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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 活动
请把下面的活动时间写在您的日历上！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时间：2020年9月 - 11月

每周二或周三上午10点至中午
12点半

（面对面或在线课程)

肠道健康保健座谈会
时间： 2020年10月21号

周三上午10点 - 11点30分
地点：Northcote Library-面

对面 & 在线讲座

健康饮食与糖尿病座谈会
时间： 2020年11月6日，
周五上午 10点半 - 12点

地点：Glen Innes 图书馆
（面对面或在线讲座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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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Hall

（面对面或在线讲座待定）

          
在族裔社区办公室的鼎力支
持下，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TANI）近期推出了一项新
的项目。
          维护健康 保持联系。 该
项目旨在围绕社会与情感支
持机制，在移民和前难民社
区中建立相应的措施应对疫
情。
          该项目经过精心设计，
以符合少数族裔移民和前难
民家庭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
（CALD）特点，回应社区
因COVID-19爆发而产生的需

求。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TANI）与多家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合作，
将为那些正在或曾经历遭受过犯罪行为人伤害的受害者家庭提供
情感支持：
--以文化上适合的方式对亚洲移民社区提供有关家庭伤害的认知
的资讯  
--帮助指导经历危机状况的家庭，为他们提供适合其族裔文化的
咨询服务和相关信息。
--为社区中的最弱势群体------老年群体提供融入社会支持服务。
毫无疑问，老年人因为COVID-19而遭受的伤害最大 。  TANI计划
为年长者设计活动，以使他们在家中也能得到“陪伴”支持。

群策群力 关爱健康

Photo by Dakota Corbin on Unsplash



 

2

“在数字世界中保持联系” 
  多族裔社区办公室是新西兰政府关于民族多样化的主要顾问部门。我们为新西
兰的各民族社区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并管理支持社区和社会凝聚力发展的资
金。奥克兰北岸团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多种语言，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如

津巴布韦、印度和基里里罗亚。我们得到了社区领导及其组织的鼓励和启发。我
们致力于配合社区主导的项目和活动，并共同规划促进我们族裔社区福祉的方
案。我们希望与您合作，帮助您的社区蓬勃发展。我们在这里倾听、协调，并就
您需要帮助的事项提供建议。我们在这里等你。
联系我们请发邮件：sean.lim@dia.govt.nz;电话：+64 27 3169 136 
我们的网站： 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 

Kia Ora –广大读者朋友，您们好！
      我借此机会代表TANI(亚洲健康联络中心)向所有社
区成员、支持者和志愿者表示感谢，他们一直不知疲倦

地参与基层工作，帮助我们社区应对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给我们
带来的挑战。我们呼吁大家善待每一个人，并采取适当措施，使新冠病毒远离新

西兰。请大家积极使用跟踪应用软件，并通过卫生部的网站访问各种语言的有关新冠病毒
的信息。如果您对相关信息有疑问或无法访问任何信息，请通过本简报中提及的联系电话
与我们联系。我还鼓励你们访问一系列在线支持服务和活动。TANI 每周举办两次心理健
康网络研讨会，以支持社区。我们还继续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支持在这最困难时期的移
民和难民妇女。如果您或您的团队对社区福祉有任何特定需求，请随时告诉我们。TNAI团
队随时为您服务。我衷心地感谢您参与和支持我们上述所有活动。希望你喜欢阅读这份通
讯，欢迎您提出改进建议。此简报还提供英语和韩语版本。
He Waka eke Noa我们与你在一起

Virinder Aggarwal(TANI主席)

        嫩绿新发，花红柳绿- -春天来了。社区项目提供了我们的机会，就像开始在花园种植一些蔬菜。播下
了种子，得到劳动成果需要时间、努力和耐心。移民妇女福祉计划正继努力在社区播下增强自主、家庭复
原力、自我适应能力和社会凝聚力的种子。
         7月，我们从尼基塔·塔卡尔那里得到好消息，她于3月份在Onehunga社区中心参加这一课程，然后前
往Puketapapa社区驾驶学校学习由该项目资助的上路练车驾驶课程。Nikita对课程给予了热烈的反馈：”
我写信是想特别感谢你们帮助我获得新西兰全驾执照。在参与课程期间，我从每一个环节中学到了很多东
西。在个人和专业层面上学习了详细实用的信息，作为一个移民， 这有助于我更好地了解新西兰。 我现在
可以自己开车出行，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自信心大大增加，现在可以
去好好地游历和发现这个国家了”。
       尼基塔还强烈推荐PCDS： “非常感谢Puketapapa社区驾驶学校 （PCDS） 和团
队，尤其是 Peter 让我在驾驶上感到自信。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我强烈推
荐这个驾校给其他正在寻找优秀指导和良好学习开车环境的人”。
         在国家疫情等级允许的情况下，移民妇女福祉项目将继续在线，或面对面进
行。我们也欢迎持有工作签证和居住在奥克兰地区以外的参与者。详情请致电022 
464 7441 /09 -815 2338或发送电子邮件：jian.chen@asiannetwork.org.nz获取更多信息及报名。

移 民 妇 女 福 祉 项 目

    2级警戒期间，尤渝霞老师带领传统的太极爱好者们（ShuhuaiJian NZ）在
奥克兰的一树山公园恢复练习，参与者的人数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 约有20名包括
所有年龄的男士和女士参加。该小组通常每周两次活动：周三和周六上午9：30
至11：30。地点：St Georges Epsom Scout Group,  13 Griffin Ave, Epsom, 
Auckland. 
    这项活动旨在支持各族裔社区促进融入社会联系和身心健康，并得到TANI团
队的支持。欢迎参加（免费）！

社 区 太 极 活 动 组

#Stay Well Stay Connected#

http://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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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宝宝健康未来(HBHF)

      大奥克兰卫生局
已经更新了2020年新
西兰健康及残障体系
宣传视频，英文版小
视频链接  
https://vimeo. 
com/158429915

社区对新冠疫情流行的应对举措 - 新西兰奥克兰南亚社区 的例子
1. 新西兰Tonkin + Taylor, bfakhruddin@tonkintaylor.co.nz 
2.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3. 新西兰孟加拉国友好协会移民研究发展中心 
4. 新西兰奥克兰曼努考地区卫生局 
• 1,2,3联络人：Bapon Fakhruddin;
• 2 联络人：Juma Rahman; 
• 2,3,4联络人：Mohammed Islam

    新西兰孟加拉国友好协会移民研究发展中心对新西兰南亚社区应对新冠疫情进行了调研，并根据调研结
果制定了相应的策略。该调研结果对其它族裔也有帮助。了解疫情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很重要，能够更好的
准备应对和恢复策略，增强社区的抗疫能力。调研的结论认为抗疫容量的建立和社区凝聚力是应对未来可
能出现的二次疫情的根基。调研制定的建议包括建立良好的数据系统，以便了解各族裔的疫情爆发和传播
情况、开发研究和创新项目、对各文化社区进行充足的投入、提升风险沟通、鼓励邻里间的互动互助、确
保恰当的心理治疗、提供社区资金/免息小额贷款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更多策略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
页了解：https://www.preventionweb.net/publications/view/73250?fbclid=IwAR0DXVuRM4NdCTxMK1Yuwc
YWpoxxPqLItI0d6DN8rrz-VSpzMJBjEAHtW3U

如需要做新冠测试，请先和家庭医生联系。仅
接受新冠测试是全免费的。如果您的家庭医生
很忙，他/她会把您推荐到另一个家庭医生处做
测试。您也可以到一个指定的家医诊所进行测
试，不需要办理注册手续。还有一个选择是急
诊诊所，有些急诊诊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
门。社区测试中心是您的最后选择，请到奥克
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网站查询各社区测试中心
地 址：www.arphs.health.nz

  我是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南亚移民妈妈。在新冠疫情隔离期间，我必须面对妈妈们都经
历过的各种挑战，克服孤独感、缺少支持的同时全力照顾年幼的孩子、处理繁杂的家务、保
持积极的心态、坚持工作的同时保持健康饮食。我和团队在规划如何在这个特殊时期顺利推
进“健康宝宝健康未来”项目时，我们想到了把它搭建成一个平台，妈妈们可以借助这个

平台讨论交流她们面临的挑战，学会在孕期、抚养宝宝及幼童时期保
持自我的健康和身体锻炼。很快地我们通过脸书和whatsapp等网络平
台和妈妈们进行沟通，借助Zoom这个互动交流网络应用有效地传达我
们的项目内容。妈妈们踊跃回应，很高兴能利用这个免费机会。我们
在一次活动后获得的反馈是：“这个平台很有趣，有助于养育健康宝
宝，让他们保持健康饮食的习惯。我期待了解妈妈们该怎样在忙碌的
日常中保持精力。”
  “健康宝宝健康未来”项目旨在提高妈妈们对孕前、孕中和产后摄
入恰当营养和保持体能运动的意识。这个以保持健康为目的项目提
供两种服务内容，一是通过手机接收免费的营养信息(这项服务称为
TextMATCH)；二是互动式的社区健康知识讲座，疫情期间在网上进
行。
    欲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提供的服务信息，请今天就联系我们注册。
Bushra Ibrahim （新西兰注册营养师）“健康宝宝健康未来”生活方式指导
 电话：0224647448     邮箱：bushra@asiannetwork.org.nz

新西兰卫生保健及残障制度新西兰卫生保健及残障制度

在大奥克兰所有三个地区卫生局管辖的医院和初级医疗机构（
含家庭医生）就诊，您都有权利申
请免费的口译服务，您的就诊信息
将严格保密。三个地区卫生局包括
奥克兰卫生局、曼努考地区卫生局

和Waitemata地区卫生局。您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陪伴您就诊，
但不应作为您的翻译。

https://vimeo.com/158429915
https://vimeo.com/158429915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publications/view/73250?fbclid=IwAR0DXVuRM4NdCTxMK1YuwcYWpoxxPqLItI0d6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publications/view/73250?fbclid=IwAR0DXVuRM4NdCTxMK1YuwcYWpoxxPqLItI0d6
http://www.arphs.health.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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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九月（Blue September)- 请进行前列腺检查蓝色九月（Blue September)- 请进行前列腺检查
   前列腺癌是新西兰男性高发的癌症之一。 每年有超过3500诊断

病例。所以在这里提醒年龄超过50的男性进行定期检查。

    检查的过程包括去医生那里做一个PSA血液检查和一个DRE身体

检查。男性通常会等到出现症状，比如泌尿系统的问题，才会寻求

医疗建议。但是他们通常意识不到前列腺癌的早期阶段是没有症状

的 — 这就是男性需要每1-2年定期检查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在今年新冠病毒爆发的情况下，男性朋友不要错

过检查。有证据显示因为封城的关系，有不到300名男性确诊，这说明有超过5000名男性错过了他们的定期检查。希

望你和你的家人不要错过该检查。请及时预约你的前列腺检查。

蓝色九月的目的是关于提高公众意识和支持前列腺癌症协会工作。想获取更多信息和捐款，请上网站

blueseptember.org.nz

你听说过失语症吗？
                                

设想如你失去交流的能力如何面对：电话，邮
件，面对面，电视， 阅读，餐桌上，公共汽
车上...... 
• 失语症是一种语言获取障碍。它通常会在中
风或者脑损伤之后发生。
• 失语症可能会影响说，写，阅读，或者理解 
（听）的能力。失语症不会影响智力。
• 失语症比帕金森综合症更普遍。目前在新西
兰有超过16000的中风失语症患者。
      新西兰失语症协会是一个慈善组织。它支
持被失语症影响的人们。我们在奥克兰地区有
三个社区失语症顾问，在其它地区也有。
      新西兰失语症协会最新出版了关于失语症
的12页的中文手册。这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资
料。
      如果你知道有人因为中风或者脑损伤而患
有失语症 — 我们能够帮助他。
电子邮件：info@aphasia.org 
网站：www.aphasia.org.nz 

Geneva健康电视频道
       Geneva健康电视频道探索关于身心健康的
有趣见解和讨论。它有助于你和你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更兴旺。
       我们每天分享普通新西兰人，各行业领导人和健康专业人士的
改变人生和温暖心灵的旅程，发现，和经历。
       Geneva健康电视频道由Veronica Manion主持，她是Geneva健
康组织（Geneva Healthcare）的执行长官。该健康组织是新西兰最
值得信赖的健康保健，康复和失能支持提供机构之一。
       节目的第一节会介绍怎样从MySkill网页上找到免费的培训和
就业活动安排。社会发展部的网页能够帮助你获取更多相关职业信
息。请点击这里观看：https://www.genevahealth.com/news/news-
info/geneva-health-tv-post-covid-19-employment/ 
       Geneva健康组织的执行长官Veronica Manion，MySkill总经理
Anita Guthrie，和社会发展部行业合作经理Amanda Nicolle将在节
目中等你。
       获取更多免费健康课程和就业机会的信息，请浏览：www.
myskill.co.nz

Jun Li (李峻) (华语, 粤语)
021 1984605
Naeema Mohammed (印地语)
021340861
Wiki Shepherd-Sinclair (毛利语)
021 498 226
Sini Taunaholo-Ropeti (汤加语)
021 285 1923
Ausage Faaoso Setu (萨摩亚语)
022 4659041

全国肠道筛查项目仍在正常运行中。如果您或家人在
60至74岁之间，符合公共医疗资格，您可能会收到免费的肠道
筛查采样包。整个采样过程干净简单，可在家里完成，然后寄
回检测中心就可以了。小小的测试可通过检查癌症的早期迹象
来拯救生命。欲知详情，请浏览www.timetoscreen.nz，或联系
Waitemata医管局肠道筛查的多元文化健康推广团
队了解相关讯息。

马努考医疗管理局地区的肠道筛
查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暂停一段
时间。现在一切服务恢复正常。 
如果您依旧没有收到免费的肠道

筛查采样包，您应该在生日后的3-4个月内
收到。目前社区筛查服务还没有恢复，请
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如果有疑问或欲了解
更多详情，请拨打免
费电话：0800 924 
432 或者联系 马努
考社区肠道筛查推
广团队：ttps://www.
countiesmanukau.
health.nz/our-services/testing-and-
screening/national-bowel-screening-

需要健康保健信息?
健康网站（health 
Point) 是一个医疗服务
信息导引，为患者和医
护人员提供权威准确的
信息。

http://blueseptember.org.nz
http://www.aphasia.org.nz
https://www.genevahealth.com/news/news-info/geneva-health-tv-post-covid-19-employment/
https://www.genevahealth.com/news/news-info/geneva-health-tv-post-covid-19-employment/
http://www.myskill.co.nz
http://www.myskill.co.nz
http://www.timetoscreen.nz
https://www.countiesmanukau.health.nz/our-services/testing-and-screening/national-bowel-screening-programme/
https://www.countiesmanukau.health.nz/our-services/testing-and-screening/national-bowel-screening-programme/
https://www.countiesmanukau.health.nz/our-services/testing-and-screening/national-bowel-screening-programme/
https://www.countiesmanukau.health.nz/our-services/testing-and-screening/national-bowel-screening-programme/
http://www.healthpoin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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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当社交聚集还有所
有个人的活动被限制或是暂停的时候，Bhartiya 
Samaj做出各项努力来保证我们的老年朋友们不
会感到孤独和被孤立。我们会竭尽全力与我们的
老年朋友们多联系和宣传社交与身心健康。 如要
联系Bhartiya Samaj慈善信托，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https://www.bsct.org.nz/ 电子邮件:  jeet@xtra.co.nz 
电话: 0212221020

优化你的铁质吸收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TANI）一直是“世界铁意识周”的长期支持者，因为他们认识
到膳食铁对他们所支持的家庭的重要性。 新西兰牛羊肉协会（The Beef + Lamb New 
Zealand）的营养团队最近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更新了他们的铁吸收情况说明书。
     那些与经期女性，孕妇，婴儿，儿童和运动员一起工作的人可以在情况说明书中找到
有用的信息。情况说明书着眼于：
     •为什么饮食中需要铁                               •铁缺乏的体征和症状
     •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食物和其吸收        •铁促进剂和抑制剂
     •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推荐食物摄入量           •铁吸收的决定因素
     •缺铁的弱势人群                                      •有关补铁的信息。
如果您想访问此免费资源，请访问：www.beeflambnz.co.nz 或拨打免费电话0800 733 466

   一个患有癫痫的人想尽快回归正常
的生活中，他们不想让这个病一直
缠在自己脑海中，并且总是要担心
下次癫痫的发作，以及担心其疾病
将对他们和家庭的影响。

   癫痫病影响者约1％的新西兰人口，
还有那些曾有过惊厥发作的人，对于

他们来说可能会难以获取服务和帮助。这可能会对其家庭
和人际关系造成影响，特别是在生活方式和幸福感方面。
     癫痫患者可能会感到焦虑，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在
学校，工作环境或甚至出门到社区。他们不愿讨论他们的
癫痫病，因为害怕受到区别对待或遭受来自那些并不了解
他们身体状况的人们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会导致自信心丧
失，甚至抑郁。
    如果您有这种感觉或认识癫痫病患者正在苦苦挣扎，
请致电新西兰癫痫组织（Epilepsy NZ） 0800 37 45 37
，我们将与您会面，为您提供信息，教育和支持。如果您
需要将代表您发声，也许您只是需要找人倾诉。
Lynn Williams
Epilepsy NZ 
027 839 9142  

   在过去的四年中，LEAD一直在为非营利性机构提
供领导能力的培训，分别有一天和半天的研讨会和持
续性辅导和指导，以帮助技能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和
信心的增加。这项课程为社区组织提供网课服务，下
一次课程将从10月9日开展到2020年11月底.

   “这项课程（Managing & Lead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很鼓舞人心... ... 会让我感受到
我在领导和工作上可以多费些心思。” 来自新西兰
国家贸易工会理事会的秘书Melissa Ansell-Bridges
说。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hilary@lead.
org.nz 。

    LEAD还为领导者和组织机构举办了其他高质量
研讨会包括管治，虚拟会议引导，辅导和指导。如
需查看完整内容请访问https://www.lead.org.nz/
events/

   LEAD的团队在领导社区部门方面以及为社区组
织，领导者，经理，理事会提供培训上经验丰富，最
初是通过UNITEC理工学院的管理非营利性组织这门研
究生课程进行的，近年来，通过LEAD中心，变为非盈
利性组织治理能力与领导能力的课程。如果你需要获
得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www.lead.org.nz。

Bhartiya Samaj慈善信托在
新冠疫情（Covid-19）艰难

期间传播快乐

护理照顾的重要(Care Matters”) 
学习与身心健康

针对照料伤残儿童以及成年人的护理人员和他们家人的最
新、相关、实用的信息 

有兴趣参加您所在地区的免费座谈会吗?
     座谈会会适应当地社区的需求，并且在全新西兰都有
举行。可以面对面开展或是通过Zoom网络会议系统开
班。许多护理人员在以前的研讨会上要求的主题包括：
•有哪些可用资源•应对压力•有效沟通•教育•了解资金•计
划未来
以下是人们分享他们参加以前座谈会的反馈信息：
**对话保持真实
**很多信息，非常有益的会议，有趣的讨论
**主办人热情幽默的讲解方式让我感到很舒服，从而敞开
心扉坦诚地表达
**丰富生活经历的主讲人
     查阅Care Matters网站或拨打免费电话以了解您当
地的工作坊。网站：www.carematters.org.nz， 免费电
话：0508 236 236致电/发短信至027 4145267或发送电
子邮件至  samsno@actrix.co.nz  我们的聚会要求将会与
卫生部对新冠病毒的聚会原则保持一致。

http://www.beeflambnz.co.nz
http://www.carematters.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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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赌博危害认知周”寻求帮助和支持
    COVID-19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影响，可能还改变了人们赌博的方式。
新西兰赌博危害认知周 (2020年9月1日至6日)的
重点是承认2020是艰难的一年，并提供帮助和
支持。我们为个人或您所关心的人提供免费、方
便、保密且专业的心理咨询 免费。
需要帮忙吗? 拨打亚裔服务热线0800 862 342，           
此热线我们提供8个语种的服务，有英语、普通话、
粤语、韩语、越南语、日语、泰国语和印度语。星期
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晚上8点。
欲了解更多关于新西兰赌博危害认知周的信息，
请点击: https://www.asianfamilyservices.nz/
gambling-harm-awarenes-week.html
在线视频资源——来自Instagram和YouTube的

GHAW运动(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你可以改变
一个孩子的生活

         新西兰心理健康基金会正在进行一个新项目：征召种族歧
视、欺凌和新冠病毒的故事，作为粉红衬衫日- 反对欺凌和歧
视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将挑战:
        -针对亚洲社区的种族主义欺凌和歧视
        -欺凌和歧视感染covid-19风险较高的人，例如卫生保健工
作人员或超市工作人员
         如果作为一个亚裔人士，您在2020年经历过种族主义或与
Covid -19新冠疫情相关的欺凌和歧视，并且经历过心理困扰或
忧郁症，我们希望听到你的故事!
我们正在寻求:
          - 六篇短篇故事(每篇500字)，我们可以对您进行采访并编
辑您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匿名的或者可以附带你的名字和
照片，我们会将草稿送给你审批，你有权批准最终草案。
          - 一系列带有匿名引用的小短片和视频。
         如果您的故事或短视频作品被采用，我们会提供一些礼物
（Koha） 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这些故事和引用将会在社交媒
体和粉红T 恤日以及Like Mind Like Mine网站上发表。
         如果您想分享您的经历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意分享，请
给丹妮尔·惠特本发邮件到Danielle.whitburn@mentalhealth.org.
nz

春天来了，圣约翰（St Joh）正推出的新型移动报警器
     当我们慢慢适应奥克兰2级的COVID level和其他地方1级的生活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温暖的春天到
来，摘掉我们的口罩，再次与社区的家人和朋友有更亲密的接触。
       对于我们社会中的老年人来说，外出走动可能会伴随着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担忧，或者担心在离开安全
的家时会有摔倒的风险。考虑到这一群体的需求，圣约翰很自豪地宣布推出新的移动警报器。
圣约翰移动报警器是新西兰唯一一款直接与圣约翰服务相连的蜂窝式报警器。这是一个很容易使用的吊

坠，戴在脖子上或系在在车钥匙，非常方便。该报警器内置GPS和免提通讯功能，当你按下求救按钮时，它可以让
圣约翰服务团队与你通话并查看你的位置。
      这个移动报警器意味着你可以更加自信地走出家门，且方便与家人和朋友联系。
      免费试用圣约翰移动报警器!请致电0800 50 23 23，电子邮件telecare@stjohn.org.nz或访问

www.stjohn.org.nz

如果您有意愿有爱心欢迎一个
孩子加入您的家庭，无论是短
期还是长期，欢迎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短期照护或领养孩童
的信息。

请联系免费电话

https://www.asianfamilyservices.nz/gambling-harm-awarenes-week.html
https://www.asianfamilyservices.nz/gambling-harm-awarenes-week.html
https://www.ccsdisabilityaction.org.nz/
mailto:Danielle.whitburn%40mentalhealth.org.nz?subject=
mailto:Danielle.whitburn%40mentalhealth.org.nz?subject=
http://www.stjohn.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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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锁期间 ，亚裔戒烟服务中心继续为想戒烟的人们提供帮助
       我们的一位客户只有极有限的英语能力，但非常想要戒烟。口译员与综合护理机构（Comprehensive 
care） 合作，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尼古丁口香糖和尼古丁贴片帮助他戒烟。
疫情封锁期间，虽然我们不能与这名客户面对面交流，但是我们用短信方式与他保持着沟通，并通过
口译人员为他提供了在线的帮助。

   一周之内，他已经减少到一天两支烟，并且在车里也不再抽烟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戒烟
了，又能回到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岗位上。他的家人非常高兴，他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
今天就致电我们专业受训的戒烟团队，让我们帮助您戒烟。
韩语热线支持：0273596880
粤语和普通话热线：0273571800
其他语种的亚裔（英语服务-提供免费口译服务）：021904306

为租客提供支持
为社区团体和租客提供的免费咨讯讲座

时间：下午12:30 至2点 星期四
日期：
10月8日： 租客保护协会（Tenants Protection 
Association）讲解法律要求和租客的权利。
10月15日：环保基金会（Ecomatters）讲解如何用有限
预算打造健康居室。
10月22日： 新西兰规划院（NZPI） 讲解房东与租客
之间的沟通，豪麦路住房供给中心(Haumaru Housing)
讲解老年人提供租房信息。
10月29日：房屋管理机构（Strive）讲解如何维持您的租约，地区卫生局
(DHB)讲解健康家居生活。
地点： Onehunga社区中心（Onehunga Community House,83 Selwyn 
Street, Onehunga）
请尽快预约，若您想要获取更多信息，请发
送邮件至 odcoss.jenny@gmail.com
请注意：讲座的规模将取决于新冠疫情的警
戒级别。 报名登记非常重要，我们会在讲座
临近时给予确认。
我们的支持来源于Maungakiekie-Tamaki 
地区委员会，Onehunga 公民咨询局 和

包容性新西兰团体 （Inclusive Aotearoa Collective Tahono）
时间： 2020年9月26日 星期六 下午2点到5点 

地点：AUT 市中心校区WG308 Te Iringa (The Wave Room)
Sir Paul Reeves Building (WG Building) AUT’s City 
Campus, 2 Governor Fitzroy Place, Auckland CBD 

请现在就报名参与。
“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的国家”

让每个人都能自由成长，都能被包容。让每个人成为被欣赏的个
体，被新西兰接纳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个人
或者社区所希望看到的。我们的愿景是：使新西兰成为一个让每
个人都有归属感的国家。
通过这次的会议和各种路秀活动，我们遍访整个新西兰来与当地
的人们讨论，以便理解归属感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会阻碍人们
拥有归属感，哪些情况有待改变。然后我们将根据来自各个社区
的集体意见来制定出关于维护归属感和包容性的指导策略。
奥克兰此次的探讨会将是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的好机会。
想要了解该项目的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inclusiveaotearoa.nz/。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邮件联系我们或致电021972294.

互动剧院(Interacting Theatre )  
每年会在科尔班房产艺术中心（Corban Estate 
Art Centre ）举办残障艺术节。然而，今年该
艺术节将在脸书（facebook）上举办，成为
线上的艺术活动！我们的主题是“善心成就一
切”（由Henderson戏剧团体选定），该主题
与新西兰和全世界当前所处的前所未有的特殊
时期非常契合。此次的在线艺术节旨在让每个
发出的帖子都能获得至少100次浏览和点赞！
如果您希望参与此次的在线艺术节，请联系我
们！发邮件至interactfest@gmail.com  网址 
www.facebook.com/interACTfestivalAKL/

如果您患有关节炎并想帮助您社区的某个关节
炎患者，请您拨打0800663463 或者发邮件
至Tory.Garnham@ arthritis.org.nz 联系新
西兰关节炎基金会，我们将提供完整的培训和
支持。

mailto:odcoss.jenny%40gmail.com?subject=
https://www.inclusiveaotearoa.nz/
http://www.facebook.com/interACTfestivalA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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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充分利用2020年大选和全民公投的
机会发表意见

          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登记参加投票–您是否已加入我
们？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那么您将放弃对影响我们所
有人的重大问题的发言权。只有那些正确登记的人才能
在2020年大选以及End of Life Choice全民公投以及cannabis
合法化和监管全民公投中投票。
          如果您是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并且已年满18岁，
则需要在选民名册上登记。每次搬家时，您都需要更新
详细信息，以便在正确的地址列出您的名字。
对影响您的决策投出您的选票。虽然投票是一个小举动，但对您、您的家人和新西兰可能会产生巨大影
响。这是您的投票权。
          在选民名册上登记或更新地址很容易！您可以使用新西兰驾照、新西兰护照或RealMe验证身份，通过
vote.nz网站在线进行。有关更多信息，请浏览vote.nz。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在Facebook上通过以下网址
询问橘娃（Orange Guy）：facebook.com/VoteNZ

在马努考医疗管理局（Counties 
Manukau Health), 患者的健康和
福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因此，我们对探视做出一些限制。

免费关于在新西兰生活/工作/学习的信息服务
周一-周五： 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如果您希望探视在Middlemore 医院或我
们其他诊所住院的家人或朋友，敬请阅读
我们网站上的访客政策：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时间：2020年9月 - 11月

每周二或周三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半
（面对面或在线课程)

肠道健康保健座谈会
时间： 2020年10月21号

周三上午10点 - 11点30分
地点：Northcote Library-面对面 & 在线讲座

健康饮食与糖尿病座谈会
时间： 2020年11月6日，
周五上午 10点半 - 12点

地点：Glen Innes 图书馆
（面对面或在线讲座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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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Hall

（面对面或在线讲座待定）

http://facebook.com/VoteNZ
https://www.countiesmanukau.health.nz/
http://www.infonow.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