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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TANI 地区联络会议
时间： 2020年5月20日，

 周三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 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
956 Great North Road, 

Western Springs

华人健康研讨会
时间：2020年5月23日， 
周六上午11点半 - 下午1点

地点：New Lynn Community   
Cencer(社区活动中心）
45 Totara Avenue, New 

Lynn, Auckland

华人健康研讨会
时间：2020年8月27日， 

周四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 Takapuna War 

Memorial Hall, 7 The Strand, 
Takapuna, Auckland 

华人健康研讨会
时间：2020年11月11日， 

周三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 Onehunga 社区
活动大厅， 3 Pearce St, 

Onehunga, Auckland

     目前,一些海外国家正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严重威
胁。但是,新西兰的情况不同于这些国家，因此采取的措施也不同。
我们需要遵循卫生专家建议的指导方针，采取正确的行动来阻止病
毒的传播。
      包括自由职业记者在内的媒体在当前形势下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我们鼓励他们根据以证据为基础的事实信息开展工作。以帮助
社区民众保持冷静与安全。
      大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减轻自己受到COVID-19的侵害：
• 留在家中。每个人都应该待在家里。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

情来阻止COVID-19传播及拯救生命。
• 经常洗手。使用肥皂洗手20秒，然后把手晾干。这样可以通过

破坏保护病毒的外壳来杀死病毒。
• 与人为善。发挥个人作用来支持朋友，邻居和家人, 尤其是老年

人和弱势群体。如果自己需要帮助, 也要寻求支持。

抗疫，我们大家在一起！

     如果您有任何与COVID-19有关的健康方面的担忧， 请拨打
0800专线：0800 3585453。该专线电话免费。 由护士，护理人
员和健康顾问组成服务团队。 提供不同的语言翻译。如果您因为
旅行或接触病案而引发任何健康顾虑，在前往医疗诊所或急诊室
前请先电话告之---切勿径自就诊。
    关于COVID-19的所有信息, 请访问“联合抗击COVID-19” 
(www.COVID19.govt.nz) 。更多的翻译资源，请访问奥克兰地区
公共卫生服务（ARPHS）或卫生部网站（Ministry of Health)。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http://www.COVID19.govt.nz
https://www.arphs.health.nz/public-health-topics/disease-and-illness/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https://www.health.govt.nz/our-work/diseases-and-conditions/covid-19-novel-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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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network meeting

    Kia Ora，大家好！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COVID-19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
巨大挑战。首先，我借此机会强调，在这困难时期，我们

仍然和亚洲社区站在一起。我们感同身受社区的悲伤，痛苦和感受，鼓励
大家遵循新西兰卫生部发布的所有建议。我们的新闻简报中包括了一些关键信息和链接。

        鉴于目前的情况，亚洲健康联络中心（TANI）已将其大型活动（包括年度亚洲论坛）
推迟。
       我很高兴分享今年秋季的健康简报，为您带来有关如何在家里和工作场所保持安全的
相关信息，以及“健康宝贝健康未来”计划，“移民妇女健康计划”，以及在大奥克兰地
区的健康讲座和研讨会的其他有益信息。
       再次，我代表TANI鼓励每个人宅在家中，如有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况请自我隔离，请在
见你的家庭医生之前首先致电COVID-19专用电话0800-358-5453，以获得即时建议。我
们欢迎并重视您的建议和持续的支持。 
TANI 主席
Virinder Aggarwal 

深入基层社区
    提高健康意识，增加健康信息，帮助亚洲社区了解新西兰的卫生系统，提高了他们的
知识和技能，浏览医疗信息，并管理他们的健康状况。

移民在地方委员会计划中的声音
    与地方委员会合作，将多样化社区的需求纳入其地方委员会计划。摄于2020年3月2日在Onehunga社区中心举行的Maungakiekie-Tamaki地方委员会公众咨询会议上的照片。

帮助建立社区网络和社区联系
    TANI于2月19日，在Western Springs 
Garden社区会堂举行了由社区和卫生部
门工作者参加的今年第一届TANI区域联
络会议。在整个奥克兰地区，来自不同
专业和文化背景的约85人，更新了由奥
克兰地区公共卫生部门分享的COVID-19
信息，通过演讲阐明观点，并与志同道
合的人建立了联系。

TANI深入社区开展提高亚洲社区健康意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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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llNZ 使免费饮用水更容易获得
        RefillNZ致力于使外出的人们能更容易补充水分和重新灌装免费又新鲜的水。
     自来水健康又免费。自来水比瓶装水更安全食用，因为它是经过更受控制管理的生产程序生产。 它比饮料更
健康， 因为它不含糖份。在全球范围内，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正在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含糖饮料。
     自来水比瓶装水更有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它不用塑料瓶。 每年新西兰人要丢弃8亿2千8百万一次性塑料瓶。 这

些塑料瓶很多进入海洋，进入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在太平洋中，
有超过90%的鱼类身体里发现了微塑料物质。然而，人们却常常
不容易找到一个公共饮水机。 所以，RefillNZ和咖啡馆，旅游
社以及市政府合作，为公众提供免费自来水。
    在这些合作单位的窗户上会贴有一个RefillNZ的张贴物，
它表示欢迎大家进来免费灌装你们的水瓶！
    RefillNZ和公共饮水机的位置在其网站地图和APP上有标
注。  https://refillnz.org.nz/where-to-refill/

健康宝贝 健康未来
         今年六月，健康宝贝健康未来项目（HBHF）已成功开办6年了。这个项
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增强营养（包括母乳喂养）和增加体育活动来促进孕

期妇女，年轻妈妈（有四岁以下小孩），以及她们的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幸福。

    TANI支持那些来自南亚地区并且希望拥有健康生活方式的妈妈们（比如印度，斐
济印度，南非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一位已经完成了该项目的妈妈的体会：
“我非常感谢每一位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感谢Mllika女士用一种易懂的方式和我们
分享她的知识。我想用 ‘健康就是财富’ 来开始我的发言。相信我，从前我也只是
听说过这句话。在参加了这个项目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含义。我要特别感谢
TANI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给我介绍这个项目之前，我对健康饮食的定义知之甚少。在
Mallika和Vishal的帮助下，我对健康食物的理解有了巨大的改变。通过这个项目，
我知道了 ‘食物不仅仅是关于吃’。 它更是包括了合理计划，解读食物标签，明智的购买，知道自己的
需要，以及财务预算。参加这个项目让我学会了怎样平衡一天的营养。饮食的好与坏会通过你的情绪和天
性反应出来。仅仅用 ‘谢谢你’ 三个字不能表达我的感受。我很庆幸和开心能够参加这个项目。我将推
荐每一个人都来参加。”(右图是Nikita 和她儿子）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电话：09 8152338 或022 464 7448。邮件：bushra@asiannetwork.
org.nz 或poonam@asiannetwork.org.nz 

Maungawhau ko te maunga (Eden山是我们的山)
Waitemata te moana (奥克兰港是我们的海)
Tamaki te Kainga (奥克兰是我们新的家园)
(A hi aue, aue)
Matou he wahine toa (我们是坚强的女性)
Mo te hauora O Ratonga (为了移民的健康和幸福)
Kia ora Kia ora ra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计划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是TANI最近发起的一个新项目。
该项目由Foundation North支助，为期5周。它的目标是帮助
移民和难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独立自信，从而在新
西兰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TANI降低了该项目的参加标准让
所有移民女性都能参与，无论她们的签证是什么类型。也就
是说，哪怕是持有一年的工作签证，或者是正在等待签证的女性都可以参加。参与者需要参加周二或周三上午的课
程，连续5周，课程的主题包括英文， 毛利文化，公共交通和妇女健康。然后是5节免费的驾驶课。
    参与者反馈这个项目是“增长见识的”和“有帮助的”。其中一个参与者说：“能够参加这个项目我非常感
激。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另一个参与者说：“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新西兰健康系统的知识并且
学会了怎样运用它“。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将在奥克兰不同地区举办。更多信息或者报名，请联系项目联络员Jian Chen。
电话：0224647441, 09-8352338。电子邮件：jian.chen@asiannetwork.org.nz

    这首美丽的歌是由Te Aomihia，我们移民女性健康幸福
项目第一期的演讲嘉宾所创作的。第一期移民女性健康幸福
项目在Onehunga社区中心举行。这首歌是如此的打动人心，
它给移民们带来了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这首歌从某些侧面
反映了新移民们在这个新的国家所有的经历。

https://refillnz.org.nz/where-to-refill/
mailto:bushra%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mailto:bushra%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mailto:poonam%40asiannetwork.org.nz%20?subject=
mailto:jian.chen%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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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emata 医管局的肠道筛查计划最近

聘请了李峻女士为华人健康推广员，以便更好
地为此地区的华人服务。

    曾为该计划工作过的李女士表示，她很高兴能再次尽自己的全力，为
Waitemata医疗管理卫生局管辖范围内的亚洲社区服务，并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
到这个非常简易，可在家里完成的肠道筛查计划中。

    李女士告诉我们，几乎有一半的亚洲人在收到免费肠癌检测包后并没有做
测试。有人可能会误以为肠癌是一种西方疾病，并没有真正影响亚洲人。而事
实是，这个新西兰第二大的癌症，在中国已上升到第三大常见癌症。她希望大
家能够把相关信息传给你们的亲人，让更多的亚洲人接受定期筛查，从而通过“早发现，早治疗”达到挽救生命的
目的。
    李女士精通普通话和粤语，欢迎与之联系 021198 4605.        (上图：: John Li & 李女士于 2019 亚裔健康周)

我的康復歷程
     身為一個狂躁症病患者，我的康復歷程很長｡症狀環繞一個惡性循環：先是極度興
奮(相信我帶來和平)，然後進入恐慌期(害怕自己及所愛的人被某组织迫害)，跟著是長期
抑鬱。但现今我已脱離這惡性循環。

       當二十多年前我再病發後，我立志幫自己把病魔驅除｡我開始幫自己增值｡先是到Toi 
Ora上自由寫作班｡大概兩年後賺回自信使决定回學校讀書，先進AIT修讀了一年，再進
奥大修文科學士學位｡經過九年奮鬥，結果畢業｡這是我第一個夢想成真｡當我兩编文章在
香港的兩個雜誌刋登而得到報酬，這是我第二個夢想成真｡我的推動力來自這些成就，而

自此我每天都充滿推動力，抑鬱已遠離我｡

        我用我的熱愛活動如寫作、舞蹈、唱歌、作曲、運動來幫我減壓、解除焦慮；希望大家可借镜｡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 www.anneho-mentalwellbeing.com

刚来新西兰吗？
Migrant Connect-公民咨询局为移民提供的免费支持

如果您最近刚到新西兰，可能会对这里的社会服务系统和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可以提供
帮助。 我们友好的志愿者经过专门培训，可以为您提供适合你需求的，保密和免费的服务。请访问全国各地30个
Migrant Connect办公室，为新移民提供专门的服务。 这项服务由新西兰移民局提供资金，你也可以通过拨打免费
电话0800 766 948向新西兰移民局咨询帮助信息。请访问www.cab.org.nz以查找您当地的公民咨询局。

在社区预防和提高我们对冠状病毒的认识
“爱心传递”活动

      新冠状病毒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很多城市正在为预防冠状病
毒而奋力工作。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有关该病毒的持续发展的新闻对新西兰及
整个华人社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带来了恐慌。
     ACCCCA（奥克兰中部华人社区联合会）与其他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和非政
府组织合作，迅速响应了新西兰卫生部的指导方针并鼓励从中国回国的人们在
家隔离14天。为了不让任何人感到隔离的痛苦，我们与其他社会慈善组织合作
发起了“爱心运动”来帮助那些刚刚从中国回来的人安排志愿者提供服务，如

无法自己进行购物者，会安排志愿者帮助他们在14天
的隔离期内提供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送货服务。
    这场活动发起后不久，华人社区就收到了积极的反馈。 我们收到了洗手液和口罩的捐
赠。而且很快招募了超过50名志愿者为自我隔离人员提供送货服务。志愿者满足每个家庭

的需要帮助他们购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并直接送到他们家里。 他们的热情和承诺收到华人社区很多的好评。

       这里是我们可以为您解答的一些问题：工作和学习签证，居留权和公民身份；在新西兰工作；住房和租赁；
为您和您的孩子提供的教育；太平绅士；福利和公共资助的服务；新西兰的权益；金钱和债务；服务方面和社区团体
等等.

Onehunga 公民
咨询局 在  81 
Church Street, 
Onehunga, or 
致电 634 1613 
to 获取更多
信息 

Pakuranga-Eastern Manukau CAB，在Pakuranga 图书馆大楼内, 地
址：Aylesbury Street, Pakuranga,  或电话5768331，电子邮件：
ourtreach.pakuranga@ca.org.nz
CAB Pakuranga新的服务时间：
可在Beachlands图书馆在每个月的第一个
和第三个星期五下午1-3点，以及
Maraetai图书馆每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星
期五下午1点-3点。

Waitemata 医疗管理卫生局肠道筛查新增了华人健康推广员

http://www.timetoscreen.nz
http://www.anneho-mentalwellbeing.com
http://www.cab.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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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money and become smokefree

If you smoke cigarettes, you already know 
it’s expensive! If you smoke a pack a day that 
costs around $207 a week, or $10,764 a year.

Ready Steady Quit is an Asian Smokefree 
service with a trained team of practitioners 
who have over 37 years combined experience.  
They speak Mandarin, Cantonese, Korean 
and English.

They can give you free support (including 
gum, lozenges or patches) to become 
smokefree. 

Some clients have successfully used vaping 
to kick the smoking habit. Vaping costs about 
10% of the cost of smoking and can help you 
quit smoking for good.  

Rodrigo’s* wife was pregnant and he wanted 
to do everything he could to protect the 
baby. He had smoked 10 cigarettes a day for 
22 years. We discussed 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 options and he decided to try vaping. 
He dropped from the highest nicotine 
quantity to no nicotine, then found he didn’t 
need to vape at all. 

Go to www.readysteadyquit.org.nz or phone 
the Smokefree team today.

Asian quit smoking service

Christina Lee  
Korean 
027 359 6880

Zhoumo Smit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027 357 1800

Sue Sommers 

English, other Asian via free 
interpreters  
021 904 306

* Name changed to protect our client’s identity

工作经验—通往独立的途径 
       在残障人士支持服务机构Spectrum Care的协助下，Ruoyao一直很享受她的新旅程和
求职的挑战。
     Ruoyao在一家二手店全职工作了几年，但她决定寻找新的机会可以在厨房或咖啡馆
工作, 希望在不同的环境里发挥自己的技能和兴趣。
     Ruoyao在Spectrum Care支持人员的帮助下寻找工作。现在她正忙于工作在社交企
业 “Cookie项目”（thecookieprojectnz.com）上，并在pay-as-you-feel餐饮概念下 
“Everybody Eats”（everybodyeats.nz）做志愿者工作，同时还在Dominion Road二手
店工作。
     经过了这么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Ruoyao得以发展了自身的社区技能和扩展了工作

中的人际关系，这些技能将会为她将来的就业带来更多机会。
    Spectrum Care的Awhi（毛利人）、太平洋岛和亚洲文化团
队为他们所支持的服务使用者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这些团队协助服务使用者和他们的家

庭去获得支援服务并确保他们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
     今天就致电09 634 3790与我们联系，以了解更多信息，或者发送电子邮件info@spectrumcare.org.nz或访问
我们的网站：www.spectrumcare.org.nz。

戒烟而且省钱
         如果您抽烟，您已经知道这是很
昂贵的。如果你每天抽一包烟，那费
用约为每周$207，或每年$ 10,764.
     “Ready Steady Quit”是一个亚
裔无烟服务，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团队提供服务，他们加起来拥有超过
37年的经验。他们可以说普通话，广
东话，韩语和英语。
       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支持（包
括gum, lozenges or patches）帮助你
戒烟。
        一些客户已成功使用vaping替
代，戒掉吸烟习惯。Vaping的费用大
约是吸烟的10％，并且有效地帮助你
戒烟。罗德里戈的妻子怀孕了，他想
尽他所能保护宝宝。 过去的22年，他
每天都要抽10支烟。我们和他一起探
讨了尼古丁替代的戒烟方案，所以他
决定尝试vaping。他从吸最高剂量的
尼古丁减到没有尼古丁，然后发现他
完全没有需要vaping了。请访问www.
readyquit.org.nz 或者今天就电话联系
我们的戒烟团队。

亚裔戒烟服务

关爱老人社区参与调查结果报告

TĒNĀ KOUTOU KATOA, TALOFA LAVA, MALO E LELEI, 你好, 
안녕하세요 AND HELLO TO ALL,

       奥克兰市议会正在制定一项全奥克兰地区、跨部门的关爱老年人
行动计划，以改善奥克兰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奥克兰市议会承诺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关爱老年人城市和社区网络的一部分。
   2019年4月至7月，我们在奥克兰不同地区开展了社区参与活动。与
奥克兰老年关爱协会，Toa太平洋协会和塞尔温基金会（the Selwyn 
Foundation）合作，举办了超过20个研讨会和促进对话的座谈会，参
与人士涵盖来自不同的组织的600多人。
   此外，2240名社区成员参与了此次调查，对于他们心目中的“一个
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给出了反馈。其中包括传统
的填写调查表格，以及449多份“有话直说”(Have Your Say online)
的网上调查，我们要感谢所有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的人们。
   我们的老人告诉我们，他们希望奥克兰是一个友好和包容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成员受到重视，每个人都有机会与不同年龄、
文化和背景的人接触交流。老年人及其家庭希望参与奥克兰提供的服
务或活动，这就需要建立无障碍价格合宜的交通系统，活动和户外空
间。重要的是，市议会所提供的服务和便民设施应该在社区和市民需
要的地方并能触手可及。
   有兴趣阅读此调查结果报告，请访问奥克兰市议会
网站查看: 关爱老人社区 - 奥克兰社区参与调查结果
报告（ Age-friendly Auckland Project - Community 
Engagement Findings Report)。该报告将有助于市议会制定行动计
划，为奥克兰老年人带来真正的改变。

韩语

普通话和粤语

英语及其他语言，提供翻译
服务

**文中为化名，以保护隐私

http://thecookieprojectnz.com
http://everybodyeats.nz
mailto:info%40spectrumcare.org.nz?subject=
http://www.spectrumcare.org.nz
http://www.starttoscreen.nz
https://www.aucklandcouncil.govt.nz/have-your-say/topics-you-can-have-your-say-on/age-friendly-auckland/Documents/age-friendly-auckland-findings-report.pdf
https://www.aucklandcouncil.govt.nz/have-your-say/topics-you-can-have-your-say-on/age-friendly-auckland/Documents/age-friendly-auckland-findings-report.pdf
https://www.aucklandcouncil.govt.nz/have-your-say/topics-you-can-have-your-say-on/age-friendly-auckland/Documents/age-friendly-auckland-findings-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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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孩子们谈论令人不安的新闻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时时刻刻都可以阅览新闻的世界里，这种便捷性有时候能带来额外的好处。然而，如果不断的报道
负面的新闻，有时候会带来恐慌，会让人不知所措。那么，如果孩子们看到、听到或读到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闻故事，我
们应该怎么做呢? 以下是我们的十个建议:
    1. 谈论新闻:和孩子谈论他们读过或见过的东西，问问他们的感受。开诚布公地讨论新闻。
    2. 进行与年龄相当的对话:考虑孩子的年纪，使用便于他们理解的沟通方式。与一个6岁的孩子和一个12岁的孩子谈
论一个新闻事件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理解水平。
    3. 解释事实:确保讨论的新闻着重于事实，给孩子正确的信息。
    4. 限制孩子在家中接触到的新闻:虽然你不能总是控制孩子在外面接触到什
么新闻，但你可以更好地控制他们在家里听到的新闻。
    5.从全球角度看待问题:如果海外发生了令人不安的新闻，保持全球视角来客
观看待这个问题。
    6. 谈论好消息:和你的孩子一起看、读或讨论这些积极的故事，帮助他们能
获得一种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平衡感。
    7. 担心是正常的:让孩子知道他们因为某些新闻报道感到担心或不安是正常
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那么孤独。
    8. 鼓励孩子问问题:鼓励你的孩子问问题。这有助于他们理解问题，并在表达他们的担忧时感觉更好。 
    9. 检查新闻来源:确保从一个可靠有信誉的来源获得你的新闻，这样你就有了事实依据。
    10. 不同的方式:通过鼓励你的孩子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增强他们自身的信心和力量。这有助于帮助他们认识到，
他们自己能够影响周围世界的变化。                         (资料来源：新西兰健康导航 Health Navigator NZ)

在家里离车道和主路
的地方设立一个有围
栏的专供孩童活动的
区域。

把百叶窗和布窗帘
的拉绳设置在儿童
无法接触的高度

给儿童洗澡时一定
要先开冷水，慢慢
加热水。

在楼梯和门口的做
个防护门。家里有
游泳池的，在池边
加装一个围栏

将化学品和药品存
放在孩童看不见且
够不着的地方

使用夹紧装置或门
挡来阻止内部门的
撞击，防止儿童收
到伤害

给家里安装烟雾警
报器(确保每月测试
一次)

婴儿应该睡在专
属的婴儿床或摇
篮

         在新西兰境内随时随地拨
打健康热线（Healthline），您
就能获得专业注册护士的免费咨
询。此热线全年无休，无论您是
从座机还是手机拨打，在新西兰
境内都是免费的。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感到身
体不适，但又不确定是否需要看
医生，您可以拨打免费健康热
线；如果你在外度假，想了解附
近看病的医生或药房，您也可以
拨打免费健康热线。健康热线的
专业护士/专家会为您提供评估
和专业的建议。

比“说不”更有效的与孩子沟通的10句话

1. 那行不通的话，我们试试……怎么样?
2. 我不会让你去的，因为…
3. 告诉我更多。
4. 我可以帮你。
5. 这个方法不管用，那不如我们试试……

6. 让我们做些不同的事情。
7. 这是你可以尝试的另一种方法。
8.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9. 闭上眼睛想想。
10. 我知道你很努力

为人父母不容易，寻求帮助没什么丢脸的

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家园

https://www.healthnavigator.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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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西奥克兰餐饮创业课程
     厨房项目（T he Kitchen Project）正在招募所有的家庭烘培手，烹饪者以及所
有相关人员加入Henderson下一届’食物企业家’的活动。该项目旨在为参与者提供需
要的技能来帮助他们在奥克兰充满活力的餐饮界创业成功。在这26周内，每个参与者都
配有导师，可以去使用可负担的商业厨房来进一步完善他们的烹饪作品，参与者还有机
会见到成功的餐饮界业主，跟他们学习在餐饮界创业的成功之道。
     参与者可学到许多实用的商业技能，其中包括：
*制作完善的商业计划        
*根据官方规定来设立食品控制规划
*与其他有愿景的厨师互动，相互分享好的理念和资源       
*跟随在餐饮业工作的导师学习         

*使用商业厨房来完善烹饪方法和作品
     来自Henderson  第3队的Theresa Devoe-Mose 说：“厨房项目是个很好的机会，
它让我们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来创建一个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意（虽然我
们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他们用一个伟大的支持系统把我们连在一起，从银
行家到会计师，营销商，营养师再到执行厨师，因此我感到非常感激。” 
     你认识会做美味的中式炒杂碎或印度马萨拉鸡-tikka masala的人吗？现在就立刻来申请吧！更多详
情在此查询。免费申请参与厨房项目，如果你的申请成功了，那你只需要每月花费50块钱来参加课程。想
了解招募的要求，可访问www.thekitchenproject.co.nz或联系我们info@thekitchenproject.co.nz

想要改变你的社区吗？
      申请一份社区补助金来维护正义吧，“Like Minds， Like 
Mine”的社区专项拨款(community Grants)从3月16日开始接受申
请！今年，该基金拨款高达一万元用于挑战人们对精神压力或疾病
所持有的偏见和不理解。
       新西兰每年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精神痛苦的日子里。这些人
可能是你，你的家人或者昨天坐在你旁边的人。歧视这些人的经历
只会让人们的生活越发艰难，也弱化我们社区的团结力量。
       2018年， Ivan Yeo 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亚洲移民变得

很孤立，不与他人交往，其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了社区里大众对精神疾患所持的偏见。他申请了此项社区
拨款，并成功获得一份资金制作了一系列的七种语言来宣传的视频和海报，用来教育鼓励大众关注那些
正在经历艰难时光的人们，使他们感觉不那么孤独。   
      请访问“以往的获奖项目(previous winning projects)”页面来了解更多关于救助金的详情，并点
击“今天就注册(register today)”来成为第一个领取最新信息和申请资料的人吧！

奥克兰 Birthcare 产科医院
（Auckland Birthcare Maternity Hospital）

公共服务
        生孩子是人生中最美妙的经历之一。奥克兰
Birthcare产科医院是奥克兰地区卫生局的主要分娩
机构。这是一所专门建造的产科医院，为希望正常

分娩的妇女及所有产后需住院观察的妈妈们（包括剖腹产后）提供服
务。如果出现任何并发症，您将被安全转到奥克兰市医院（Auckland 
City Hospital）。奥克兰Birthcare产科医院的 地址：20 Titoki Street in 
Parnell, 距离奥克兰市医院不到5分钟车程。
       奥克兰Birthcare新分娩单元有3个分娩室，所有房间都有分娩池. 当
知道您已怀孕时，请预约我们的早孕门诊，了解您的所有选择。我们会
帮您找一位助产士来照顾你的怀孕和分娩。  
       我们为新西兰居民和有资格享受免
费产科护理的妇女提供免费的服务。
产科服务包括：怀孕、分娩和育儿教
育； 早孕诊所； 在您的分娩过程中， 
有助产士和相关设备为您服务； 产后
住院护理； 哺乳咨询服务和租借吸乳
器。
       欢迎光临奥克兰Birthcare 产科
医院!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09 374 
0800, 或访问   https:/www.birthcare.
co.nz/auckland.php 

http://www.healthpoint.co.nz
http://www.thekitchenproject.co.nz
mailto:info%40thekitchenproject.co.nz?subject=
https://www.likeminds.org.nz/communities/community-grants-fund/
https://www.likeminds.org.nz/communities/community-grants-fund/2019-community-grants-fund-recipients
https://www.likeminds.org.nz/communities/community-grants-fund/
https:/www.birthcare.co.nz/auckland.php  
https:/www.birthcare.co.nz/auckland.php  


接种流感疫苗
65岁或以上并且符合公费医疗资格 
的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不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免费流感针-免费流感针-您可以在您的本地家庭医生(GP)诊所或一您可以在您的本地家庭医生(GP)诊所或一
些参加了本项目的社区药剂师那里接种疫苗。此项接种些参加了本项目的社区药剂师那里接种疫苗。此项接种
服务从2020年三月18日开始。服务从2020年三月18日开始。

咳嗽和打喷嚏-咳嗽和打喷嚏-用纸巾或衣服遮住，并且之后要洗手20
秒（在为孩子擦鼻子后请洗手）。

勤洗手-勤洗手-请使用肥皂和水勤洗手20秒以上，或使用免洗
杀菌洗手液。

不要共用餐具-不要共用餐具-将您自己的勺子，叉子或筷子放进共用
的盘子中会散播病菌。

吐痰或口水的时候请用纸巾-吐痰或口水的时候请用纸巾-如果您需要吐痰或口水，
请吐到纸巾里，扔进垃圾桶并且之后要洗手。

觉得身体不适-觉得身体不适-发烧，发冷，肌肉酸痛，流鼻涕，咳
嗽，和肚子痛？请拨打健康热线 0800 611 1160800 611 116 或者提
前打给您的本地的家庭医生(GP)。如有需要，可以在线
要求提供口译员。

*如果您不符合公费医疗资格，您可以在家庭医生(GP)或者本地药剂
师那里购买到流感疫苗。详情请参阅 www.healthpoint.co.nz

流感疫苗是处方药。请咨询您的家庭医生(GP)，护士或者本地药剂
师，了解其益处和潜在的风险。或者拨打新西兰健康热线咨询 
0800 61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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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购 物
      如果你身体健康，70岁以下，应去超市购物，而不要
网购。这将使免费送货机会留给那些最需要他们的人。
    当你去超市时，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提示：
• 超市将尽力限制购物者的数量—帮助你与别人保持2米
远。
• 友善对待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和你一起购物的人
• 准备一份购物清单，所以你可以尽快进入和离开超市
• 如可能的话，一家仅需派一人去做购物。如果在家没有
看护者，您可能需要带年幼的孩子去购物。
• 保持与其他人，包括超市员工有2米远的距离-他们也需
要保持安全！
• 如果可以的话，使用非接触式银行卡，而不用现金。
• 购物袋也尽可能远离别人。
• 只触碰你想要买的东西。
• 如果你喜欢的话，从小容器里拿一条消毒湿巾来擦拭手
推车或购物篮子的把手等。
• 回家后取出农产品，用清洁液洗过的毛巾
擦拭包装的货物，然后晾干。
• 购物前后要洗手。
 *资料来源：  https://covid19.govt.nz/

http://www.cab.org.nz
http://www.healthpoint.co.nz
https://covid19.govt.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