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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I 2021活动

保持联系,保持联系,保持健康保持健康
每周六11:30am-1pm每周六11:30am-1pm

& 每周三 6pm-7:30pm(英语线上讲座）& 每周三 6pm-7:30pm(英语线上讲座）

移移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民妇女健康幸福项目
9月28号开课，每周二10点 - 12点9月28号开课，每周二10点 - 12点

(五周(五周英语英语线上课程线上课程））

华人健华人健康研讨会康研讨会
11月9日，周二10点- 12点, Onehunga11月9日，周二10点- 12点, Onehunga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TANITANI地区联络会议地区联络会议
11月24日，周三10点- 12点, (英语演讲）11月24日，周三10点- 12点, (英语演讲）

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 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 

AucklandAuckland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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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谨代表TANI献上本期春季健康报。
首先，我想感谢新西兰亚裔社区在应对着
最近因封城和旅行限制带来的挑战所作出
的积极努力。如有需要请和我们，或期刊
中提及的任何服务机构联系，尤其是一系
列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社会、心理健康和福
址支持机构。

    很不幸当前针对新西兰弱势群体的诈
骗行为正在增多，请大家不要相信微信
或其它社交媒体上的所有信息。如果有
疑问，请向家人或信誉度高的新闻渠道
确认。同时关注政府官网www.covid19.
govt.nz获取最新信息，包括所有已翻译
的资料。

   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里，TANI继续组
织社区的讲座和研讨会，比如线上妇女福
祉项目和面向华人及韩国社区的健康座谈
会。同时，我们还每周组织两次静心、冥
想和瑜珈。TANI的“健康宝宝健康未来”
团队一直在举办营养讲座，为新妈妈们提
供帮助。

    我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所有项目的参
与和支持。希望您喜欢阅读本期刊物。并
欢迎提出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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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I团队为缅甸社区组织了健康研

讨会，并得到了缅甸社区领导们的支

持。于8月15日在Ratanadipa缅甸佛教

寺庙举行。

    TANI的“健康宝贝健康未来”协调

员精心准备了讲演，重点谈及与社区领

导人在前期会议中讨论的各种社区需

求。研究会从提问“为什么健康是重要

的和什么是健康及均衡”开始，把观众

更为互动的带入谈话和会议中。讲演的

信息包括我们需要摄入多少食物；何种

食物的脂肪、糖、盐的含量高；如何通

过阅读食物标签购买健康食品；以及如

何聪明购物。一位社区领导人自愿为讲

演做翻译。

    讲演结束后，所有与会者都参加了

烹饪演示，大家担任着准备食材的各种

角色。该活动深得大家关注和喜爱，各

个家庭和孩子们都兴奋地分享自己烹饪

的新鲜的健康食物。

    融入社区，让社区参与计划和实施

过程，使活动获得圆满成功。下期研讨

会将在短期内举办。我们对支持研讨会

的人们深表谢意，同时感谢实习生们对

本次活动的帮助。

主席寄语 TANI的社区活动
缅甸社区健康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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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开始给宝宝添
加辅食以及如何开始添加？
新手父母常常为此产生很多
的困惑和担心。正如人们常
说的那样，每个宝宝都是不
同的，那么父母如何才能知

道他们的宝宝已经准备好断奶了呢？这里有一
些给父母的提示

        开始添加辅食的时间：当宝宝能在支持下
坐在腿上或高脚椅上，自己撑起头，做咀嚼动
作，伸手或抓东西，有兴趣和你一起吃饭，手
眼协调良好时，就可以开始吃固体食物了。固
体食物可以在6个月左右开始，但不能早于4个
月之前。 

       首次食物选择：妈妈们可以从四个食物类
别中挑选任何食物开始断奶。蔬菜类，如土
豆、南瓜、库玛拉、胡萝卜、西葫芦和豌豆
泥；水果类，如香蕉泥、鳄梨泥和煮熟的苹果
和梨泥；蛋白质类，如羊肉、牛肉、鸡肉和鱼
泥；谷类和谷物类：米、精米和西米泥。对于
素食宝宝来说，扁豆、豆类和豆渣可以用来做
成蛋白泥。

        辅食添加量：宝宝最初的食物为母乳或配
方奶，在 6 到 8 个月之间开始增添固体食物。 
根据宝宝的个体情况，开始的辅食量从半汤
匙到2汤匙不等。 要始终对宝宝进行响应式喂
养，不要强迫他们吃完食物。

        需要避免的食物：宝宝12 个月前不要食
用盐、糖、蜂蜜和牛奶。牛奶可以用来做熟
食。

       过敏原食物建议：花生、鸡蛋、小麦、酸
奶和鱼可以在6个月起添加，但要注意观察宝
宝有无过敏情况。

        免费参加我们的面对面或在线课程,了解
有关 “如何开始吃固体食物和婴儿食谱”，请联
系：

Bushra Ibrahim (新西兰注册
营养师&南亚生活方式指导)                                                                     
电话: 022 464 7448                                         
邮件: bushra@asiannetwork.org.nz

如何开始给宝宝断奶？ 东南亚、中国和印度
中学生的幸福感

        最近，Youth19发布一

项有关东南亚、中国和印度

学生的调查报告。报告强调

了“亚裔”这一简单的标签是

如何掩盖了不同亚洲背景的

中学生所经历的不同，尤其

是在涉及心理困扰时。

       总体而言，大多数亚裔

学生对学校持有正面体会并

能感受到老师的关心。其中

大部分人自认健康状况良好，心理健康并对眼下生活

感到满意。亚洲学生的药物滥用率也相对较低。尽管

有这些积极的发现，但报告同时强调了高比例的精神

困扰，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女孩群体，如图所示。

       希望该报告能够成为家庭、学校、社区、机构和

年轻人自己的有用参考文件，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

实践以满足亚裔年轻人的需求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Roshini Peiris-John 副教

授 (r.peiris-john@auckland.ac.nz).

        The Youth19 调查 (www.youth19.ac.nz) 向 

7,000 多名中学生询问了从家庭生活到性行为的各种

问题。其中，近 2000 名（或四分之一）为亚裔学

生。Youth19 的研究工作借鉴了多所大学的研究成果。

    请浏览 Unite 

Against Covid 网站 获

取更多不同语种的信息: 
https://covid19.govt.nz/
iwi-and-communities/trans-
lations/chinese-simplified/
注册以接收有关新冠疫情的

简体中文版更新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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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一个人独居或不得不呆在
家里，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日常的人际交
往，失去了可以与他人聊天、欢笑和分
享新闻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与人接
触，圣约翰电话关怀服务正好提供了这
种平台。

   “电话关怀”服务旨在通过电话让市
民有机会建立友谊，并定期联络。在约
定的日子里，友好的来电者会给你打电
话，询问一切是否安好，与你聊天。

    人们成为电话关怀服务使用者有许
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因为身体原因而
不能定期与他人接触，没有社交而感到
孤独。

    这项服务是免费的，是圣约翰作出
支持当地社区的承诺的一部分，为新西
兰所有社区的健康和福祉作出贡献。

    这种服务具有很高的匿名性。来电
人士只会提供你的名字、年龄、电话号
码及简短的个人资料。当关心你的来电
者给你打电话时，这项服务的原则是他
们不能透露自己的姓氏、地址或电话号
码。这项服务会提供英语，普通话，广
东话和印度语。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0800 780 
780，或在stjohn.org.nz网上注册

    由卫生部牵头的，新西兰首次丙型

肝炎检测和治疗方案正在北部地区指定

的社区药房包括在马努考地区的17家药

店开展。这项免费的倡议将会看到指定

的药房配备了通过快速手指穿刺检测丙

型肝炎病毒的设备，并为那些检测呈阳

性的人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

    在测试后。仅短短五分钟即可得到

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治疗可以通过

服用一个短期疗程的片剂实现。这种治

疗被证实对治愈丙型肝炎有效率高达

98%。

    有需要的群众，可在指定的药房免

费接受检测和治疗(条件限制)。不需要

预约或处方。人们也可以向自己的全科

医生咨询来检查丙肝健康。

东区，南区卫生局（CM 
Health）领导并倡议新
西兰首个肝炎“检测和
治疗”服务的开展

圣约翰电话

关怀服务

服务与援助
    需要的时候求助是正常的。在此共渡难关之际，您可以从一些专业
人士和专门机构那里获得援助。这里有一些给需要求助的人提供的建
议、帮助或支援。如果您不会说英语，在致电大多数政府部门时都可以
要求安排口译员。

65 岁以上
想保持锻炼？

请访问网站：

www.livestronger.org.nz ，

获取在家锻炼的节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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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rum Care （光谱关爱）常常收到来自

客户家人的反馈表示感谢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

想要分享一个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客户的妹妹的反

馈。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欢迎联系发邮件

给我们：feedback@spectrumcare.org.nz。

    Tenny 的家人 Shirley 写道：“光谱关爱帮

助了我们家很多！我们参加了一个博览会，在那

里了解到 这个机构。员工们向我们介绍了详细

的信息，联系方式和在此过程中会得到的帮助。

我们能够与项目组织者认识并在短时间内安排了

会面。工作人员确保我们了解所有必要的信息，

以及如何选择合适自身需求的项目的人。一位出

色的翻译人员工作全程帮助了我们，令整个过程

更容易。会面过程是让人愉快而安心。我们感谢

Spectrum Care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会，因为这很

大程度地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了我们一家。我们可

以信任Spectrum Care帮助我的哥哥，并相信他们

会保护他的安全并令他生活更丰富。”

凝聚家庭的纽带 
(Strengthening Families)

         Strengthening Families 是一个可以帮助您家

庭向前进的一项服务。Strengthening Families

当地独立的服务协调员，会努力将可以帮助您家

庭的专业人士和机构

聚在一起，共同协

作、指导针对家庭需

要的全面规划。

    11个新西兰政府机构正在积极参与这项服

务。“将所有支援机构聚集在一起，打开更多机

会的大门，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努力一起合作，

言出必行。仅仅四次联络会议就取得了惊人的结

果。”一位接受这项服务的人告诉我们。

    您也许会考虑，此项服务是否适合我的家

人？如果您正在寻求以下方面的帮助或正在获得

这些方面的帮助，包括儿童或年轻人的教育、健

康卫生或行为问题、经济或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其

他困难问题，Strengthening Families可能适合

您。

    Strengthening Families 服务于任何新西

兰家庭，特别当这个家庭已获得多于一个社区支

持组织或政府组织，又或者这个家庭需要多于一

个组织服务。它是免费的而且是完全自愿的，并

且提供翻译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https://www.strengtheningfamilies.govt.nz/。

    您也可以填写网站上的转介表格进行自我转

介，或者咨询与您工作的专业人士，包括全科医

生、学校、护士、社工，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大

部分专业人士都知道这个过程。

    要联系您当地的协调员，请使用互动地

图：https://www.strengtheningfamilies.govt.nz/
get-started/local-contacts.html。

免费健康热线
• 拨打全天候免费热线0800 611 116 了解
更多卫生保健信息
• 欲了解更多关于新冠疫情的健康保健建
议，请拨打全天候免费热线： 0800 358 5453
• 欲了解关于新冠疫情疫苗的信息，请拨
打免费热线0800 28 29 26 (早8点 - 晚8点)

让你的生活像鲜花一样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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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或您的组织在支持
新西兰人健康方面有影响力，
我们希望您支持这项运动，帮
助提高人们对缺铁和铁重要性的认识。以下是一些参与
的方法:

    ** 分享铁元素测试。https://www.ironweek.
co.nz/iron-quiz 这项测试旨在了解新西兰人的对铁的
认识程度(又名I(ron)Q)，并帮助了解人们对铁缺乏的认
识，以及帮助铁摄入的饮食选择。

    ** 在工作场所或社区展示和分发铁元素的知识和海
报。这些资源都是免费下载，其中还包含了很棒的社交
媒体内容。https://www.ironweek.co.nz/resources.

    ** 让你的社区参与进来!无论是举办一个教育研讨
会，还是为美味富含铁的食物拍照挑战，发挥创意，传
播铁的信息。访问铁知识周网站，看看哪些信息、资源
或食谱最能与你的社区产生共鸣。https://www.ironweek.
co.nz/

慈爱关怀护理（POI）
信息和资源

    与临终病人生活在一起或正在照顾他们
的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关于临终照料的许多
有用的信息资源。

    这些不同语言的资源可以从网站下载
https://www.poiauckland.co.nz/all-resources/

--什么是安宁关怀 - 安宁关怀的简介，哪里

可以提供此种治疗服务。

--理解吗啡和阿片类药物 - 解决一些现存的

恐惧情绪，并回答有关使用吗啡和其他阿片

类药物的常见问题。

--患有终末性疾病: 提前规划-关于未来规划

的信息，包括任命持久授权书 (EPA)、立遗

嘱和提前护理规划 (ACP)的信息。

--安宁关怀 - 安宁关怀服务概述-解决一些

常见的误区。

--成为护理人员 - 护理人员可获得的服务和

支持信息。

--计划葬礼 - 关于计划葬礼或追悼会的信

息。

--理解悲伤-概述悲伤和悲伤的过程。

在我们的社区持续关注缺铁的统计数据

    第8届年度世界铁（元素）意识周活动将在
2021年10月11日至17日期间开展，为了让人们
提高对这一重要主题的关注。

 

 

    TANI团队与奥克兰中华医学会（ACMA）和北岸

华人协会与2021年8月20日共同主办了华人健康研讨

会。主题是"预防春季健康"。100多位华人社区的朋

友参加这次线上研讨会（Zoom），该会也为他们提供

了一个与许多人联系和互动的良好空间。

    一位ACMA的成员，全科医生亲切地做了一个精心

准备的演讲，帮助华人社区了解新西兰常见的春季易

发疾病，以及如何预防它们。同时分享了关于新冠病

毒疫苗的最新信息使社区成员更好地了解疫苗的安全

性和效果。并回答了许多社区成员的关心的问题，以

及如何应对奥克兰封城期间的日常生活， 保持身心

健康。 ACMA领导组的一名成员说，"这次研讨会非常

受欢迎，有助于消除许多人关于COVID-19疫苗接种的

恐惧和神话”。参会者的反馈意见也很好：

• "今天的讲座非常成功。刘医生的演讲内容非常"今天的讲座非常成功。刘医生的演讲内容非常

好，有针对性，非常适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好，有针对性，非常适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在

认真听。谢谢！认真听。谢谢！

• "今天的演示对我们来说非常及时，了解到了我们• "今天的演示对我们来说非常及时，了解到了我们

正在关心的最新信息。 谢谢演讲者"正在关心的最新信息。 谢谢演讲者"

第三季华人健康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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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中心产前教育课仍然在
这里为您服务！

    父母中心的
工作人员了解，对
于许多怀孕的人来
说，这或许是一段充满焦虑、不安甚至孤
独的时期。最棒的是，您的社区有父母中
心，我们仍然在这里为您提供信息，以减
轻您的害怕担心，并使您与其他一样情况
的家长联系起来。

    目前，我们的课程无法进行面对面授
课。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也无法保证在
未来几个月内让您重返教室！因此，我们
设法开展在线课程。e而且，新的在线课程
很不一样！这些课程不仅仅是关于学习和
传授知识，也并非简单的幻灯片演示，或
是会让你感觉无聊、催眠的讲座，更不是
让你坐下来听的网络研讨会！我们的课程
将互动、有趣。所有课程的核心是在安全
舒适的环境中将父母们联系起来，在其中
学习、了解和选择，建立特别的友谊和支
持小组。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更多信息：

Hamilton 中文课程: https://hamilton. 
parentscentre.org.nz/our-courses/

奥克兰地区中文课程: 

https://aucklandchineseparentscentre.
org.nz/

奥克兰地区印度社区课程: https://
aucklandindian. parentscentre.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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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学员尝试他们未尝试过的东西，
学习新技能，认识和结交更多新朋
友，帮助学员增强自信心，愉悦心
情。每年十月到十一月期间，我们会为学员举办剧
社汇演，邀请亲朋好友来观看他们的演出。这个公
开的汇演欢迎有兴趣的大众参加和观看（这是新西
兰迄今为止唯一的残疾人士艺术节）。与此同时，
汇演当日还有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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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名参加。如有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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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act festival https://www.facebook.com/
interACTfestivalAKL/ 

    Youtube网页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user/interactingvideo 

    网络在线观看链接: www.facebook.com/
groups/interactfestivalonline 

需要健康保健信息？
 请访问: www.healthpoint.co.nz
 健康指南（ Health Point） 提供全面医疗服务信
息，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权威准确的医疗保健
信息。

帮助青少年儿童残疾人
士及其家人的支持服务

    我们基金会专门为居住

在北岛上半部地区，22岁以

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残疾人士

及其家人提供以下服务： 

• 赠款包括设备、活动、旅

行、健康和紧急援助 

• 资讯和支持   

• 水疗 

• 家长/ 看护人活动 

• 仪器使用示范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ww.wilsonhometrust.org.nz 

    或请联系免费电话0800 948 787 0r 09 488 0126，电子
邮件info@wilsonhometrust.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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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69岁女性提供宫颈筛查

    所有年龄在25-69岁，有过性生活经历的女
性应该定期做宫颈筛查。居住在曼努考地区（
奥克兰东区，南区）的居民，可以进行子宫涂片
检查的诊所有：Manukau SuperClinic,Botany 
SuperClinic, Pukekohe，Hospital,Mangere 
and Otara。
    这些诊所有印度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
亚语，广东话和普通话工作人员。
    您也许可以获得免费的子宫筛查服务。请致
电 0800 729 729 预约，或者发邮件
到：Supporttoscreening@middlemore.co.nz

为45-69岁女性提供免费乳房检查

     该检查主要由Manukau Super Clinic诊所
提供。
    其它可以提供检查的诊所包括：Mangere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Mercy Radiology
– Botany SuperClinic, ARG Howick & ARG
Pukekohe
    请致电免费电话 0800 270 270 预约，或者
发邮件到：bscm@middlemore.co.nz

 
 
    研究表明那些经历过歧视的亚裔移民，有可能发展

成为严重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因为他们同时还正

在经历适应新环境的压力。在新西兰亚舞蹈和艺术疗法

中心（Dance and Arts Therapy NZ），我们的各种活动

项目侧重于通过有疗效的舞蹈和艺术创作来提高个人的

心理，情感和社交能力。我们的团队为那些受到严重影

响的移民提供舒适安全的方式，让他们倾诉自己的故事

和感受。

    我们专业的心理治疗团队提供的舞蹈和艺术疗法，

增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之间社会联系。这种疗法

的主要目标是改变他们的痛苦经历，改变他们的自我意

识，从而带来价值感。我们鼓励客人和来自不同族裔的

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为社区中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个别的艺术疗法。我们也为在奥克兰，北地，基

督城和但尼丁的所有年龄阶段的残障人士提供“STARS

和 Dance 4 Us” 活动项目。获取更多信息，或者为你

自己和你爱的人预定评估，请联系我们：电话 (09) 636 

3029，电子邮件: info@dancetherapy.co.nz，浏览网

站：dancetherapy.co.nz 

为新西兰亚裔社区

提供舞蹈和艺术疗法
 
 

    持续爆发的新冠

疫情导致针对亚裔和

其他少数民族社区的

歧视在新西兰有显著

的增加。尽管亚裔人

口在奥克兰有显著的

增长，但是他们不得

不更加的小心，因为

他们不但要对抗病毒

本身，还要对应可能

遭遇到的歧视。

亲子多元化美食交流会
    两期的 “亲子多

元化烹饪交流会”分

别于6月25日和7月30

日在东区中国城圆满

落幕。非常感谢东南

区医管局，两位营养

师及屋仑中华医学会

的支持我们才能顺利

举办。

    不要让身在异国

的中国长者因语言，

交通，缺少关注等原

因大大降低生活质

量，让他们认识并

学会制作多元化美食，减少祖孙辈之间的代沟是本次活动

的目的。

    本次交流会通过生动有趣的互动学习，我们精心挑选

了来自印度、越南和韩国的四道菜式，分别在两个活动中

学习。两位年青的营养师Jono和Nirav, 在制作美食的过

程中，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健康咨询，包括：什么是健康星

级，营养标签的认知，新西兰饮食健康指南，及长者每日

身体消耗推荐。与期同时，我们在提高长者厨艺以外，还

鼓励他们把这些适合年青人口味的多元菜式，给家人分

享，或者与家人一起参与制作，促进与家人的情感交流。

最后，我们通过微信投票，给于积极参与者评选出每期的

优异者，赢得奖品。华助会这次举办的亲子多元化烹饪交

流会得到参与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组织得非常

好，学习到很多健康饮食信息，等等。会员们都真心希望

华助会能多举办这样健康而且能学到知识及技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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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所有工作人员能够避免暴露于COVID-19。

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都需要获得有关保持健

康的正确信息。这将意味着他们能够保持良好的工

作和卫生习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工作人员已知道

怎么做。他们需要了解或知道从哪里得到官方信

息。

    如果一名员工认为他们在工作时有不安全的隐

患，或者他们担忧可能会让他们“社交泡沫”中的

一个成员面临风险，他们应该告诉他们的经理。在

一些情况下，不可能消除与COVID-19相关的所有风

险，同时又不可能在家工作。符合HSWA要求的企业

将有渠道与员工接触，并就如何最好地为员工管理

风险征求员工的意见。

    如果由于员工的个人情况导致风险提高，他们

应该告诉他们的经理，并一起研究是否有方法可以

在工作中消除或减少感染病毒的风险 (例如,让员

工少做接触客户的工作选择)。

    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登录劳工部

网站：https://www.employment.govt.nz/
leave-and-holidays/other-types-of-leave/coronavi-
rus-workplace/health-safety-concerns/

如何应对新冠疫情（COVID-19）期

间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青少年法律援助组织的新家 
    新西兰青少年法律援助组织（YouthLaw 

Aotearoa）是一个为全国儿童和年轻人提供的免费

社区法律中心。我们为任何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或

代表他们的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我们是一家注

册慈善机构，也是全国社区法律中心网络的一部

分。我们让孩子和年轻人可以获得针对他们的免费

法律服务，这是唯一一个在全新西兰提供该服务的

机构。

    我们最近刚搬迁办公室，现在位于曼努卡的 

Westfield购物中心，在美食广场上方的夹层。我

们喜欢我们的新地方(当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希望

你很快就能拜访我们。

    我们为儿童及年轻人提供四项主要服务：

** 我们通过我们的0800 UTHLAW(884 529)咨询热

线提供法律咨询。

** 在我们的网站和其他资源提供法律信息。

**为年轻人和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举办教育会议。

如需预定教育课程请联系我们。

** 我们努力修改法律，改善儿童和年轻人获得司

法公正的机会。

www.youthlaw.co.nz
（图片：青少年法律援助组织在曼努卡 Westfield购

物中心的新办公室）

    《2015年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要求法令》

(HSWA) 继续适用于与COVID-19相关的和日常

工作场所的风险。

明智的健康

        奥克兰中华医学会一直与曼努

卡郡（Counties Manukau）作一系

列关于健康饮食的研讨会。6月26

日，参会者在East Tamaki的佛教慈

济慈济基金会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rooms)，

聆听营养师讲座。讲座内容涵盖饮

食指南、减少脂肪和糖的建议以及阅读食品标签。工

作坊结束时由厨房义工准备了美味的素食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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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gruti Parmar 开启了
她梦想的健康事业

     对于新的

毕业生Jagruti 

Parmar， 照顾她

生病的伴侣为她

带来了一份新的职业。今年54岁的她在照顾

丈夫格力什（Girish）的时候找到了她真正

的使命，她的丈夫接受过多次关节置换的手

术。

    “照顾了我的先生这么多年后，我想让

我喜欢做的事情变成我的职业。”她说。

后来，她去了Royal Oak的未来技术学院

（Future Skills Academy）获得了新西兰健

康与关怀二级课程证书(NZ Certificate in 

Health and Wellbeing)。她说“差不多三十

年没有学习了，要重返课堂，一开始我真是

很紧张”。

    但当她遇到“亲切友好的老师”，玛丽

亚，奥根翰姆（Maria Oxenham），看到吸引

人的校园，她马上就有了一种“宾至如归”

的感觉。同学们都成为了好朋友“在那15周

的课程中，我们都变成了一家人。”

    毕业后不久，Jagruti就找到了一份充实

的工作，负责带老人去看诊，并提供临时看

护。

   “我爱我的工作。当我看到他们实现目标

后脸上洋溢的笑容时，我感到非常开心”。

    今天，Jagruti 非常感谢玛丽亚老师带

领她进入她梦想的职业。 她说 ：“这个学

院帮助我找到了工作中的快乐。”

     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潜能，了解更多免

费学习的机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futureskills.co.nz

“我去了英语学习伙伴 
( English Language Partners 
)寻求帮助. 以前，我不能说多
少英语，可是现在，我对自己

真的很有信心。”

    Yanny Liu，2010年告别繁忙的广东省大都市的生
活，移民到新西兰寻求一个安静的生活。“我刚来的
时候，生活很艰难。我不会说英语， 我的先生也赚不
了多少钱。所以，我需要找工作来支付房租。我什么
都会做，就是不会说英语！”

    今天，Yanny 和她的先生共同经营着一家炸鱼和
薯条店。 她分享自己的经验，“去上课学习英语，你
能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我觉得ELP（英语学习伙
伴学校）真的很好。”

    我们在奥克兰有三家办公室：
1. 奥克兰中区和西区:  09 827 7882  
auckland@englishlanguage.org.nz
2. 奥克兰南区:  09 278 9099   
aucklandsouth@englishlanguage.org.nz
3. 北岸地区:  09 489 2078   
northshore@englishlanguage.org.nz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nglishlanguage.org.nz

 
       

united-nations-covid-19-response-8g-vyBUUwG0-unsplash

停止传播关于新冠肺炎的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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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liac New Zealand 
2021 年会议

    Coeliac New Zealand (

乳糜泻新西兰基金会) 的愿
景：让患有乳糜泻疾病的患
者每天都过着健康的生活。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受到乳糜泻的影响。 
国际研究表明，在我们 500 万新西兰人的人群
中，可能有高达 100,000 人患有乳糜泻，这其
中30,000人可能是18岁以下的儿童。（参考文
献：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
ticles/PMC7409416/)。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
患有这种疾病，这就是早期诊断如此重要的原
因。对于患有乳糜泻的患者及家人，CNZ 是为
数不多的理解他们状况并帮助他们在管理这种
终生疾病时不会感到孤单的服务部门之一。

    我们的网站提供广泛的信息，并且在You-
Tube 频道和信息丰富的 脸书页面上，我们开
设了线上教育研讨会。我们将于2021年11月13
日，星期六在奥克兰举办一次会议，主题为“让
受乳糜泻影响的人们安全的生活—终生免除麸
质”。这包括活动前早餐研讨会和专家为医疗
专业人士的演讲，主题分别为成年人和13-21岁
的学生量身定制。在互动环境中我们将有感召
力的医疗保健和社区教育工作者聚集在一起，
并且会有很多时间进行交流。我们鼓励感兴趣
的人参加。早鸟优惠的有效期至9月底，想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coeliac.org.nz/conference-2021/

移民连接服务
    Pakuranga公民咨询局移民连接是连接移

民机构的30个站点之一，它为新移民提供专门

的服务。该服务由新西兰移民局资助。 当有人

迁移到一个新的国家时，有成千上万个问题需

要回答，有时人们不知道该问谁。在Pakuranga

公民咨询局，我们提供免费的面对面、网络在

线和电话有关安居信息。我们有许多会说多种

语言的志愿者，包括粤语、普通话、印地语、

旁遮普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等。

    我们还为移民举办免费的覆盖不同主题的

研讨会/讲座，例如租赁、就业法、税收、就

业指导、新西兰卫生系统、在新西兰开展商务

等等。如有兴趣了解有关这些服务的更多信

息，您可以给Vani发送电子邮件：settlement.

pakuranga@cab.org.nz或致电：021 459 520

社区免费太极活动

    TANI支持新西兰抒怀剑团队提供的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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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nue,Epsom, 奥克兰

    每星期一上午：一树山公园（从Green-

lane 正门进入，左边新咖啡店旁边）。

乙型肝炎血液检查

    对于乙型肝炎患者，每六个月一次的
血液检测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检测可以发
现肝脏疾病的早期迹象，

    您和您的家人是否有患乙型肝炎的风
险？ 这种病毒感染通常没有症状。 当您开
始感到不适时，您的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以便对其进行治疗。
该病可以得到有效的
治疗。

    想了解有关该病毒的信息或注册免费的
监测请使用下面的联系方式：

0800 33 20 10 / 电子邮箱：hepteam@hfnz.nz  
www.hepatitisfoundation.org.nz

或者通过微信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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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Online Presentation    Wed 29 Sep 2021 11am – 12pm 
免费在线健康讲座 2021年9月29日周三上午11点 – 12 点

Onehunga Hub and Asian Network invite you to join Anna Crane, General Manager of Macular 
Degeneration NZ, for a free online presentation to learn about macular degeneration.

Onehunga图书馆及亚洲健康联络中心邀请您加入网络健康讲座。黄斑病变是造成新西兰人失明
的主要原因。新西兰黄斑病变协会总经理Anna Crane将为您讲解怎样降低黄斑病变发病率，如何
能早期发现及治疗等相关信息。

Join Zoom Meeting(点击此链接）:  https://us02web.zoom.us/j/9269009635

Meeting ID（会议号码）:  926 900 9635

Macular Degeneration 黄斑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