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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

每周六 11:30am – 1pm 和 每周三  6pm to 每周六 11:30am – 1pm 和 每周三  6pm to 
7:30pm 在线讲座（Zoom meeting）如需7:30pm 在线讲座（Zoom meeting）如需
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

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八月份开课， 周三或者周五10am - 八月份开课， 周三或者周五10am - 
12:30pm（12:30pm（具体具体时间待定）Please contact 时间待定）Please contact 
for more informationfor more information

华人健康研讨会华人健康研讨会

八月二十日，周五10am - 12pm八月二十日，周五10am - 12pm

北岸Northcote 公民会议中心（Northcate 北岸Northcote 公民会议中心（Northcate 
Citizen Centre)Citizen Centre)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地区联络会议亚洲健康联络中心地区联络会议

八月十八日，周三10am - 12pm八月十八日，周三10am - 12pm

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

社区交流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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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TANI团队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

候！首先我要借此机会祝贺我们所有读者，为新

西兰在此次疫情期间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土地做

出贡献。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遵从新西兰政府的

建议和指导，保持我们安全的工作环境。我强烈

鼓励所有人为接种COVID新冠疫苗作好准备，在

轮到您接种时积极接种。

    我还要感谢，居住在新西兰的所有民族社区

为支持民族社区部的成立所做的贡献。 7 月 1 

日将成为我们社区最难忘的日子之一，届时这个

新部门将开始运作。这意味着，民族社区的声音

将被更好地听到，民族社区事务也将获得更有力

的支持。

    我代表董事会感谢所有参与者，并鼓励我们

社区的其他成员参与这些专门为满足我们社区需

求而设计的健康项目。在这个冬季祝愿大家保持

安全和温暖，希望您喜欢阅读这份新设计的健康

简报，衷心欢迎您提出改进建议。TANI团队向大

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祝您阅读愉快!

Lingappa Kalburgi 博士，TANI 董事会主

席，MNZM新西兰功绩勋章获得者、太平绅士

亚洲社区国家战略和老年人虐待问题研讨会

     6月1日，在Onehunga社区中心，TANI与国家老

年人办公室、家庭暴力和性暴力联合会合作，协调和

促成了此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特别重点是提供一个机会，从亚洲

社区获得有关如何关爱老年人和和预防虐待老年人问

题的想法和观点。来自南亚、中国、韩国、日本、菲

律宾等不同民族的55人以及相关服务提供者参加了研

讨会，并从他们的角度讨论了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的

草案。

    战略草案已由 TANI团队翻译成各民族语言，以

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清楚地了解信息，并进行广泛的

讨论。 

    与会人员热情洋溢，积极参与讨论，并从各自的

观点和文化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想法。

日本社区关于新西兰医疗服务的定性调查

与日本社区成员和领导人举行了专门小组会议，并就

他们对新西兰公共医疗服务消费者体验进行了调查。

4月30日，TANI 团队在 TANI 办公室主持了这个会

议。调查的目的是评估移民对新西兰公共医疗保健/

医疗服务（例如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公立医院）的

看法，并讨论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领域。这个调查未来

将面向中国、南亚、韩国和日本等各个民族进行。第

一次的跟踪调查在日本社区完成。

来自TANI董事会主席的问候 TANI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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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HF (Healthy Babies Healthy Futures) 计划是卫生

部实施的一项举措，旨在提高母亲在怀孕期间和婴

儿出生后头四年内的身心健康水平。通过营养、体

育活动、母乳喂养讲习班和一对一咨询，准父母们

能够得到正确的信息、支持和培训，进而达成维护

自身身心健康的愿望。该计划为母亲们提供了一个

交流平台，让她们能够与经历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分

享自己面临的挑 战。计划的每

个组成部分对于 帮助父母，尤

其是母亲实现包 括心理健康在

内的健康目标都 至关重要。例

如，如果能够学 习如何正确的

进行母乳喂养， 可以减少焦虑

和抑郁等心理健 康问题的发

生。同样，基于对母亲情绪的同情和理解，该计划

提供的一对一健康指导能够有效地帮助母亲们顺利

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简而言之，HBHF 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支持平

台，使母亲及其家庭能够在婴儿出生后的早期，实

现自我管理身心健康的目标。 

 更多信息，请立即联系我们。 Bushra Ibrahim（

新西兰注册营养师），HBHF 生活方式指导。电

话：0224647448 电子邮件：bushra@asiannetwork.

org.nz

健康宝贝 健康未来

- 健康与幸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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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三，星期六 上午9点半至  11点半。 

地点：St Georges Scout Hall, 13 Griffin Ave-

nue, Epsom, 奥克兰

    每星期一上午：一树山公园（从Greenlane 正

门进入，左边新咖啡店旁边）。 

3月27号， Te Kauwhata (Hamilton) 社区邀请新西兰
抒怀剑团队为他们社区表演， 并和与会者交流互动



4

2021 WINTER  NEWSLETTER WWW.ASIANNETWORK.ORG.NZ

         新西兰就业(Employment New Zealand)最近为工作
群体和企业制定了关于疫苗的一般性指导。

主题包括：

• 支持疫苗接种运动

• 继续采取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 大多数工作类型不需要 COVID-19 疫苗接种    

• 公众的疫苗接种状态是个人信息     

• 当未接种疫苗的员工无法完成工作时，雇佣法依旧
适用     

• 修改雇佣协议和工作场所的政策

• 因同事未接种疫苗而担忧的员工可进行的选择    

分享有关解释有关对疫苗误解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employment.govt.nz/leave-and-holidays/
other-types-of-leave/coronavirus-workplace/covid-19-
vaccination-and-employment/ 

早期解决方案

       早期解决方案是通过电话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供
员工和雇主及早、快速且非正式地解决工作场所问题，
以免问题变得过于严重或需要更正式的流程。

就业新西兰最近发布的信息包括：

• 什么是早期解决方案    

• 什么问题适合使用早期解决方案    

• 哪些不适合使用早期解决方案       

从哪里开始

请访问：https://www.employment.govt.nz/resolving-
problems/steps-to-resolve/early-resol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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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送电子邮件至：admin 
@neuroconnection.org.nz 或拨打电话：09 836 
6830

工作场所的疫苗情况和早期
解决方案

更独立的生活
  —  通过引导式教育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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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是我从心里想做的事情。 我们在大自然
中呼吸着、生活着，从记事起我们都受益于地球上的大
自然。- Oriana Niuhulu-Green

    人们对环境的关注逐渐增加，可有些人并不知道如
何将这种关注转化为行动。 好吧，“组队起来，一起
来清洁吧”可能就是答案。

   “地球行动信托基金”（Earth Action Trust）的
清理活动，得到了奥克兰市议会支持，旨在提高对垃圾
处理的关注，因为垃圾正污染着土地、空气和水。 垃
圾同时也危害了鸟类、动物和海洋生物的生命，因为它
们会错误地将垃圾当作食物。 这持续将影响地球上生
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最终对我们人类造成伤害。

    我们的地球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运作。 身体的所
有部位都必须得到照顾，因为如果一个部分生病了，慢
慢地，其他部分也会逐渐生病的。

    如果您关心我们地球的健康，请马上通过发送电子
邮件Johnny.Khan@earthactiontrust.org.nz来注册加
入“组队起来，一起来清洁吧”的活动吧。 

“组队起来，一起来清洁吧” 正在圣玛丽亚学院（Sancta 
Maria College）发生着……

    在圣玛丽亚学院，我们致力于推广正确的价
值观和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个理念给我们的学生
带来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自己并且知道如果他
们表现好就能够得到良好的对待。

    一年一度由“和平基金会”（the Peace 
Foundation）带领开展的培训研讨会活动，大约
是四个半小时的实践培训，从中可学到诸如冲突
理解和解决冲突的技能。

    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进行分析，和进行有
趣的互动活动以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什么可
以使社会失衡失调，冲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
何过上更好、更和平的生活。

    这些学生然后会与更年幼的学生在“朋辈支
持计划”中一起合作，和将他们学到的技能传递
给年幼的学生。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我们这所快
乐学校中建立一种积极的文化。
Jennifer Goddard - HOD 指导与咨询

Amara Kevern - TIC 朋辈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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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剧社是一个为奥克兰

的残疾人士提供戏剧、嘻哈文

化和电影课程的组织。 

      这些提供的课程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让参加课程的学

员尝试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东

西，学习新技能，认识和结交

更多新朋友，帮助学员们增强

自信心，愉悦心情。并且我们

会在每年十月到十一月期间为

学员举办剧社汇演，邀请学员的家人和朋友来观看他

们的演出。这个汇演是公开的，任何人如果愿意都可

以来参加和观看（这是新西兰迄今为止唯一的残疾人

士艺术节），与此同时，汇演节日里还会有艺术品和

手工艺品的展示，以及来自其他学校和艺术团体的表

演。我们的这些课程大部分都有空位，欢迎你们的参

加，如果有兴趣，请联系Sabrina, 电话 0211889460

，邮箱地址：Sabrina.interacting@gmail.com 

脸书网页链接： 

- Interacting theatre https://www.facebook.com/

InteractingTheatre/ 

         研究表明在50岁以上群体中，每七个

人就会有一人会得此病，而80岁以上的人

群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人会因此病而视力

下降，甚至失明。它也是新西兰人失明的

主要原因。视力丧失最终会严重影响一个

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并且有很高的跌倒和

髋关节骨折风险，这样会影响精神状态，

自己无法轻松去接受健康治疗，甚至有可

能提前住进养老院。研究显示40% 的 50 

岁以上的人群完全不清楚这个病，所以即

便这个病可以被治疗，还是有人会因为该

病而导致失明。新西兰黄斑变性 (MDNZ) 

慈善基金组织致力于让更多的老年人了解

这个疾病，降低老年人士的因此病而失明

的风险。同时对于黄斑变性眼病的关注也

会大大提高新西兰老年群体的健康和幸福

指数。 

         MDNZ 的服务是免费的，包括研

讨会，0800免费服务热线 (0800 MACULA)

，有关眼睛疾病以及如何管理疾病的综合

资料的网站，在线为专业人士学习健康的

模式，通过宣传册和多媒体及时了解最新

信息。MDNZ与眼睛健康组织，卫生医疗专

业人员和

老年人社

区组织协

作以实现

我们的目

标。 

     我们

的下一次

公开研讨

会将于 6 

月 26 日

在 北帕举

行。电子邮件 info@mdnz.org.nz 或致电 

0800622852 了解更多信息。 

    老年性黄斑变性 (MD) 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影响

眼睛中央视觉的疾病，导致无法开车、阅读、看电

视，从事许多爱好，甚至是面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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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适自己的环境里和其他有相同经
历的人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健康幸福

    Whakatau Mai I The Wellbeing Sessions健
康课程，是由Changing Minds提供的一系列在线
免费的实时健康课程，帮助您在自己感觉舒适的
空间里支持您的健康福祉。此项健康课程在Zoom
链接上举办，包括学习瑜伽和身体健康、艺术、
日志和冥想等主题，以及管理焦虑和其他情绪的
信息和技巧，还有不同主题的支持小组，包括对
彩虹社区人士的支持小组。

    这一举措得到了新西兰卫生部的支持，目的
在于减少COVID-19对有精神健康，或者深受酒
精和其他毒品问题困扰的人群的心理及社会影
响。Whakatau Mai线上健康课程为大众提供社会
联系、健康活动和信息，并以生活体验为导向。
我们希望为您创造了一个学习、分享、讨论和联
系为一体的安全线上空间。

    无论您在哪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安全
地访问以下网址，加入一个在线支持社区：       

www.wellbeingsessions.nz

参与消除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国
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政府正在为消除新西兰的家庭暴力和性暴
力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The Joint 
Venture研究公司正在帮助政府协调这项工作。

    如果你愿意献计献策，请访问The Joint 
Venture 研究公司网站: violencefree .govt 
.nz/have-your-say/

    政府已要求New Zealand Family Violence 
Clearinghouse （NZFVC 新西兰家庭暴力信息中
心）整理关键的研究报告和信息，这些信息有助
于支持大众就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向研究公司提
供的反馈。欢迎访问我们网站首页的新门户获取
这些信息：https://nzfvc.org.nz/national-

strategy-engagement



8

2021 WINTER  NEWSLETTER WWW.ASIANNETWORK.ORG.NZ

 
 

         奥克兰中医学会是一个由注册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为
亚裔社区提供公共和医疗教育服务的专业机构。

Wat Khemaraphirataram 寺院健康检查

         奥克兰中医学会加入曼努考医管局抗流感医疗队，向来
寺院参加祷告的人们提供健康检查和流感疫苗注射。通过真
诚的合作，我们的团队由高中生，医学学生，医生，护士和药
剂师组成。

         奥克兰华人医学会2021研讨会 — 帮助亚裔社区克服接
近健康服务的障碍 

         今年五月，奥克兰中医学会主持了2021健康研讨会。这
是一个由健康专业人士（医生，护士，牙医，针灸师和其它健
康行业从业人员）参加的为期一天的活动。我们探讨了亚裔
的健康护理，面对的挑战，和怎样处理亚裔人口的不平等问
题。

新冠病毒疫苗运动

          为了支持新冠病毒疫苗运动和 Drs David Wu, Gary 
Wu，Tony Lowe等医生为亚裔社区专门进行了录像，用普通
话和广东话介绍疫苗的基本信息。Gary Wu 医生更是出现在
全国的宣传海报中，用普通话视频支持疫苗运动。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acma.org.nz 网站。

奥克兰运动（Sport Auckland) 的
绿色处方

奥克兰运动的绿色处方团队为来自各个社区的参
与者提供免费锻炼课程直播。

 
 
    新西兰父母中心（Parents Centre 
Aotearoa)为新西兰社区工作了70年而感到自豪。

    我们能够存在是因为父母们在社区中贡献了
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该父母中心反映了新西兰和
新西兰人的独特之处。这些父母中心遍布新西
兰，父母们在这里可以得到没有偏见的陪伴和支
持。

    新西兰父母中心为奥克兰和汉密尔顿的华裔
和印度裔父母提供免费的产前/分娩培训班。更多
信息请参阅网站 https://parentscentre.org.
nz/

产前培训班（印度家庭）

https://aucklandindian.parentscentre.org.
nz/

产前培训班（华裔家庭）

https://aucklandchinese.parentscentre.org.nz/

父母中心—帮助父母培养好儿
童和加强社区的建设

    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顾问提供每周三节网课。
通常每堂课有15-20 学员。定期的网课在社区中非
常受欢迎，特别是那些存在交通问题，不能参加社
区咨询，研讨会，锻炼班的学员。 

   网上锻炼课程对初级和中级水平的学员，以及
那些活动受限制的学员很适合。请打电话 0800 
228 483 止我推荐。

   除了锻炼课程，我们团队还在每周三10:30am通
过Zoom主持一周一次的营养健康网络研讨会。更多
信息，请查阅网站 www.sportauckland.co.nz

以下评论来自一对快乐的学员：

   “我参加了免费的网上营养课程，我对他们提
供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非常满意。谢谢！... 我很幸
运遇到你们团队...” 

   “我很享受网课，我将继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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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老年关爱中心老人受虐
待服务部 

   

        虐待老人是一种不当行为，是一种信任危机，
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和带来苦恼。被虐待的老人和
施虐者通常来自同一个家庭，有些施虐者是被家庭
雇佣和信任的人。
    老人被虐待的一些信号：
以下迹象表明老人可能正受到虐待：
• 无法解释的行为、睡眠或饮食习惯；
• 沉默或急躁；
• 惧怕某一特定的人；
• 困惑；
• 无法解释的受伤；
• 用药过度引起的昏昏欲睡；
• 被触摸时畏缩；
• 不寻常的银行取款；
• 未支付的帐单、无钱支付必须品。
 
老年被虐待的种类很多，包括：
• 身体虐待：造成身体疼痛、受伤或用力击打；
• 心理虐待：造成精神痛苦、压力或恐惧的行

为；
• 金融虐待：非法或不当的使用金钱、房产或其

它资产；
• 忽略：不提供身体、精神或社会需求；
• 性虐待：非双方都意愿的性行为，或性侵行

为；
• 机构化虐待：某些机构内实施漠视人权或者造

成伤害的政策和被认可的行为。
 
   几种类型的虐待可在同一时间实施。
 
奥克兰老年关爱中心如何提供帮助：
    我们的员工有资历且经验丰富，具备广泛的老
年及其护理者需求的知识。他们和相关的机构紧
密携手，处理虐待问题。我们的服务是免费和保密
的。我们的社工可以提供咨询和个性化的支持。
我们的老年受虐待服务团队联系方式如下：
奥克兰中区和西区：09 820 0184
曼努考：09 279 4331
北岸：09 489 4975

75%：超过3/4的被控告施虐者是家庭成员；
50%：超过半数的被控告施虐者是成年孩子或孙
辈；
50/50： 被控告施虐者的男女比例各占一半。

                
5月18日，TANI与奥克兰中华医学会（ACMA）在
Pakuranga Te Tuhi Hall 联合举办了华人健康研
讨会-主题为“心态与健康”。本次研讨会得到了
Pakuranga 华人协会的大力支持，并提供了有关身
心健康的表演和娱乐活动。 与会者说“今天的研
讨会让我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 良好的健康是由

好心态，以及日常锻炼和均衡的饮食所支持的”。

华人健康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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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您自己留点时间参加 
子宫颈筛查吧！

    
    子宫颈癌有长达10到15年左右的潜伏期，初
期没有任何症状。子宫颈筛查可以发现子宫颈上
细胞发生的变化。每3年一次的常规筛查是预防
子宫颈癌的重要手段。
    健康妇女和家庭基金会（Well Women and 
Family Trust）为女性朋友提供免费和低价的女
性健康服务，这些服务通常是她们去看家庭医生
时无法获得的。我们的流动诊所遍布在奥克兰各
大地区。我们的诊所在夜间和周六也对外开放。 
    我们的护士咨询服务包括：
• 子宫颈筛查
• 性健康检查
• 怀孕测试
• 紧急避孕药丸
• 避孕建议
    如果您需要交谈获得语言帮助，以了解女性
健康问题或想了解是否有资格享受免费的宫颈抹
片测试，请咨询我们的健康宣传员，联系方式如
下：
Michelle(汉语健康宣传员)：0212227084
Sudha Thati (印度语健康宣传员)：0212722786
Inseong (其他亚洲语健康宣传员)：0212217603
Bev Thomas (毛利语健康宣传员)： 0210400266
Faye (健康宣传员)：0212850707
办公室热线：098467886
网上预约 www.wons.org.nz    
    我们的诊所地点位于14, 49 Sainsbury 
Road, St Lukes Business Park, St Lukes (周
一，周三和周六对外开放)
    我们的流动诊所地点：北岸医院（North 
Shore Hospital），西区医院（Waitakere 
Hospital）， 格林兰（Greenlane）乳房检查
中心，格兰菲德（Glenfield）社区中心，New 
Lynn社区中心， 罗得尼妇女中心（Womens Cen-
tre Rodney），服务于Glen Innes地区的Ruapo-
taka毛利会堂。

 Soklim Hout在DynaSpeak
的学习体验 

   
    我在柬埔寨出生和长大，三年前来到新西兰。
我会说柬埔寨语或“高棉语” 也说英语。我是在以
前读大学的时候学的英语。 在我来到DynaSpeak学
习之前，我在网上做了调查，想了解在奥克兰有哪
些最好的英语学校。我发现许多DynaSpeak的学生在
Google网页上对该学校的好评， 我就在Mangere校区
学了通用英语四级。
    
     我觉得DynaSpeak 真的在鼓励学生用更有创
意的，更灵活的方式来运用英语，这点使他们变得
与众不同。我学到了一些新的英语技能，也增进了
对新的文化认知。我的人生目标是创立并运营自己
的企业，所以我计划去寻找可以帮我达成此目标的
工作，也寻找可以帮我维持我的英语语言技能的课
程。我特别怀念我和同学们建立起来的友谊，我们
班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彼此分享自己的
人生故事和生活体验。
    
    现在就报名吧！您将获得DynaSpeak 的新西兰英
语技能证书
课程开始日期：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课程结束日期：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

    想要了解更多咨询，请访问我们得网站https://
www.dynaspeak.ac.nz/domestics/enrolment

Queen St/ Albany /Botany /Mangere/ New 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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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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语言帮助
    公民咨询局Mt Roskill分部的经理Tess Porter（

苔丝·波特）说： ”公民咨询局（CAB）帮助新西兰民

众已有5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社区已经变得

更加多元化了，因此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我们的服务

能力即提供多种语言方面帮助“。”Mt Roskill 是新

西兰比较多样化的社区之一， 我们的工作人员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是向有英语语言困难的客户提供支持。我

们的志愿工作者可提供24种语言方面的帮助。但有时客

户需要的语言，我们当天无法提供这种语言的帮助。” 

    如果您所在的当地公民咨询局找不到能为您提供您

所需要的语言方面帮助的值班人员， 我们可以帮助您

搜索公民咨询局的81个分支机构，看能否找到您所需要

的语言方面的志愿工作者。目前我们能提供超过三十种

语言的帮助。并且随着它在全国的推出，会有更多的新

语种加进来。

    Mt Roskill公民咨询局位于Mt Albert 路546号，

坐落于Mt Roskill图书馆内。或可拨打打09 6254854

电话咨询。也可以发邮件到 mtroskill@cab.org.nz 

咨询。Mt Roskill公民咨询局工作时间从周一至周

五：9.30am - 4pm。周六：10am-12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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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09 815 2338    |    Mob: 0211168716

2021 TANI 活动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 新冠病毒与免疫接种
时间：2021年7月14号， 周三上午10点半 - 11点半
地点：Mt Albert 图书馆, (St Lukes 商场旁）,84 
Saint Lukes Road, Mt Albert, Auckland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预防糖尿病
时间：2021年7月19 号，周一上午10点半 - 12点
地点：Henderson 图书馆， 3 Ratanui Street,
      Henderson, Waitākere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预防和管理关节炎 
时间：2021年7月26 号，周一上午10点半 - 12点
地点：Mt Roskill图书馆, 546 Mount Albert 
      Road, Three Kings, Auckland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华语专家关节炎讲座
时间：2021年8月6号，周五下午2点 - 3点
地点：Te Atatu eninsula 图书馆, 595 Te Atatu 
      Road, Te Atatu Peninsula, Auckland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新冠病毒与免疫接种
时间：2021年8月10 号，周二上午10点半 - 12点
地点：Papatoetoe 图书馆, 30 Wallace Road, 
      Papatoetoe, Auckland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新冠病毒与免疫接种
时间：2021年8月13号，周五上午10点半 - 12点
地点：Albany 图书馆, 30 Kell Drive, Albany, 
      Auckland

华人健康讲座
主题： 华人健康研讨会
时间：2021年8月20 号，周五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北岸Northcote 公民活动中心
     （Northcote 图书馆旁）

本期翻译人员： Alice Ding, Anne Tang, Christina Yang, Zhiying Zeng, Jian Chen, Nancy Chang, Lillian Qin, Linna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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