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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I 2022年 活动
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英语演讲）保持健康， 保持联系（英语演讲）

每周六 11:30am-1pm & 每周六 11:30am-1pm & 

每周三 6pm-7:30pm, Via a Zoom, 每周三 6pm-7:30pm, Via a Zoom, 

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 移民女性健康幸福项目 （英语演讲）（英语演讲）

2022年2月-3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到12点, 2022年2月-3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到12点, 

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更多信息请联系TANI

TTANI地区联络会议 ANI地区联络会议 （英语演讲）（英语演讲）

2022年2月23号， 周三上午10am - 12pm2022年2月23号， 周三上午10am - 12pm

(地点：待定)(地点：待定)

华人健康研讨会（中文演讲）华人健康研讨会（中文演讲）

2022年3月2号，周三上午：10点 - 12点2022年3月2号，周三上午：10点 - 12点

(地点：待定)(地点：待定)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

 »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为亚裔群体提供的健康促进信息 
 » 亚洲健康项目
 » 卫生保健信息及支持服务
 » 安全服务以及预防家暴的信息
 » 社区活动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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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TANI团队在此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借此机
会，我代表TANI祝贺我们的亚裔群体实现了近90%
的疫苗接种率。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做得很好，但
一切还没有结束。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及朋友还没有
接种疫苗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尽快完成接种。

    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春季的主要活动，它
为您带来了有关您周围各种健康推广和教育活动和
服务的重要信息，包括最新的 COVID-19 信息更
新。

    春季的主要活动有：完成三期“健康宝贝 健
康未来”准妈妈小组活动；成功发布了新西兰亚洲
公共卫生报告；在奥克兰举办了亚裔健康研讨会，
并继续在奥克兰地区开展了健康讲座。我们还组织
了每周一次的瑜伽和冥想网络研讨会，以及封城期
间在线提供的移民妇女福利项目。此外，TANI团队
还开发了一个COVID-19支持服务目录。该目录已经
被广泛地使用到其他健康、福利和社会机构（包括
广大的社区）。所有这些资源的链接都可以在 我
们的网站上找到。今年有超过6000个家庭从我们的
活动中受益。

    我祝愿所有的读者健康快乐的跨入新的一年，
并提醒您在今年夏天参加户外和水上活动（如游泳
池、海滩、钓鱼等）时注意安全并采取相应的防护
措施。

    请继续给与您的反馈和建议，帮助改进我们的
健康简报。祝所有读者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愿新
年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欢乐和幸福。

    Dr Lingappa Kalburgi

   （MNZM,太平绅士, TANI 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寄语 欢迎 Cindy! 

       Cindy (SeungHee) 自2021年9月起加入
TANI团队，担任汉密尔顿的社区工作联络

官。她来自韩国釜山，现住在汉密尔顿。

Tēnā koutou 
Ko Wal-ah te māunga 
Ko Nam te awa
Nō Pusan, Korea ahau 
Ko SeungHee Cindy tōku ingoa 
Ko Kirikiriroa, Waikato tōku kainga
Nō reira, tēnā koutou, tēnā koutou, tēnā tātou 
katoa

       我叫Cindy SeungHee Pak。我非常高兴
加入TANI（亚洲健康联络中心）团队，担任
在汉密尔顿社区工作的联络官。我是来自韩
国的移民，2003年作为奥克兰大学的国际学
生来到新西兰。今年，完成了我的博士学
习，课题重点是帮助在当地中学教育机构就
读的叙利亚难民青年的语言学习和身份认

同。

    我一直非常热衷于支持新西兰的移民社
区并与其一起工作。在搬到汉密尔顿之前，
我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TANI的韩语翻
译的志愿者，并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参加
奥克兰的红十字会重新安置途径计划为难民
背景家庭提供支持。自2020年以来，我还在
怀卡托韩国学校担任教师。

    我很高兴运用自己在研究社区工作和帮
助移民/难民方面的经验来支持促进新西兰
少数民族社区的健康和福祉，包括亚洲移民
和有难民背景的移民，并非常期待迎接这个
工作将给我带来的新挑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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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是最重要的，富含多种
营养的一种食物。它们提供天然
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然
而因为我们的烹饪方式，我们可
能会破坏食物的一些营养成分，
特别是那些怕高温和水融性的维
生素。所以为了获取最大的营养

成分，许多人生吃蔬菜。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
法， 如果烹饪得当，许多蔬菜仍然可以保留绝
大多数的营养成分。

    这里有一些有用的烹饪小窍门。

    1.避免长时间的烹饪。因为小火慢炖的蔬菜
很难保留所有的营养成分。蒸或者是用微波炉加
热被认为是烹饪某些蔬菜更好的方法，比如花
菜，西兰花和卷心菜。

    2.翻炒是另一种快速的烹饪方法可以保留某
些蔬菜的营养成分，比如胡萝卜和灯笼椒。但是
要注意油的用量。

    3.烹饪中水的用量会影响蔬菜的营养成分，
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C， 维生素B和叶酸。用水
越少越好。

    如果想学到更多关于“在烹饪过程中保留蔬
菜的营养成分” 的知识，请注册我们免费的“
健康宝贝健康未来”课程。该课程分为面对面和
网课两种，由新西兰卫生部资助。

    我们为孕期和哺乳期的妈妈们以及有四岁以
下小孩的家庭提供免费的、尊重文化背景的建
议。

    请联系Bushra Ibrahim （新西兰注册营养
师和健康生活方式辅导老师）。电话：022 464 
7448。电子邮件：bushra@asiannetwork.org.nz 

在烹饪时保留蔬菜的营养成分

    “保持健康保持联系” 课程的辅导老
师，Manjusha Mane，也是一个正念冥想老
师和心理咨询师。 她创立的正念冥想课程“
生命的核心（Heart of Life）”是一个尊重
文化传统（culture sensitive）和创伤知情
（Trauma Informed）课程。这个课程教授
和运用正向心理学，正念基础认知疗法，接
纳与承诺疗法，以及东方传统疗法，包括冥
想，呼吸方法和瑜伽。生命的核心是一个为
了提高身心健康，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正念
冥想课程。

    在今年八月和九月的新冠病毒封锁期
间，Manjusha 通过Zoom为我们的社区成员提
供了七节网课。参与者对这个课程的反馈非
常好。参与者说在新冠病毒封锁期间，他们
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得到了改善，他们应对孤
独和压力的能力得到了提高。Manjusha用英
语和印度语授课。

   该课程包含七节课：
第一节课：正念冥想引言
第二节课：增强自我意识
第三节课：培养适应能力
第四节课：恢复创伤
第五节课：失去和悲伤历程
第六节课：健康的人际关系
第七节课：活出正能量

    欢迎参加这个免费的英语授课的课程来
提高您的整体健康。想获得更多信息请联系 
Manjusha。电子邮件：
Manjusha@asiannetwork.org.nz 

正念冥想--促进整体健康

mailto:bushra%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mailto:Manjusha%40asiannetwork.org.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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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份份驾照增强我们多元化社

区的生活

    Migrant Action Trust的社区驾校已经走

过了4个年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帮助社区成员

取得一份又一份的驾照，强大多元化社区，让

群众更好的融入社会。

    今年Puketapapa社区驾校 (PCDS)培训了超

过200名移民和前难民，其中97名在八月封城前

通过了路考。PCDS的最成功案例是帮助了年轻

的索马里单亲耳聋妈妈Amino。感谢极富耐心的

教练们和自愿者聋哑语言导师Kevin，Amino在

去年5月拿到了限制性驾照。

    Rina Capila教练分享了她指导阿富汗学员

的经历：“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是用谷歌翻

译来指导她练车的。我得用画图并和她一起在

路口边走边帮助她理解什么是安全驾驶。作为

单亲妈妈的她面临诸多挑战。难民给我很多触

动。我知道拿到驾照可以帮她减轻负担。”

    社区驾校 PCDS为有能力支付全额费用的人

们提供驾驶课程，然后把收入用于补贴面临多

重困难的初学者们参加驾驶课程。拿到限制性

驾照的Hanan说：“我忘不了去年封城时找人

载我去购买食物和日用品太难了。现在容易很

多。”

    年轻的Nina分享道：“我选择PCDS是因为

我喜欢它给我带来的成就感，我支付的费用

会用于需要的人群，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

化。”

    预订驾驶课程

和/或为前难民驾

驶课程捐款，请登

录pcds.co.nz。

亚裔跨性别族群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身为跨性别者，我的文化身份和性别
身份相互影响”。这句话引述于一名参加
Counting Ourselves 2018年亚裔跨性别者和非
双性别者民意调查的人士。此次民调是全国性
的，共有49位亚裔跨性别者和非双性别人士参
与。这项已发布的民调，洞察了生活在新西兰
的亚裔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变化，这类人群改
变了出生时的性别。

    对比于新西兰健康调查（New Zealand 
Health Survey）的调研结果，参加民调的亚
裔跨性别人群比一般人群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
能更高，增加了9倍（64.9%对7.4%）。跨性别
并不是一种病态。调研发现该少数群体的压力
多数源自亚裔跨性别人群和一般人群在心理健
康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性包括获得
医疗服务的障碍、对跨性别和/或亚裔的歧视、
家庭和族群的排斥。也包括存在的语言障碍和
移民（包括国际学生）普遍遇到过的负面经
历。具备正视亚裔跨性别人群身份的环境对这
一人群的正向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参与调研的
人士表示，之前能够获得的主要支持都来自朋
友。Counting Ourselves的调研给医疗机构和
政策制定人提供了依据，在了解亚裔跨性别人
群的经历时应恰当考量文化因素。

     Counting Ourselves的下一轮民
调定于2022年中期开始。相关的更多信
息参见Counting Ourselves的网页：        
https://countingourselves.nz/,或邮件联系
Kyle Tan博士:k.tan@waikato.ac.nz

http://pcds.co.nz
https://countingourselves.nz/
mailto:k.tan%40waikato.ac.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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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防晒衫

    穿上长袖衬衫。具有较
深颜色和较密编织的织物将
为您提供更好的防晒保护。

走进阴凉处

    走进多叶树阴下或使用
伞具遮阳。当您在白天户外
活动时，请安排在早些或者
晚些时候，那时的太阳的紫
外线水平较低。

涂抹防晒霜

    大量涂抹至少 SPF 30 
广谱的防水防晒霜。出门前 
20 分钟涂抹，每两小时重新
涂抹一次，尤其是在水中或
出汗后。

戴上帽子

    戴一顶宽边的或者带翻
盖的帽子因面部和颈部被晒
伤的人数比因身体其他任何
部位晒伤者都要多。

戴上太阳镜

    选择贴面、环绕式太阳
镜。 并非所有太阳镜都能抵
御紫外线辐射，因此请务必
查看标签上的防晒等级。

正确安全应对日光照晒 
    新西兰的阳光可能具有高水平的紫外线 
(UV) 辐射。 紫外线辐射会对皮肤和眼睛造
成伤害。 您可以通过“SunSmart”方法来
保护您和您的孩子。了解如何在阳光下生活
的同时保持安全。 

    从9月到4月，在户外时要保护自己。

当您处于以下情况时，全年都要保护自己：

—在山里  

—在水面上  

—在雪和冰等反射表面周围

(信息来源： https://www.sunsmart.org.nz/be-sunsmart)

    民族事务部是政府关于各民族社区、

种族多样性和使各民族社区融入社会的首

席顾问。 我们要感谢 TANI（The Asian 

Network Incorporated ) 在与社区建立联

系、组织授权研讨会以及最近发布的新西

兰亚洲公共卫生报告方面所做的努力。对

于我们各民族社区和服务提供者，我们要

感谢社区通过倡议和日常的善举、相互支

持所做出的贡献。正是我们的社区领导者

及其组织的力量、韧性和热情帮助我们度

过了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困难。

    我们希望继续通过例如民族社区发展

基金 (ECDF) 等基金为您提供支持，该基

金每年有 420 万元可用于由各民族社区团

体所领导的倡议。该基金当前的首要事务

是支持少数族裔社区以应对COVID-19 的

影响。 有关该基金的更多信息以及如何

申请登录 https://www.ethniccommunities.govt.
nz/our-programmes/ethnic-communities-devel-
opment-fund/ 

    我们希望继续通过我们的时事通讯与

您分享相关信息。您可以在这里注册以定

期获得我们的时事通讯 

https://confirmsubscription.com/h/j/D7D814DACB4B8D4C

    我们的电子邮件：

sean.lim@ethniccommunities.govt.nz

    我们的网站：

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

民族事务部-
社区合作团队(北部地区)

https://www.sunsmart.org.nz/be-sunsmart
https://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our-programmes/ethnic-communities-development-fund/
https://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our-programmes/ethnic-communities-development-fund/
https://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our-programmes/ethnic-communities-development-fund/
https://confirmsubscription.com/h/j/D7D814DACB4B8D4C
mailto:sean.lim%40ethniccommunities.govt.nz?subject=
http://www.ethniccommunities.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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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疾呼反对虐待老人
     假期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时间去拜访我们身边的老人—无论他们
是家人，朋友，甚至是邻居。

   在新西兰，每十个老人中就有一个会
遭受某种形式的虐待。而大多数虐待案
例并不会被上报。

    对老人的虐待可以是心理的、经济
的、身体的或者性别等不同形式的虐
待。虐待的发生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
是无意的。虐待老人的现象，可以发生
在任何种族、任何性别和不同社会经济
地位的人群身上。

    如果您担心自己或认识的人可能遭
受虐待，请站出来为他们发声。无论是
您自己受到虐待，或者担心某人可能受
到虐待，请拨打0800 32 668 65 (0800 
EA NOTOK)。这是一个免费而且具有保密
性的报告虐待老人的电话热线，七天，
二十四小时服务，全年无休，任何人都
可以拨打。

    这项免费电话支持提供翻译服务。

更多详情，请浏览老年人事务部网站： 
officeforseniors.govt.nz

需要健康保健信息?

健康指南网站（www.healthpoint.

co.nz）一个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权

威准确的医疗服务信息的信息平台。

华人新冠疫苗接种
研讨会

    TANI团队与卫生局（WDHB），奥克兰中华

医学会（ACMA），国家免疫咨询中心（IMAC）

，注册营膳食养师和华人社区团体（OCA）合

作，这次华人健康研讨会是与11月17日经由

Zoom举行。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低疫苗接种率与老

年人健康”。一些长者担心辉瑞疫苗的安全

性，对接种COVID-19疫苗犹豫不决。此次研讨

会帮助社区成员获得正确的信息并做出知情决

定，以提高包括华人群体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

社区的疫苗接种率。

    奥克兰各地的华人社区领导和社区成员应

邀参加了研讨会。本次 Zoom 会议记录显示有 

121 位访客。演讲小组的专家们分享的他们对

新冠疫苗的知识和最新信息，并回答了与会者

的问题。WDHB的亚洲卫生服务部门推广了他们

的支持服务，包括出租车服务，以帮助老年人

或残疾人去疫苗中心接种疫苗，也可团体预订

和提供免费口译服务。

    全科医生介绍了疫情期间临床诊所的服务

工作程序，并回答了与疫苗安全相关及慢性健

康状况保健等问题。注册营养师鼓励老年人以

保持健康饮食，接种疫苗以增强他们的免疫

力。免疫咨询中心的一位社区教育工作者列举

了一些有关新冠疫苗的错误信息，并善意地帮

助他们了解辉瑞疫苗，这有助于增加他们接种

疫苗的信心。 

    本次健康研讨会进展顺利，受到与会者的

好评。希望这一举措有助于社区会员能为他们

自己做出明智的决定，并为疫苗接种率做出贡

献。                           TANI 团队

http://officeforseniors.govt.nz
http://www.healthpoin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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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就业支持服务   
    新移民 (New Kiwis) 是由奥克兰商会
和新西兰移民局为移民和新西兰雇主提供的
全国性免费就业支持服务。

    现在雇主们正在寻找有才华的新员工，
如果你正在寻找这样的好机会，今天就跟新
移民联系吧！我们有面对面的在线研讨会，
重点关注找工作技巧，简历和求职信，面试
技能，技巧和技术，新西兰的职场文化和关
系网。我们也提供研讨会后续的帮助，定期
的举办找工作的研讨会和针对某些特殊工作
求职过程的专题讲座。 

    Sri Sai Prasanna Kumar Venigandla 
说：“在我的成功之旅上，一路上都有你
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从最初的咨询开始，
到帮助我写求职信和简历，以及提供面试培
训。为我量身定做的指导对我的求职成功帮
助很大。”   

   我们的团队将帮您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招
聘技术，并把您推广到新西兰最大的商业网
络。

   今天就来新移民注册，开始你在新西兰
职业生涯吧，您可获得专业的建议，了解到
各种职位空缺机会。

注册：www.newkiwis.co.nz

电邮：newkiwis@chamber.co.nz

电话：0800 709 907

疫苗与工作场所

部分工作人员需要在12月3日星期五之前打
完新冠疫苗第一针
    需要“我的疫苗通行证”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12月3日之前打完第一剂疫苗，2022
年1月17日前完全接种疫苗。这将适用于酒
店业，各种活动，集会，需要密切接触的

行业和健身房。

雇主必须提供带薪休假让其员工去打疫苗
    员工现在有资格带薪休假去接种
COVID-19疫苗。许多雇主已经在这样做，
以鼓励他们的员工都完全接种。所有的新

西兰人都应该考虑尽快地接种疫苗。

因疫苗接种问题而导致的雇佣关系终止
时，新的有偿通知期要求

    政府刚通过了一项立法，在需要接种
疫苗的工作单位，一些没有接种疫苗员工
被解除雇佣关系时，雇主将提供至少四周

的有偿通知期。

一种新的疫苗评估工具将为企业所用

    政府已经宣布，很快将有一种新的评
估工具，企业可用它来决定是否他们的企
业必须要让接种过疫苗的人来工作。关于
该评估工具的更多信息和指引很快将在
business.govt.nz公布。

    要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新西兰就业
部（Employment New Zealand)网站

拨打免费健康热线
一般健康信息，请拨打：全天候免费电话 

0800 611 116 
咨询更多有关新冠 的信息，请拨打 

0800 358 5453
欲了解更多新冠疫苗的信息，请拨打：

0800 28 29 26 (周一到周日，早八点-晚八点）

Vaccines and the workplace » Employment New Zealand

http://www.newkiwis.co.nz
mailto:newkiwis%40chamber.co.nz?subject=
https://parentscentre.org.nz/
https://parentscentre.org.nz/
http://business.govt.nz
https://www.employment.govt.nz/leave-and-holidays/other-types-of-leave/coronavirus-workplace/covid-19-vaccination-and-employment/


8

2021-2022 SUMMER NEWSLETTER WWW.ASIANNETWORK.ORG.NZ

健康女性与家庭
免费女性健康服务

女性护士专家
我们的服务包括：

• 宫颈涂片         • 性传播感染检测和治疗

• 包括长效可逆避孕在内的避孕措施 

• 紧急避孕         •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疫苗 

• 妊娠测验

    宫颈癌会在没有任何症状情况下的10-15 年
内缓慢发展，筛查会发现细胞在变成癌之前发生
变化。 

    常规三年筛查一次可以预防宫颈癌。

    我们的流动诊所可在奥克兰内不同地点使
用，我们的 ST Lukes 诊所已于周一、周三和周
六开放。

    我们的女性护士专家会解释您的选择的服务
并回答您的问题，我们的健康促进专员们可提供
语言的翻译服务、支持、交通以及讨论任何问题
或查询是否有资格参与。

Michelle（中文健康促进专员）: 021 222 7084

Sudha Thati（亚洲健康促进专员）: 021 272 
2786

Bev Thomas（毛利健康促进专员): 021 040 0266

Faye (健康促进专员): 021 285 0707

    上网预约时间www.wellwomenandfamily.
co.nz, 或打工作电话 : 09 846 7886

    地址: Unit 14, 49 Sainsbury Road, St 
Lukes Business 
Park, Mt Albert, 
Auckland

    马努考地区肠道筛查计划适用于居
住在该地区的60-74岁男性和女性。

    这是一个帮助检测肠癌的免费项
目。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对肠道筛
查项目的认知，并鼓励男性和女性参
与并做测试，这很简单又干净，你在
自己家里做。我们为有资格参加肠道
筛查的人发派；

- 邀请信

- 同意书

- 化验室联系地址清单 - 化验样本投送
到马努考地区指定的化验室（奥克兰
和怀特玛塔地区）

- 免费的肠道筛查检测试剂盒，附有如
何使用该检测的说明，每隔两年发送
一次给所有符合条件的参与者（60 - 
74 岁）

- 在家即可完成测试，操作简单。（做
肠道筛查测试）

- 如果您有问题，请拨打免费电话 
0800 924 432

    了解更多关于肠道筛查项目和测试
的信息，请点击链接。

https://www.healthpoint.co.nz/public/

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iver/counties-

manukau-health-bowel-screening/

马努考地区(Counties 
Manukau)肠道筛查项目 

http://www.wellwomenandfamily.co.nz
http://www.wellwomenandfamily.co.nz
https://www.healthpoint.co.nz/public/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iver/counties-manukau-health-bowel-screening/
https://www.healthpoint.co.nz/public/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iver/counties-manukau-health-bowel-screening/
https://www.healthpoint.co.nz/public/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liver/counties-manukau-health-bowel-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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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hui Tu Kaha是一个毛利iwi组
织，以毛利文化为背景且注重文化多元
性的非盈利机构。我们致力于通过提供
优质的心理健康、社会住房和其他服
务。关爱，沟通和尊重是我们秉承的价
值观。
    Kahui Tu Kaha的亚裔健康服务一直
在关注帮促进亚裔社区的精神和心理健
康。自2005年成立以来，仅在过去的6年
里，我们的团队已经支持了908人去获得
他们的独立和实现个人目标。 
    M先生现年70多岁，自2019年10月起
一直得到我们亚裔团队的支持。他患有
抑郁症，由于不懂得计划使自己的经济
陷入困境，且与家人的关系也不融洽。
我们团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帮助他重新
建立与家人了良好的关系。他得到了当
地预算服务机构的支持，学习了如何管
理自己的收入。M先生一直担心因为自己
的年龄问题会被房东赶出去，而意外的
封城让M先生感到更加的焦虑和沮丧。孤
独无助的感觉恶化了他的心理健康。为
了更好的帮助他，我们在今年的封锁期
间一直为他通过电话为他提供支持，帮
助他减少焦虑和寂寞感。同时我们的团
队与Kahui Tu Kaha 住房团队合作，并
在10月为M先生找到一处过渡性住房直到
他住进自己的长期居所。 
    “对我来说，有一个能讲我的语
言、理解我的文化、倾听我、支持我的
人，真的很重要。”M先生说。 
    如果您或亲友正在经历心理健康问
题，并具备临床服务诊断的，可以通过
您的社区精神健康团队、精神科医生或
您的全科医生的推荐，联系 
referral@kahuitukaha.co.nz获得我们亚
裔团队的支持。
（文中为化名以保护服务使用者身份）

 
压力的管理

      压力是我们日
常生活中一部分。
适当的压力，可以
给我们动力，以达
到我们的目标，过
上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负面信息和过度
的压力，会让我们疲惫不堪，引起焦虑，痛
苦，困惑和许多身体不适症状。以下是一些
处理负面压力的简单提示：
• 识别您的负面压力的来源 – 这可使人们
更容易正确看待它或更好采取行动来管理好
它。 
• 尽可能减少负面压力。学会说“不”，避
免承担太多，并学会管理好你的时间。 
•  解决问题的技巧可以帮助理解问题，我
们要集思广益，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
选择一个可行的方法去解决它。 
• 有些你所面临的事情是无法控制的。应
专注于您可以控制的问题并考虑怎样来解决
它。
• 运动是我们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
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并缓解由压力所致的一些
身体紧张的好方法。 
• 吃得好，睡得香，有助于恢复和建立对压
力的适应能力。 
• 定期抽出时间与家人，朋友参加愉快的活
动。如果你发现很难腾出时间去享受快乐和
社交活动，那就需要专门为自己抽出时间，
比如留出一段固定的时间与朋友见面，享受
爱好或做一些放松的活动。 
• 镇静和放松的技巧，如控制呼吸和渐进式
肌肉放松，可以帮助你的身心变得更轻松愉
快。

促进亚裔社区
对精神健康的主导

夏季心理健康

mailto:referral%40kahuitukaha.co.nz?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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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中风基金会敦促所有新西兰人尽快
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以抵抗中风风险。新的
国际研究表明，COVID-19感染会增加您中风的
机会，如果您未接种疫苗，风险会显著增加。
    该基金会引用了多项研究证明，COVID-19
感染会使中风风险大幅增加3-10倍。还有证据
表明，与COVID-19相关的中风可能比非COVID
中风更严重。
    中风是新西兰成人严重残疾的最大原因，
也是该国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病症。
    由于75%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中风基金
会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们对如何降低中风风险
的认识。
    根据现有的最佳数据，中风基金会得出结
论，COVID-19疫苗接种是一种有效的中风预防
策略，如果可以的话，Aotearoa的每个人都应
该接种疫苗。
    首席执行官乔·兰伯特（Jo Lambert）
说：”其实很简单。请听从科学，因为它告诉
我们，如果您感染了COVID-19，接种疫苗将大
大降低您中风的风险。而且，如果您感染了
COVID-19，并且不幸中风，接种疫苗将意味着
您的中风可能不那么严重。

社会活动补助资金
与我们的社区（iwi和hapū）一起帮助终

止对受心理困扰人群的歧视

    虽然47%的新西兰人一生中会经历心理
困扰或疾病，许多人还是因此被评判和歧
视。

      精神困扰歧视可能发生在许多场合 - 住
房，司法和卫生部门，我们自己的社区，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这种歧视具有
实际影响，并且已知是对经历心理困扰的
人群康复的最大障碍之一。

    为了让社区能够帮助终止心理困扰歧
视，Noku te Ao：“Like Minds”计划正
在推出一项新的拨款项目。这一系列拨款
将通过他们设计的项目颁发给帮助改善对
心理困扰人群有偏见和歧视这一现象的个
人，社区团体和组织。

      这些拨款是通过相关机构合作设计，将
于2022年初至中期开放。如果您有兴趣，
请注册以随时了解最新信息：https://men-
talhealth.org.nz/social-action-grants

中风基金会报告：COVID-19会
成倍增加您的中风风险

资料来源：
• AHA, “Stroke risk higher than expected among 
COVID-19 patients” (2021) “新冠病毒患者的中风风险高
于预期”（2021年）
•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Large-Vessel 
Stroke as a Presenting Feature of Covid-19 in the 
Young” (2020)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大血管中风作为
Covid-19年轻患者的表现特征”（2020）
• Klok, F. A., et al. “Incidence of thrombotic 
complications in critically ill ICU patients with 
COVID-19.” Thrombosis research 191 (2020) “COVID-19
危重ICU患者血栓形成的发生率”。血栓形成研究191（2020
）
• Llitjos, Jean-François, et al. “High incidence of 
venous thromboembolic events in anticoagulated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
stasis (2020) “静脉血栓栓塞事件在抗凝严重COVID-19患
者人群的高发病率。血栓形成与止血杂志 （2020）

https://mentalhealth.org.nz/social-action-grants
https://mentalhealth.org.nz/social-action-grants
https://mycovidrecord.health.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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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克兰临终关怀中心

点亮了“怀念之灯”
    位于 52 Beach Rd 的 西奥克兰临终关怀
中心今年再一次灯火通明。这些美丽的灯光给
Peninsula社区带来了特别意义的点缀。
    每盏闪耀着的灯都让我们想起某位不再和我
们在一起，但永远不会被我们遗忘的人。
    临终关怀中心在尊重COVID疫情指导方针的
同时，邀请您和家人开车经过临终关怀中心，
花点时间去怀念您那特别的心爱的人。
    如果您有一张您和家人来访的灯光照片，请
使用社交媒体#Everymomentcounts与我们分享。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社区企业，是你们的支持让
这种特殊的致敬成为可能。

来自新西兰圣约翰的消息

说实话，别担心！
    与许多从事必要工种的工作人

员一样，我们的救护人员在所有 
COVID-19 警报水平提供紧急情况卫
生服务。我们想向您保证，如果您拨

打 111，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回应你的紧急情
况，即使您已经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或者也许
您已经有症状。

    当您拨打 111 时，请告诉我们您或您的家
人或同住人员可能接触过Covid-19，因此我们可
以评估我们的救护人员需要穿戴哪个层次的个人
防护设备 (PPE)以提供照顾。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优先考虑您的来电，这样做只是意味着您的诚实
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

    同样，我们请求您帮助我们保证我们的工作
人员安全，为了我们所服务社区的安全，圣约翰

所有员工都已接种了疫苗。

免费常规咨询服务
    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大家经历了很多，
公民咨询局Pakuranga 在这为大家提供帮
助：为成人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请致电 
09 576 8331 预约咨询（根据当前的警报级
别，咨询将在Zoom进行）。
    家庭调解咨询：隔周周一下午 2 -4 点
    安妮·斯科特 （Anne Scott）

    一般咨询：每周周五下午 2-4 点
    卢比·帕特尔 （Rupal Patel）

    周六咨询：每周周六上午9.30-11.30
    尼古拉·帕默 （Nichola Palmer）

 

https://www.englishlanguage.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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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冠军
    青少年运动员是一项免费的面向2-10岁的儿童，
包括那些智力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孩子们的游戏运动
项目，这个项目为儿童提供一个有趣安全且包容的环
境，让他们在运动和游戏中，取得在运动、社交和学
习技能方面的成长。欢迎大众的加入。
    了解当地社区即将推出的课程。请点击注册您的
信息报名 go.spcialolyms.org.nz /YAP，或联系
vap@speciaolympics.org.nz, 027 255 8383

    我们有提供工作日和周末的不同课程。请访问 
Spcialolympics.org.nz/young-athletes 获取更多
信息。

减少垃圾

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度过

一个减少垃圾的节假日

请访问我们的脸书页面：

Community WateWise食物残渣

过度包装

组织活动

12月
16日,下午1-2点

17日，早上11-12点

21日，下午1-2点

22日，早上11-12点

https://www.facebook.com/WastewiseAuckland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SCUrk8HIfEWmf8IuD8CBqDK_UU46YQhDuABaBWyYsmVUOUlUMUUzTVBaUTkzQTE4RExONTdWNUZGQyQlQCN0PWcu
https://www.health.govt.nz/your-health/healthy-living/food-activity-and-sleep/healthy-eating?fbclid=IwAR1ofQsNwwYOuxFdxyptYjmq0URyrjgZ-563INckSVh1SpymZlt125Lh97A
https://www.health.govt.nz/your-health/conditions-and-treatments/diseases-and-illnesses/legionellosis-legionnaires-disease?fbclid=IwAR3kuxpkIX5zCM9F6xGOISvBN8K3N8phwO8cp-KAa17xPVGczSpj-oaEgpk
http://go.spcialolyms.org.nz /YAP
mailto:vap%40speciaolympics.org.nz?subject=
http://Spcialolympics.org.nz/young-athle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