服务之一。

     其它的服务包括长者网络住宅护理
信息（Eldernet Residential Care），
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能简析过渡到住宅
护理的前后细节，公布最新的长者住宅护
理的床位空缺，能提供新西兰养老村房产
最多选择的retirementvillages.co.nz

请对未来的医疗服务

发表您的意见

     您对于未来的健康医疗服务该如何设置的建
议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你在使用哪
一种医疗保健服务，你都会享受到很好的体验和
持续的护理保健。
     我们仍然在寻求对未来守则草案的反馈和建
议。大众可以通过在线电邮或者书信邮寄的方式
来提交您的反馈。
     同时，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大家参加下一届
新西兰消费者健康论坛(Consumer Health Forum 
Aotearoa)， 集思广益，各抒己见。

     Te huarahi ki pae ora健康的未来之旅
时间： 2022年4月7日
地点：  将通过Zoom 进行
我该如何参加： 欢迎注册成为新西兰消费者健康
论坛的一员

     任何问题，欢迎电邮consumers@hqsc.govt.
nz.

健康质量和安全委员会 （Health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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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独立的生活
  通过引导式教育和康复训练          

        神经连结基金会已经存在超过 25 年，为中风、帕

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脑瘫或患有脑部或脊髓损伤的

人们提供基于社区的长期康复训练。

       我们通过培养和保持他们的能力、增强他们的

信心和自我价值来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并努力确保他

们感到自己是社区中有价值、独立、快乐且有贡献的成

员。

       我们很乐意分享关于我们一位客户 Sunji的情

况。Sunji 已经在我们的中心参加了六个月、每周两次

的团体康复课程。当Sunji 和他的家人得知我们的两个康复助理会说韩语很开心，因此能安心在

小组课程中交谈和做出贡献，现在即便没有翻译他也能按照说明自信应对。他注意到自从参加我

们的项目以来，他的平衡感和力量有所改善，也很期待继续参加课程。我们喜欢Sunji的活力和热

情，很高兴他加入了我们的中心。

       如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安排前往我们的中心并进行免费评估，请

发送邮件至：admin @neuroconnection.org.nz 或拨打电话：09 836 

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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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您对监察心理健康和成瘾系

统发表宝贵建议

    心理健康和福祉委员会（The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Commission）将很快向公众咨询He 
Ara Āwhina（援助方案）—— 什么是一个理想的
心理健康和成瘾系统的架构。

        He Ara Āwhina 是在2020年和2021年的利
用社区反馈的信息发展起来的，并与拥有 Te Ao 
Māori （毛利专业知识的工作者），经历过精神
痛苦、成瘾伤害或赌博伤害的人士，青少年、公共
卫生和临床专业的专家共同设计。

    在本次公开咨询中收到的反馈将用于帮助我们
改进 He Ara Āwhina。最终的框架系统将从 2023 
年开始用于监察心理健康和成瘾系统（包括服务）
，因此我们必须保证它是正确和恰当的。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服务使用者（寻求健
康的人们）；有心理疾病或成瘾经历的人（或两者
兼有）；心理疾病或成瘾经历的家庭成员或者其援
助者（或两者兼有）；提供心理健康或成瘾服务的
人们；和政策制定者或机构委员。

    个人和团体可以从 2022年3月7日起到2022年4 
月19日期间向我们提供反馈意见。

    有关本次公众咨询的更多信息，以及您如何提
供反馈，将可以从 3 月 7 日起在我们的网站上获
取相关信息： www.mhwc.govt.nz。

    如有任何问题，请通过 
kiaora@mhwc.govt.nz 联系
我们，或者拨打 021 594353
，或通过我们的网页面与我

们联系。

艺术健康社区基金会 
（Arts for Health Community Trust）

    “健康艺术” (Arts for Health) 是汉密尔
顿的一个社区创意艺术空间。 这是一个理想的场
所让您可以来制作自己的艺术品、结识新朋友和
尝试新事物。 如果您想体验一样新活动或学习新
技能，请尝试体验我们的工作坊。我们的工作坊
每期都有不同的活动，肯定会有适合各位的。
    其中最新的工作坊活动之一 —— 艺术疗
法，是由我们的两位注册艺术治疗师带领。 这个
活动将会以小组形式进行，让您有机会为自己充
充电，并以平等互助和创造性的方式与您共同解
决生活中的困难。
    如果您想在今年尝试寻找有趣和令人耳目一
新的东西，请看看我们的每天的社区艺术日，
也许报名参加一个工作坊或体验我们的“艺术健
康” 活动。详情请游览网站  

 www.artsforhealth.co.nz

(picture credited to Nanc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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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孕妇帮助中心有三个服务点:

中区: 46 D Stanley Street, Parnell/
Auckland Central 

周一至周五9:00am – 3:30pm

南区: 14 Otara Road, Otara 

每周四 9:30am – 12:00 pm (只接受预约)

西区: Blockhouse Bay 社区中心 

524 Blockhouse Bay Road, Blockhouse Bay 

Wednesdays 9:30am – 12:00 pm 

（只接受预约）

 
 

家庭计划生育基金会家庭计划生育基金会

 
 
 

孕期补铁
您摄入足够的铁了吗?

    营养科学不断发展进步，因此根据卫生部最新
的针对新西兰成年人的饮食以及运动指南，新西兰
牛羊肉协会更新了其受欢迎的孕期补铁资料。这份
资料是由新西兰牛羊肉协会的注册营养学家拟定，
并且通过了外部同行的评审。
这份资料包含了以下内容:

• 为什么女性在孕期需补充铁元素
• 缺铁的信号以及症状
• 孕期如何确保摄取足够的铁元素
• 铁的种类以及从日常饮食中获得尽可能多
              的铁元素的方法

• 为什么铁元素对新生
            儿非常重要

         此资料有打印以及电子版。如果您需要电子
版，请点击此处。如果您需订阅打印版，请浏览我们
的网站。您也可以直接访问beeflambnz.co.nz的健
康营养专栏。

奥克兰帮助孕妇基金会 
    您怀孕了吗?您是否需要帮
助？您并不孤单。
    孕期帮助团队向有需求的孕
妇以及她们的伴侣和家人提供免
费以及可信赖的咨询服务以及社
会支持。我们的免费服务包括:

* 孕妇以及其护理员的穿戴需知

* 婴儿服装 – 18个月

* 摇篮贷款

* 婴幼儿汽车座椅

* 婴儿毯

*婴儿用具

    请联系我们。您可通过我们的电话373 2599
或者邮件auckland@pregnancyhelp.org.nz预
约。

    家庭计划中心在
新西兰的各个诊所提

供关于生殖健康服务。我们的诊所提供避孕，
性传播疾病（STI） 测试和治疗,宫颈癌筛
查，堕胎服务，经前综合征（PMS）, 绝经，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疫苗接种，以及其他
与性和生殖健康相关的服务，包括在无保护的
性行为之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我们的服务面向全国所有不同年龄，性
别，性取向和国家的人群，是保密且中立的。
如果您是新西兰居民，并且在22岁以下，家庭
计划中心便可为您提供免费的服务。如果您想
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familyplanning.org.nz/
 
    我们也为父母，教师以及社区工作人员提
供不同种类的个人发展培训服务。我们所有的
与健康推广相关的课程都是免费的!如果您有
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课程的内容，请通过电
子邮件联系 Kris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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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穆斯林协会一直致力于为社区提供专注
于社区健康的活动项目：
     
 健身活动：
      - 我们重新启动了由专业健身教练任教的老年人
健身活动。该活动每周进行一次。
       - 我们也很高兴收到非常多的对类似的女性健
身活动的积极响应。该活动于 2021 年 12 月开始。
     - 我们在奥克兰为我们的社区建立了步行小组。
这将帮助人们在享受户外活动的同时与人保持联
系。

 COVID19 疫苗接种：
      - 我们在Avondale Islamic Centre 和Mt. Eden地
区为我们的社区组织了疫苗接种活动。
     - 我们还与来自卫生部的代表进行定期会面并正
在积极努力让我们的社区全面接种疫苗。
      - 我们正在开发和进行一系列的交流项目，以鼓
励我们社区内的疫苗接种，其中包括与医疗专业小
组成员的讨论和会议，传播视频和海报，由社工提
供家访等等。

https://nzma.kiwi.nz/

新西兰穆斯林协会最新活动

新西兰肝炎基金会

        新西兰肝炎基金会提
供一个免费的项目来帮助改
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健康
状况. 这包括社区肝炎护士
的访问，定期验血，建议和
支持，肝炎求助热线和提供
免费的有关乙型肝炎检测和治疗的资源。每
个感染病毒的人都需要长期监测和每六个月
一次的血液检查。在COVID大流行期间，我
们鼓励患者继续保持定期监测以确保他们得
到减少病毒影响所需的护理与支持。如果两
次血液检查之间已间隔六个月或更长时间请
现在去接受检测。

       要加入 HFNZ 的免费监控计划，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hepteam@hfnz.nz，在线填写
自我推荐表或致电免费电话 0800 33 20 10。

响亮且自豪的新西兰印度裔彩虹社区
   

     在新西兰有一个全新的亚裔团体，它很可能比其他亚裔团
体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多元化。

     这个团体的人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但由于担心自己的真
实自我不被他人所理解，他们一直保持着隐私和沉默。

     不过，随着新西兰印度裔骄傲组织（Indian Origin Pride 
New Zealand IOPNZ）的成立，这种情况即将改变。我们是一个
勇敢自豪的慈善信托机构，致力于为身处新西兰的印度裔彩虹社
区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刚刚推出了网站和社会媒体渠道。

   IOPNZ将举办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并最终提供支持服务。

   “我们已经与印度社区领导人会面，我们很高兴他们支持我们的开创性工作。我们鼓励其他亚
洲社区也公开支持他们自己的彩虹多元族群，”该组织主席谢伊-辛格说。
   
    了解更多关于新西兰印度裔骄傲组织的信息，请访问www.iopn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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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Mohamed Zubair Sithy Shiya-
na (Shiyana Zubair), 我来自斯里兰卡。我来到
新西兰4年了。 我的母语是泰米尔语（Tamil），
我也会说僧伽罗语 （Sinhala)。  在我来新西兰
之前，我也会一些英语。我在大学学习过英文，
我的家庭成员中也有人会说英语。我听说Dyna-
Speak是个学英文的好地方。我现在正在这里学习
四级英文。

    我感觉我在DynaSpeak学习英文的经历很不
一样。在这里有装备先进的教室和准备很充分的
教学课程。它能很好的帮助学生们的学习。渐渐
的，我的英语词汇量和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我
也学到了很多关于新西兰的知识。我的长期目标
是成为一名教师，所以我准备去大学学习教师专
业。我想说DynaSpeak的老师和工作人员非常的友
善和乐于助人。我的老师非常的棒！”

 现在就注册！新西兰英语证书DynaSpeak
● 新生培训周：周一28/02/2022 - 周五
04/03/2022
● 开学日期：周一07/03/2022 
● 期中假期：15/04/2022 - 25/04/2022
● 学期结束：周五15/07/2022
● 邮件：courses@dynsspeak.ac.nz 

    更多课程，欢迎浏览我们网站：
www.dynaspeak.ac.nz/domestics/enrolment

     新冠肺炎已经扰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其中
也包括了定期的癌症筛查。怀塔玛特 (WDHB) 医管
局肠道筛查受其影响，现在亚裔社区的参与率不
到 50%。肠道筛查很重要，因为诊断的延迟可能会
导致难以治愈的晚期癌症。请您帮忙和鼓励在亚洲
社区中年龄在60 -74岁的朋友定期每两年参加一次
肠道筛查检测。这种检测只需在家里花五分钟的时
间去完成。测试虽然简单，却可能会挽救他们的生
命。欲知详情，请浏览肠道筛查官方网址: 
www.timetoscreen.nz，或致电咨询我们的华语健
康推广员Jun: 021 1984605。

Shiyana Zubair 在DynaSpeak学
习英语的故事

Sukhdeep Kaur: 回馈社区

    Sukhdeep Kaur 正在将她助人为乐的热

情变成她的事业。“我喜欢帮助他人。” 她

说。生活支持协调员

（supported living 

coordinator）以指导

人们达到独立的有质

量的生活为目标。

    Sukhdeep 于今年

3月毕业于未来技能

学院（Future Skills 

Academy）获得新西

兰健康幸福专业证书 （Level 4）。“我从这

个课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它将在我今后的

卫生保健职业中帮助到我。那里的老师乐于助

人，帮助了我很多。” 

     Sukhdeep 出生于印度，在2022年来到新

西兰学习商业零售管理专业。在2019年她改变

职业成为一名健康护理支持工作人员之前，她

从事营运管理和办公室行政工作。

    在2020年， 
她注册了健康幸
福专业网络课
程，但是发现网
上学习非常困难 “因为得不到很多帮助。” 
所以第二年，在一个朋友的强烈推荐下，她去
了未来技能学院。“我很喜欢那里的学习氛围
和环境。” Sukhdeep说。

    现在，她计划毕业后注册更多的健康护理
课程。“我想在自己的专业中得到成长。”

    如果你想追寻你的梦想和未来的职业，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future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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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虐待长者的基金
现在开放接受申请

    预防虐待长者办公室从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合资

企业收到了$200,000新西兰元，为专注于新西兰

老年人口（65岁以上）预防暴力需求的项目提供资

金。

     我们优先提供给以下项目和举措：

    -有意与其他组织和社区团体合作

    -包括各族老年群体（65岁以上）的社群，包

括毛利、太平洋岛、少数族裔、同性恋和跨性别群

体以及残疾社区。

拥有合法状态的群体可以申请不超过$25,000新西

兰元的补助。申请截至2022年4月1日。您可以从以

下链接找到更多有关资金、合格条件和申请流程的

信息：老年人预防资金|Te Tari

Kaumātua (officeforseniors.govt.nz)

需要帮助或更多信息？

    您可以发邮件联系负责老年人的办事处ofs@

msd.govt.nz，安排工作人员联系您，在填写申请

表之前与您讨论您的项目提案。

圣约翰（St John）

健康班车服务

             有时寻找交通工具去参加必要的健康预

约可能很困难，不论是因为您没有可用

的车辆、没有驾驶执照或仅因为您不能独自出行。

     为了帮助社区中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去见医生

或者其他预约的医疗服务的群众解决交通难的障

碍，圣约翰提供了一项健康班车服务。圣约翰健康

班车是基于礼品运营的服务，将人们送去健康预约

并送回家。这项服务属于圣约翰使命的一部分，目

的在一建立更健康、更强壮及更有灵活性的社区。

    

    因为能提前进行一系列预约，班车能让人们参

加定期的每周或每月预约。圣约翰的班车服务在全

国运营，在北岛和南岛有超过50个服务。这项服

务特别在奥克兰东区、南区和西区运营，并包括

汉密尔顿的其他地区运营。您可以拨打0800 WAKA 

ORA(0800 9252 672)联系我们的健康班车服务中

心，或上网访问圣约翰，查看圣约翰健康班车服务

是否在您居住的地区可用。

移民剥削 

    移民员工和新西兰员工享有同样的最低雇佣
权利。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在工作单位收到剥
削，您可以向我们报告。

• 什么是对移民员工的剥削？

• 您的最低就业权利

• 常见的剥削类型

•确保自己的安全

• 如果我投诉，我会遇到麻烦吗？

• 投诉时会发生什么

• 如何投诉

• 其他有用的服务

以上信息的详情有其他语言的版本。请访问: 
https://www.employment.govt.nz/resolving-problems/
types-of-problems/migrantexploitation/



 
 免费太极社区活动

         

     TANI和新西兰抒怀剑团队组织的免费

太极健身活动,  深受社区欢迎，参加人员

越来越多，其中有华人，以及当地的其他族

群的参与者。活动包括健身气功的八段锦，

还有调控人体身心健康的24式太极拳等等。

欢迎所有人士参加。

活动详情如下：

    每星期四，星期六 上午9点半至  11点

半。 地点：St Georges Scout Hall, 13 

Griffin Avenue, Epsom, 奥克兰

    每星期二上午：一树山公园（从Green-

lane 正门进入，左边新咖啡店旁边）。 

    2月1日，华人太极组（新西兰抒怀剑团队）
受邀于在新西兰电视一台的早餐谈话并表演了抒
怀剑。自2018年以来，在TANI的支持下，该团队
能够拥有一个每周两次的室内练习场所"

Find out more

aucklandlibraries.govt.nz 09 377 0209

@aucklandlibraries @auckland_libs

演讲者: Cathy Liu 注册护士和免疫教育促进者 (IMAC)

冬天快到了，在新冠病毒流行之际，我们可能会忘了其他病毒的流行，所以除了接种新冠疫苗外，
也应接种流感疫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感冒！。

我们现特举办以下讲座去认识更多有关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流感伤害的知识。

讲座主要内容：

• 为什么65以上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应接种流感疫苗，流感疫苗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建
康

• 2022年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 流感对孕妇的影响

• 问答时间(新冠疫苗和新冠病毒加强针) 

讲座时间：4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10:30 -- 11:30

Zoom link: https://us02web.zoom.us/j/81748362022

参会号码: 817 4836 2022 

2022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認知講座
Chinese talk: Flu and COVID vaccine 

Chinese tea 
and topic
在线讲座

联系人: Lily 徐/Vishal Rishi, The Asian Network Inc. 亚洲联络健康中心（TANI）, 101 Church Street,  
Onehunga, Auckland 1061. PO Box 27550, Mt. Roskill, Auckland 1440. 

电话: 09 815 2338 中文请按2   |    手机: 0211168716
lily.xu@asiannetwork.org.nz I www.asiannetwork.org.nz

   本期翻译人员： Alice Ding, Anni Tang, Christina Yang, Jian Chen, Nancy Chang, Lillian Qin, Linna Lu, Kerry Liu,  
Grace Lie, Zhiying Zeng, Lily Xu

社区连接服务
支持需要自我隔离的个人和家庭

社区连接服务旨在支持社区中因新冠病毒感染而需自我隔离的个
体和家庭的日常生活需求。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新西兰境内所有处于自我隔离的人均能免费享受此项服务

电话：09 8152338，然后请按电话键：
(1) 英语 (2) 中文
(3) 印度语 (4) 韩文

• 提供日语，越南语，缅甸语，高棉语，泰语等其
他语言的服务。

• 电邮: info@asiannetwork.org.nz

服务内容包括:

• 提供应急食品物资
• 提供急需电力，煤气，暖气或水费账单的报销
• 提供其他急需生活开销的报销
• 为您对接至其他服务机构，或为您提供其他服务咨询：

-社会保障金/就业援助/与收入相关的住房津贴
-长者服务
-社区支持服务

#   其他紧急服务
有些服务可能需要您提供一定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