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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下面的活动时间写在您
的日历上！

Albert-Eden 地区委员会        
- 社区咨询会 

2020年7月20号
周一上午10点半 - 12点半
地址： 258 Balmoral Rd, 

Auckland 

Maungakiekie-Tāmaki 地区
委员会 - 社区咨询会 

2020年7月23号
周四上午11点 - 下午1点

地址： Pearce Street Hall， 
3 Pearce St, Onehunga, 

Auckladn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2020年7月8号 - 8月5号
（每周二上午10点半至中午

12点半
（在线课程)

华人健康研讨会
2020年8月27号

周四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 Takapuna War 

Memorial Hall, Main hall
7 The Strand, Takapuna, 

Auckland

携手社区，积极抗疫!
       在TANI近期组织召开的线上地区联络会议
上，来自Onehunga地区社会服务理事会的Jenny 
Tanner女士表示，现在到了“重置按钮，着眼转型
到重建与适应新常态的时候了”。有17位来自各族
裔社区、媒体以及社区医疗和社会服务提供商的演
讲嘉宾受邀参加了这个5月20号的在线联络会议。 
他们各自介绍了抗击COVID-19(新冠病毒）最新进展情况，并分享了他们如何
在技术和在线项目的帮助下支持有需要的社区的感人故事。

        会议期间分享的故事表明，社区在采取正确行动抗击疫情方面得到了充
分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最新的新冠病毒疫情信息。支持系统和服
务到位，可确保我们的社区保持联系并得到良好的照顾。少数族裔媒体在政府
机构、主流媒体和种族社区之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移民社区饱受疫情困扰之
际，他们通过各种首选渠道，将信息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和社区共享。

        得益于我们协调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小企业
经营者和失业者得以度过这段艰难的经济困难时期。
尽管由于文化原因导致的羞耻感使有些人不愿寻求帮
助，但许多家庭依然在基本粮食需求和安全保障方面
得到了当地粮食银行提供的支持。新西兰警方也与当
地社区合作工作在第一线，接听电话，照顾人群不同
需求并分发食品和健康包。

       如何解决社会隔离这一公认的老年群体问题, 在封锁期间尤为重要。在专
门的社区团体和服务提供商的支持下，打电话和邀请他们参加在线活动无疑缓
解了这一压力。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都努力在变化中保持灵活性，并愿意尝
试参加在线兴趣班和其他活动。这些在线应用程序开辟了参与各种娱乐活动机
会的新渠道，如小型艺术和手工活动、烹饪演示、文学以及有关健康和福祉的
线上研讨会等。我们欣慰地发现，许多老年人和亚洲社区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活
力和应变能力，并成功克服了由于封锁而带来的诸多挑战。（接下页）

联系方式: 09 815 2338  电邮:lily.xu@asiannetwork.org.nz  地址：101 Church Street, Onehunga, Auckland.
本期翻译人员： Alice Ding, Jane Ling; Yang Yang, Christina Yang, Zhiying Zeng, Jian Chen; Nancy Chang, Lillian Qin, Lily Xu. 

TANI网站 : www.asiannetwork.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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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寄语：
大家好（Kia ora）!

    
    借此机会, 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感谢在

COVID-19（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一充满挑战时期
参响应我们社区行动的每一个人。同时，我代表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TANI），衷心感谢我们所有基
层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为与新冠病毒斗争作出的不懈努力，特

别是前线超市和加油站工作人员，警察，护士，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诊所，清洁工，安全
人员，所有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人员，所有社区志愿者和其他人员。

    我们相信，通过分享我们的资讯和相互支持，我们定能渡过这一充满挑战的时代。现阶
段，保护我们的社区和家庭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TANI 将计划继续使用混合模型（即部分
面对面和部分在线）的健康宣教活动。如果您有任何社交、心理健康的需求，请随时与我们
的团队联系，或在 Facebook 页面上关注我们。在冬季请保持安全和保暖。我希望你喜欢阅
读这份简报，欢迎你提出改进建议。TANI团队向大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TANI 主席： Virinder Aggarwal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在2020年迄今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许多挑战。而挑战带来机遇。我们的移民妇女

健康幸福项目像许多其他项目一样，在Lockdonw期间上线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妇女

对线上学习和联络都很积极踊跃。一位有8个月大孩子的韩国母亲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期

在线课程项目，她说：”我很高兴我参加了这个在线课程。我

虽不能出门，通过这个在线平台，我可以结交一些新朋友，学

习一些新东西，和别人交谈，同时我可以照顾我的孩子”。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是TANI最近在北基金会（Foundation North) 资助下发起的一项新

的妇女项目。这个免费的5周课程涵盖Kiwi英语、怀唐伊条约、公共交通和妇女健康，随

后还有5节免费实用驾驶课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韩国、

印度、日本、布隆迪、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黎巴嫩、阿根廷、埃塞俄比亚、

巴基斯坦和中国。

    最近，我们的第二期在线项目于6月9日启动。一位美丽的印度女士从达尼丁加入

我们。另一位韩国女士已经70岁了。有种精神就是：开始永远不会晚，学习永远不嫌

迟，距离永远不是问题！该项目将继续在线和在社区中心进行，以增加来自该地区以

外的参与者的可行性。最近，我们招收了来自Tauranga 和Dunedin的参与者。有意者

请联系课程协调员小陈，电话：0224647441，09-8152338或电子邮件：jian.chen@

asiannetwork.org.nz了解更多详情和报名。

 (接上一页）
    我们的卫生健康系统反应良好，能够及时地向我们提供最新
信息。心理困扰严重的人，包括遭受家庭暴力的人和需要帮助的
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语言的电话咨询服务得到支持。奥
克兰卫生部以不同语言详尽地解释了各个警报级别，并进行了各
种资源分享，引导人们正确利用各种国家服务项目。初级卫生保
健提供者与客户保持联系，继续检查慢性病患者。扩大免疫服务
继续为我们社区中的弱势儿童提供流感疫苗。

       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在新西兰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们可以在
生活中享受更多的自由。不过，由于新冠病毒在海外仍不受控

制，我们需要保持警惕，继续采取卫生措施，例如洗手等。并应用电子追踪软件，以便追踪
接触者。这将确保我们能够在看到病毒死灰复燃时立即采取行动。我们都应该为社区共同取
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让我们彼此友好，有耐心，增强抗压能力，适应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
为成功地消除新冠病毒而共同努力。我们都值得称赞！ 

TANI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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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热线   
HEALTHLINE
您或者您的家人 (whanau)有身体不    
适吗？
您给健康热线或者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专线打电话时，需要使用   
翻译服务吗？

健康宝宝健康未来（HBHF）
    从母亲怀胎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婴儿的第二个生日，这开始的1000天被认为是机会之窗。良好的营
养或营养不良对婴儿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前

1000天是孩子的大脑开始成长发育和发展，会作为她的一个终生健
康的基础。 适当的营养可以帮助婴儿成长发育良好，正确学习和
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不良饮食会导致对孩子的大脑发育造成不
可逆转的损害，影响了孩子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的做事能力。 而且
它也可能导致终身的疾病， 如肥胖，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等。
    健康宝宝健康未来（HBHF）是由新西兰卫生部提供的一个免费
的健康意识的项目。这个课程专为孕妇，哺乳期， 和4岁以下的婴
幼儿的母亲及其家人设计的。该项目已经在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开
展， 例如在毛利，帕斯菲卡，亚洲和南亚人等社区。亚洲健康联
络中心（TANI）已被授权将此计划推广到居住在奥克兰的南亚人社
区，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语人和尼泊尔
语人。
    HBHF计划旨在提高母亲在怀孕前 中 后 以及婴儿出生后的
适当营养和身体运动的意识。此目的匹配计划提供两项服务。首先是营养支持，您可以在手机上免费接收称为
TextMATCH服务的消息。第二项服务是社区学习计划，这是交互式健康课程，目前在Covid-19 禁戒期提供在线健康
课程。
    了解有关我们服务的更多信息，今天就注册。 Bushra Ibrahim（新西兰注册营养师）HBHF生活方式教练：
电话＃0224647448;电子邮件：bushra@asiannetwork.org.nz

民族社区办公室的最新消息
       民族社区办公室(Office of Ethnic Communities)的目的是确保族裔社区强大并相互联系，新西

兰实现了种族多样性的好处。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我们一直在努力与社区合作，以确保他们在困

难时期获得所需的信息以及给予了许多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您可以订阅我们的综合新闻：https：//

confirmsubscription.com/h/j/D7D814DACB4B8D4C。

    我们还管理着种族社区发展基金会，每年有420万美元可用于少数

民族社区重要的项目。该基金目前的优先重点是支持民族社区，以帮

助他们缓解受到了COVID-19的影响。这包括支持他们保持日常的社交

活动和项目连接，就业计划以及社区的复原力和恢复。

有关该基金及其使用方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民族社区办公室网站：https://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

1. 致电
健康热线: 

0800 611 116 
或者

 COVID-19 专线:
 0800 358 5453 

2. 按 选项 #1 接            
翻译服务;

现在请 等待 与健康热线
工作人员通话

(请不要挂电话)

3. 请向健康热线工作人员讲 您所需要
的语言，

比如, Korean (韩国语);
请再次等待 — 健康热线工作人员可
能要花几分钟时间才能帮您找到口译

员(请不要挂电话)

4. 与口译员接通了。
与口译员和/或健康热线工作

人员讨论您的关切或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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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工作的神奇4侠（新西兰特殊奥林匹克）
          当我们在耐心的等待残奥会培训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许多运动员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工作 。我联系了四位在北岛北部的

运动员，了解他们的近况。如果你在以下任何餐馆或商店中，请留意我们的 运动员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是怎样努力工作的。

Shanti Niwas 慈善基金会积极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
      Shanti Niwas 在新冠病毒爆发的困难时期继续为老人提供支持和服务。通过迅速适应环境的变
化来帮助老人的保持安全和与外界的联系。我们和老年人关怀协会(Age Concern) 合作提供必需的
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四周里为老人们在安全的社交圈内实施了一系列的活动：

• 电话关爱活动 定期联系超过350个老人。 - 网络聊天群。 通过这些聊天群，老人们可以锻
炼身体、做脑筋急转弯、玩游戏、快速 答题、分享信息、做其它有趣的活动和训练老人使用先
进的科技，比如 Zoom 等等。

• 发起 Sab ka Saath   Sab ka Saath 是一个线上访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播出。和著名的 主
持人一起，为老人们提供一个参与节目的平台，分享他们才能和经验的机会。该节目也为老人 
提供了与他人联系和获得信息的机会，比如医生、警察、政府官员等等。

• 成功的网上时装秀 已有50左右的长者参加了该网上时装秀的比赛。此项活动在社区中产生了
很大的兴趣和很多会员乐于参与。还有很多很多支持服务。

    我们一直以来得到了很多自愿者的支持，包括长者们和其他社区成员。我们想对他们在困难
时期为我们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将继续努力提供更多的网络活动让长者们保持联系减少孤
独。想要获 取更多的信息，请联系 Shanti Niwas：（09）622 1010。经理 Nilma： 021 202 8406。Verona： 021 
259 2114。Jyoti： 021 208 2915。网址：www.shantiniwas.org.nz 

Chelsea Thorn: 是一个马术运动员，是残奥

会Manukau俱乐部的领头人。她在New World 

Papakura工作。作为一个一线工作人员，她

看到公众对她的不同身份有过太多不同的反

应。“ 一些人害怕，一些人生气，还有一些

人困惑。所以我一直记着一句新西兰人都知

道的话”保持 安全和友善。”

Martie Joyce：是残奥会运动员领袖，是一个全能
运动员。封锁期间，我在Pak ‘n’ Save的停车场
看到他充满阳光的笑脸。他总是在那里保证购物的
人们有干净的购物车使用。“我喜欢我的工作。 
我喜欢帮助别人。我喜欢通过我的工作让购物的人
们感到快乐。”

David Menezes: 是一个拥有很多天赋和才
能的运动员。他曾代表新西兰参加在阿布扎
比举办的2019夏季残奥会篮球赛。David从4
月30起回到Greenlane麦当劳工作。

Jamie Day：来自残奥会Auckland club。他打篮
球，滚球和室内滚球。 他为ITM建筑公司工作 。
他平时的工作非常忙，需要把货物送去不同的建
筑工地。当我问道Jamie希望在level 1做 什么， 
他回答说 “返回残奥会训练场所。”

活跃亚裔新冠病毒封锁期间  
的丰富活动剪影

     线上 Zumba 课程：这个每两周一次的

课程代替了华人丛林徒步小组。它由自愿者健 身教练

Gao Yan带队，拥有超过上百个参与者。 

周三健康活动： ActivAsian在新冠病毒
封锁期间坚持每周三上传一些欢
乐的和有知识性的 照片来丰富个
人的日常生活。新西兰心理健康
基金会对此高度认可。 

HSStayHomeChallenge：#HSStay
HomeChallenge 收到了很多的文稿，这使
我们能够 和YouthTownNZ合作，在将来能
更好的宣传这个挑战活动和促进健康生活。 

AA Weekly Workshop：在过去的5周里， ActivAsian
坚持举办微信专题研讨会，使新 西兰的华人社区能得
到新的政策咨询从而保持安全。 

Coffee Chat/Stretching：这个项目活动是为新移民
设计的，促进他们在寒冷天气里保持健康、活动和联
系。 

韩国徒步小组的家中训练项目：这个项目鼓励韩国丛
林徒步小组成员在家中每天自我锻炼。

应对“新冠病毒”封锁
—从关闭的图书馆到微信 

    在新冠病毒封锁期间，图书馆发生了
什么？曾经在图书馆举办的那些活动呢？
嗯......绝大部分活动不得不从图书馆关闭那
天起（3月20日）停办。但我们的英语对话小组
活动除外。   
    这个小组由Glenfield 图书馆的Henry Liu
组织，在过去8周迅速成长起来。大家可能要
问：“那怎么可能呢？” Henry Liu将课程
开设到了网上。他提供小组成员在微信上活
动的机会。小组成员保持他们以往的活动时
间。对Glenfield 图书馆能够在封锁期间提
供的活动项目，大家感到很开心，也很感激: 
“网上英语对话小组让我
们感觉生活还是和原来一
样。”“Henry的教学工作
不但帮我们提高英语水平，
而且帮我们减少了孤独感，
因为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网上英语对话小组的消息传
播得很快，参加者也越来越
多了，其中也包括一些人甚
至来自中国的学员。现在参
加线上英语课程的人越来越
多，Henry得使用Zoom 软件
以接收更多的社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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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将为受新冠疫情影响
的新西兰亚裔社区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服务
        近日，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得到新西兰卫生部针对新冠疫情的专款资助，以加强对受疫
情影响产生压力的新西兰亚裔人群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服务。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全国总监Kelly Feng表示，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多居住在新西兰的亚裔人士因此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身心健康受到了影响。
她说：“新西兰卫生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需求，并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资金资助以给与更多
支持，包括延长亚裔服务热线（0800862342）的运营时间，增加以不同语言提供在线或面
对面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Kelly Feng强调称，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希望向生活在新西兰的亚裔社区传递的最重要的
信息是：他们并不孤单，当他们遇到压力和困扰时，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帮助和支持，例如心理
咨询，并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专业并且完全保密的。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是一个覆盖新西兰全国的心理健康和成瘾治疗服务机构。亚裔服务热线可提供的
服务语言包括：英语，普通话，广东话，韩语，越南语，日语，泰语和印度语。。
        亚裔服务热线运营时间：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9点至晚上8点，电话：0800 862 342。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www.asianfamilyservices.nz
        如有疑问请致电 0800862342 或联系项目经理 Alex Wang 0223609198

封锁期间做什么？创作暖冬新食谱
    在封锁期间，外卖被关闭
而厨房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 
（Beef + Lamb New Zealand）“
牛羊肉新西兰”的社交媒体平台
变得非常融入而且访问我们网站
www.recipes.co.nz的人数飙升。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寻找那
些熟悉、营养、舒适的食物。

    我们的团队在封锁期间继续进行远程工作，一些美
味的暖冬新食谱是我们在家办公的时间内创造出来的。
这些食谱的重点使肉类与豆类食品(r如扁豆) 更加融
合。 “煮一顿吃两次”的饭菜使我们充分享受不用做饭
的封锁之夜。食谱包括我们最好的牛肉和小扁豆馅饼（
如图）、慢煮红烧牛肉、Korma咖喱、心型牛肉和蔬菜汤
等等。（请点击这里查看它们的食谱）。
    在封锁期间，我们还支持新的慈善组织—— “肉类
需求”（Meat the Need）并付诸实际行动。
“肉类需求”（Meat the Need）帮助支持新西兰人，
包括那些受到新冠状病毒严重影响的人们。他们将会与
农民和食物银行的肉类加工商合作，以肉末的形式提供
高质量的蛋白质，供给有需要的家庭。在封锁期间，
我们开发了“魔术碎肉”项目，把三种经济实惠的食
谱和碎肉一起分发给人们。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关于

它的发展。Read more 
aboutits development

唯一直接连通
圣约翰（St John紧急医疗
服务）的医疗警报器

         随着冬季的来临，在家中跌倒
的风险将会增加。对于老人来说，跌倒更是常见，可
以导致更严重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医疗警报器已经广
泛在社区中的老年人服务了将近30年。医疗警报帮助
人们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家人安心。
圣约翰医疗警报器是新西兰唯一由圣约翰直接监视的
警报器。因此，毫无疑问它是最受欢迎的和最常被医
生推荐的警报器。随着警报器新型号的发布，即可在
家也可在外使用，您可以放心，无论何时需要我们的
帮助的时候，圣约翰将永远知道您是谁和所在的地
方。
    免费试用St John移动医疗警报器！致电0800 50 
2323，或发电子邮件至info@stjohn.org.nz或访问
www.stjohn.org.nz/mobile。我们可提供普通语、印
度语、旁遮普语、马拉地语和越南语服务。圣约翰是
社会发展部（MSD）认可的医疗警报器的提供服务. 
工收局（Work and Income）或许可以为人们提供长
期资金资助。

反对虐待老人- 2020年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 
    每年的6月15日是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这一天为大众提供机会去学习认识虐
待老年人问题，并学习每一个人如何在减少虐待和忽视老年人问题方面做出自身的贡献。
在新西兰，每十个老人中就有一个会受到某种形式的虐待。大多数的案件都没有被上报或
者报道。施虐者通常是老人依靠的人，亲近的人，他所信任的人。这使得受虐者更难以启
齿。
    现在是行动起来，确保生活中的老年人安全的时候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制止虐待老人现象，
并帮助支持我们周围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
    虐待行为有时候很难被识别。虐待老年人行为没有单一的“类型” 。 它可以是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身体上
的或者性别上的。通常，人们会经历不止一种类型的虐待。
    如果您担心自己或认识的人受到这样的对待，不要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您可以寻求帮助。和能信任的
人交谈。或者，拨打我们的免费和保密热线0800 32 668 65 (EA NOT OK)， 发送短信至5032或电子邮件support@
elderabuse.nz    欲了解更多关于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的信息，请访问www.superseniors.msd.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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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是可以避免的
水壶： 摆放烧水壶、热水瓶、茶壶、咖啡滤压壶和电源线时远离桌台的边缘。
热饮： 把热饮放在桌子中央或其他不会被碰到的地方。避免使用桌布。为幼儿
准备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马克杯，让他们学会不去喝您杯子里的东西；绝对
不要在拿着热饮时照顾儿童。

煮锅和平底锅： 规定厨房区域不准玩耍；为厨房的门廊安装槅门；烹饪时优先使用炉灶内侧
的位置；绝对不要在烹饪时离开炉灶；拿热锅、平底锅、水壶前，先把孩子放下；把微波炉放在
儿童触碰不到的高度。
热自来水： 查查您的自来水是不是太烫了？从水管中出来的热水应该为50至55度或者更低；
当年幼的孩子泡澡、淋浴或洗手时在一旁看护；往浴缸中放水时，先放冷水再放热水。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burns.org.nz

冬季防火安全须知 
壁炉和烟囱
• 当你在这个季节第一次使用壁

炉之前，先清理一下烟囱和烟
道。

• 将灰烬和烟灰缸倒入金属箱
中，在处理之前在上面倒些
水。不要让灰烬接触任何可燃物，包括甲板，因为灰
烬需要5天时间冷却。

• 把火柴和打火机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取暖器
• 保持与取暖器有1米远的距离! 这包括家具、窗帘、

衣服和儿童。
• 确保您使用的加热器在该空间内是安全的，例如，千
万不要在室内使用炭炉。
• 不要在取暖器具覆盖任何物品，或在其上面存放物
品。

烟雾报警器: 运行良好的烟雾报警器能拯救生命!
• 为了更好地保护您和您的家人，我们建议您在家中所
有的起居室和卧室安装一个寿命长达10年的光电烟雾报
警器
• 定期测试你的烟雾报警器——至少每6个月测试一次

逃生计划： 制定一个逃生计划并进行演习。你可以访问
www.escapemyhouse.co.nz来制作适合自身情况的逃生计
划
     如果你看到或闻到烟味，尽快从火灾现场转移所有
人员，逃离至安全的地方呼叫111，不要再进入或靠近火
灾现场！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fireandemergency.nz

如果发生火灾，请远离火灾现场，并迅速并拨打111。
这是免费的报警电话。

三个新的与成瘾行为相关的资讯 （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版本）
          Te Pou o te Whakaaro Nui 及其 Matua Raki 团队为讲中文的华人
开发了与成瘾行为相关的资讯，其中包括有关危险饮酒、服用违
禁药物和赌博的更多信息，以及关于如何获得有效帮助的卫生服
务机构。
          相关数据表明，在新西兰只有很少的亚裔人口寻求关于成瘾
问题的服务，尽管调查显示，亚洲人存在一些由于成瘾行为造成

的健康问题（如焦虑、因使用药物或赌博问题而导致的抑郁）。在亚裔社区，对于有服用违禁药物和赌博
的人有着相当大的耻辱感。 这是亚洲人为成瘾行为寻求帮助的一个障碍。缺乏对成瘾行为有关的认知以及
语言障碍也是导致他们很少寻求与成瘾相关的服务的原因之一。在新西兰，翻译成亚洲语言的与成瘾有关
的资讯很缺乏。 此外，He Ara Oranga-心理健康和成瘾调查强调需要给各种文化提供等同的支助，并需要
增加这些边缘化人群服务的可及性。 
          前往https://www.matuaraki.org.nz/initiatives/asian-language-resources/182可以在线了解包括多种亚裔语言
的相关成瘾信息的更多资讯。

       互联网是一个与家人和朋友联系，学习，
玩游戏，看视频和电视节目的好平台。但它也
可能对我们的儿童和年轻人有负面影响。他们
可能会在互联网上接触色情和其他不适当的内
容，被性侵犯者欺凌和诱骗，而他们自己却没
有意识到。
       在数码时代，做父母或照顾孩童会面临很
多的挑战。在这个网站，你会找到一些工具和
建议，帮助你与孩子和年轻人“保持在线真实”
 https://www.keepitrealonline.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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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弱视盲人协会的募捐箱志愿者 
     新西兰弱视盲人协会（The Blind Low Vision NZ）是新西兰提供视觉康复的领
先机构，为视觉丧失的人们提供实用的帮助和情感的支持。我们正在招募志愿者帮我
们募集资金用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生活上的独立和自由，以便让他们最大可能地活出
自我。
    您是否有时间来成为我们募捐箱志愿者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您是否每个月可以有三个小时来帮助改善盲人或弱
视人群的生活状态？募捐箱志愿者的工作任务包括，寻访当地的商业服务机构诸如咖啡馆和餐厅来摆放我们的筹款
设备，每六到八周清空募捐箱并把善款存入银行。如果募捐箱需要被拿走或更换，及时报告给我们的资金募集协调
员。这个职位要求有一定的电脑技能，无不良记录的驾照和处理现金的工作经验。
    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岗前培训和支持来帮助您完成工作任务。如果您有兴趣，请联系我们0800120254 或发送您的
简历到fundraise@blindwovision.org.nz.

新冠疫情后的新工作方式 
    新冠疫情期间，奥克兰老年关怀协会的亚裔服务部找到了新的

工作方式。这包括每周通过Zoom举办的“英语会话”在线课程。我

们的团队会继续开办这些每周Zoom在线课程，也将继续和一些公共

图书馆合作开办电脑课程，教授大家怎样安装和使用Zoom。 

在这段特殊的疫情时间内，我们在Youtube 上分享了各种身心保健

的活动和视频，帮助人们保持身心健康。我们有个叫“健康和安全

小面包”的讲座，该讲座用几个短小视频向人们展示了包括体育锻

炼，精神健康和起居安排方面的信息。由一个该团队成员制作的视

频，每周一次的“八段锦气功”也一直都是备受大家欢迎的在线课

程。

    我们致力于为生活在全奥克兰的老人们提供支持和帮助。这

些服务包括：虐待老人事件回应服务部,被认可的探访老人服务,    

健康促进活动和讲座，  亚裔专属服务， 社会互动支持，整体行

动能力评估，以及更多其它的服务。想获取这些服务的话，请访问

www.ageconcernauckland.org.nz  或致电给您所在的老人关怀协

会奥克兰分部。

北岸: 094894975; 

曼纽考地区: 

092794331 

奥克兰中区和西区 

098200184

STARS-为年轻人提供的舞蹈运动疗法！
      新西兰舞蹈和艺术疗法团体（DTNZ）是一家为新西兰弱势个体和群体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注册慈善信
托机构。我们STARS项目专为5岁至23岁有自闭症，发育迟缓或行为障碍而想参与社团活动的孩子和青少年
所设计的。该项目是由经验丰富的DTNZ理疗师来推动的。这些社团的工作重点
是在于让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参与有趣的体育活动，从而提高社交技能和
情感认知。每次上课的课程内容包括舞蹈，运动，音乐，游戏和身体意识活
动等。在学期中我们每周会在奥克兰各地提供7个课程。参与STARS课程能满
足这些孩子们及他们家人的需求。通过积极运用先进的疗法模式来提高孩子们
的社交技能，自尊心，自信心和参与学校，家庭生活以及社区活动的能力。
我们很期待又可以在第三学期重新开始师生面对面的STARS课程，我们为感兴
趣加入我们的新客户提供免费评估! 电邮emma@dancetherapy.co.nz 或致电
(09)6363029 了解我们能为您提供的更多服务或可预约做一个评估。

      最近，包容性新西兰团体 （the Inclusive Aotearoa Collective Tahono 
）开始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公路旅行，为了与全国各地的人们交谈关于归属感和包
容性概念的话题。该团队已经开始跟全国各界人士交谈，并问他们归属感是什么样
的感觉？什么会阻碍你拥有归属感？什么需要做出改变来让你拥有归属感？
该项目是因基督城3月15日的种族歧视恐怖袭击后发起的。其目的在于听取来自社会

各个阶层，不同族群的人们关于归属感和包容性相关的自身体验和意见的第一手信息。这些意见将被用来制定出归
属感和包容性策略。
      由于我们的新冠疫情基本得以控制，定于7月18日开始，为期一周的怀卡托的公路旅行交谈活动将再次拉开帷
幕。此次的公路旅行将前往怀卡托内的各个小镇，因此这是您参与交谈和分享您关于归属感和包容性话题体验和看
法的大好机会。作为项目带头人以及为民族社区和妇女问题服务的新西兰功勋团成员，Anjum Rahman 将推动每一个
活动。这些友好热情的，非正式的的交谈话题涉及的最主要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让你感到我们有归属感？什么
会阻碍你有此感觉？什么需要做出改变？所有的活动都列在包容性新西兰团体的网站上，您可以在线注册https://
www.inclusiveaotearoa.nz/events  想了解该项目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网站or致电 021972294。 

慢性（长期）丙肝会导致肝脏瘢痕，肝脏衰竭和肝
癌。及时治疗可治愈丙肝。如果您对以下任何一个
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您可能是患丙肝的高危
人士：
 1.您是否曾经住在或在丙肝盛行区域接受过健康服
务，比如中亚，印度次大陆， 中东， 东欧？
2.您是否2012年前移民到新西兰？
3.您是否1992年前被输过血？
4.您是否曾经接受过未经消毒的设备来纹身或穿孔
或在不正规的地方进行过纹身或打耳洞，鼻洞？
5.您是否曾得过黄疸病或肝功能异常？
您是否曾用针管或鼻子吸过毒--即便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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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支持对接触者的追踪
立刻注册

• 分享您最新的行踪联系信息

• 扫描NZ COVID跟踪海报，跟踪你去过的

地方

• 鼓励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参与

• 更多的帮助方法还在持续发展

一级警戒下的10条黄金准则
1.如果你生病了，请留在家中。不要上学或上班，避免社交活
动。
2.如果有感冒或流感症状，请及时联系家庭医生或者健康热
线，确保接受检测。
3.勤洗手，勤洗手，勤洗手。
4.打喷嚏或咳嗽是请用肘部遮挡口鼻，公用表面请定期消毒。
5.如果你被健康部门告知需要自我隔离，请立刻执行。
6.如果你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或本身已经有基础疾病，请联系
您的家庭医生，了解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
7.记录自己所去过的地方、时间和接触过的人，以便日后的追
踪。使用新冠疫情追踪应用软件(Covid tracer APP) 会方便记
录你的行踪。
8.商家应使用卫生部提供的二维码，帮助人们记录他们的行
踪。
9.时刻保持警惕。目前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个人与企业应该
随时做好警戒级别提高的准备。
10.在过去几个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经历。不论你因此产生
什么样的情绪，都是人之常情。请善待他人，善待自己。

2020 （TANI） 
健康活动

华人健康座谈会
主题： 新西兰卫生系统
时间： 2020年7月10号
           周五上午10点半 – 12点
地点：Browns Bay 图书馆, 8 Bute Road, 
Browns Bay, Auckland

华人健康座谈会
主题：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时间： 2020年7月8号 - 8月5号
       （每周二上午10点半至中午12点
           半）
地点： 网上课程

华人健康座谈会
主题： Albert-Eden 地区委员会 - 社区
           咨询会 
时间： 2020年7月20号
           周一上午10点半 - 12点半
地址： 258 Balmoral Rd, Auckland 

华人健康座谈会
主题： Maungakiekie-Tāmaki 地区委

           员会 - 社区咨询会 
时间： 2020年7月23号
           周四上午11点 - 下午1点
地址： Pearce Street Hall， 3 Pearce
            St, Onehunga, Auckladn

华人健康座谈会
主题： 认知癌症
时间： 2020年8月12号
           周三下午2点 – 3点
地点：St Heliers 图书馆, 32 Saint 
Heliers Bay Road, St Heliers, Auckland

详情请联系Lily（TANT)： 09 8152332

奥克兰产科医院 公共服务

Auckland Birthcare Matern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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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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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