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交流社区交流

本期主题: 	» 亚洲健康联络中心促进亚裔群体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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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区新聞及活动

TAN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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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每周六 11:30am-1pm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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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 11月-12月, 每周二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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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号， 周三上午10点 - 12点2022年11月23号， 周三上午10点 - 12点

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Western Springs Garden Community Hall

现场和在线华人健康研讨会（普通话）现场和在线华人健康研讨会（普通话）

主题：预防和管理眼科常见病主题：预防和管理眼科常见病

2022年11月，现场与在线同时举行。 更多2022年11月，现场与在线同时举行。 更多

信息请致电：09 8152338 中文请按 2信息请致电：09 8152338 中文请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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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寄语	
	
    我代表TANI，非常高兴能为各位读者带
来本期春季简讯。无可否认，我们亚裔新西
兰人最近正面临挑战，无论是来自自我隔离
还是与失去工作和家庭收入相关。在此困难
时期，我鼓励您与我们或本简讯中提到的任
何一个服务提供者取得联系，寻求帮助。要
知道，您完全可以向相关服务提供者寻求帮
助，并无须对此不安和犹豫不决。所有社区
都可以得到社会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 
 
    在此春天来临之际，我真诚地恳请您能
参与到未来几个月的众多面对面活动中来。 
TANI 将继续举办更多基于不同种族背景的讲
习班、研讨会、妇女健康和福祉计划、中韩
社区健康讲座、孕产妇健康讲习班、营养网
络研讨会、正念与瑜伽课程等。 
 
    我代表TANI，十分感谢和重视您对我们
所有活动的参与和支持。希望您喜欢本期简
讯，并随时欢迎提出活动改进建议。 
请注意，本简讯还提供普通话和韩语版本。	
                     
           祝
好！（Nga Mihi nui）

TANI主席: Lingappa Kalburgi 博士  

                   新西兰功绩勋章成员；太平绅士 

社区连接服务 
    “当我因为隔离而感到孤独无助时，

圣诞老人带着一个礼盒来到了我家。 这

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感动，令我的心倍感

温暖。”  TANI 的一位客户分享了她在 

COVID-19 自我隔离期间收到我们的食品包

裹时的心情感受。

    “社区连接服务”由 MSD 发起，以满

足受COVID-19影响的社区的迫切需求。TANI 

与 MSD 合作，负责为自我隔离的社区成员

及其家庭提供食物和福利支持。  

    这项支持服务的目的是帮助那些自我隔

离的人，让他们感到关爱和支持。 希望我

们能在帮助他们应对自我隔离所带来的困难

和专注于身体康复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感谢所有辛勤工作并为我们食品包裹的

每一次成功送货上门做出贡献的人。 

From  The  Chairperson

需要健康保健信息吗？
请访问 www.healthpoint.co.nz， 该
网站提供有关医疗保健专业人士，转
诊期待，服
务项目和常
见治疗的最
新信息 。 



3

2022 SPRING NEWSLETTER WWW.ASIANNETWORK.ORG.NZ

鼓励移民社区居民 

参与奥克兰地方选举
    TANI团队继续与许多少数民族社区

领袖及其拥护者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支持我们的社区成员通过

参加奥克兰地方选举来听取他们的声

音。我们在奥克兰地区举办了一系列社

区活动，以提高对当地选举的认识，提

供重要信息，并鼓励亚裔社区表示支持

并投票支持他们选择的候选人。在地方

选举中投票不仅使社区成员能够行使其

投票权，而且还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在

社会中的地位并实现归属感。

    社区领袖由TANI团队提供支持，且

会在与社区沟通之前接受奥克兰市议会

的培训。因此，TANI愿借此机会感谢他

们的承诺和辛勤工作

卫生质量与安全委员会
对健康机构的期望准则

     根据《2022年Pae Ora（健康未来）

法》，卫生质量与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对消

费者和卫生部门参与的期望准则。该守则

以卫生部门和《怀唐伊条约》原则为基

础，制定了卫生实体在规划、设计、提供

和评估卫生服务方面应如何与消费者、卫

生和社区合作。

     所有卫生实体必须按照守则行事。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

1) 与消费者和消费者共同设计，以确保

社区参与，

2) 使用消费者体验数据来改善健康服务，

重点是减少在卫生系统的不公平现象，

3) 通过与其他机构的跨部门合作，解决

减少卫生系统的不公平现象

4) 使所有消费者都能获得信息、资源和

参与机会，

5) 资源消费者和家庭为政策设计做出贡

献并参与其中，并确保社区在服务执行时

参与各级活动。

    通过使消费者， 其家庭和社区实际

参与到在卫生服务的设计、提供和评估过

程中，期望为整个新西兰带来一个更安

全、更高质量的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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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次波及到全面并且匿名的
跨性别者以及居住在新西兰非二元性别
的健康幸福调查。我们会问一些与2018
年相同的问题看看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
变化。其他的问题是新的，基于对关于
我们社区其他重要问题的反馈。这项调
查针对所有目前居住在新西兰的十四岁
及以上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不管
你是用“跨性别”还是“非二元性别”
来描述自己，也不在乎你是否已经或计
划采取医疗措施来确认自己的性别。

调查中的一些主题:

-	情绪和身体健康

-	获得确认性别的一般保健服务的经验

-	转换实践经验

-	原住民、有色人种或来自少数族裔社区

-	羞辱、歧视和暴力

-	聋哑人或残疾的跨性别者或非二元性别
者

-	社会支持和联系	(包括来自同龄人、家
人、家庭、文化或其他社区)

						欲知更多详情，请电邮:kiaora@
countingourselves.nz

重新连接那些能振奋你
的人和地方

    自1993年以来心理健康意识周每
年由心理卫生基金会举办。心理健康
意识周由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认可，
在150多个国家的一年中的不同时间开
展。2022年，心理健康意识周(MHAW)
将于9月26日至10月2日举办。

    今年的主题是“与能让你重新振
奋起来的地方和人重新连接”

    过去的几年很艰难，很容易感到
与我们重要的人和地点脱节。

    无论是联系那些与您失去联系的
人，拜访一个对您特殊的地点或是出
发前往大自然，我们希望您能加入我
们此次的MHAW，与让您振奋的人们和
地点重新连接，提高您的福祉- hei 
pikinga waiora。

    为了帮助您为自己、家庭、学
校、工作场所或社区开启此次主题，
请翻阅MHAW 2022 日常活动指南。

    知识来自于倾听； 通过聆听，
获得知识； 通过知识，产生理解， 
因为理解而获得智慧；智慧会带来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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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的免疫系统对称为过敏原的物
质反应过度时，就会发生过敏。你的身
体将过敏原视为入侵者，并开始产生针
对它的抗体。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花粉症） 在新
西兰非常常见 ， 通常发生在春季和夏
季。花粉症 是鼻子，眼睛，喉咙和鼻
窦的炎症，这是由于过敏引起的，过敏
是由许多刺激物引起的，如草花粉，宠
物皮屑和尘螨。症状包括鼻塞，流鼻涕
和发痒，打喷嚏，咳嗽，眼睛发红，发
痒，流泪，鼻子堵塞，头痛，嗜睡和疲
劳。

    如果您或您照顾的人出现以下
过敏反应的症状，请给予肾上腺素
（EpiPen）（如果有的话）或拨打111呼
叫救护车：

• 舌头肿胀

• 喉咙发紧

• 呼吸困难或喘息

• 说话困难或声音嘶哑

• 头晕或突然倒下

• 苍白和疲软（幼儿）

    自我护理措施： 预防症状的最佳
方法是避免过敏原，例如，如果可能的
话，呆在室内，戴上环绕式太阳镜以避
免花粉进入眼睛...... 与您的医疗团队
交谈，了解哪些其他治疗方法会对您有
所帮助。

信息来源: https://www.
healthnavigator.org.nz/health-a-
z/h/hay-fever/ 

季节性过敏性鼻

拨打免费健康热线
一般健康信息，请拨打全天免费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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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八点-晚八点）

针对新冠病毒和流感
的免费支持服务

    奥克兰的药店现在向符合条件的
COVID-19患者免费提
供抗病毒药物，这些
人患重病的风险较
高，无需处方。提供
此服务的药房可在健
康网站: https://www.healthpoint.co.nz/ 
pharmacy/?serviceArea=im%3A1382476  

• 在 https://
requestrats.covid19. 

health.nz/ 网站上免费
可以预订RAT检测合，
最多可提供12人或打电
话给：0800 222 478. 

• 新冠病毒社区检测中心
和RAT采集中心免费提供
口罩。 

• 许多社区药房可  

以提供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符合条
件的人群无需预约，或者在您的全
科医生预约 - 提供此服务的药房
名单在健康网站（Healthpoint）: 
https://www.healthpoint.co.nz/ 

pharmacy/?serviceArea=im%3A460472 

信息来源：北部地区卫生协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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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心理健康和福祉？ 并在他们回答时饶有兴趣地倾听。
• 想一想在您的生活中，是否有人可能正
在经历艰难时期。伸出援手并询问他们怎
么样，给予同情并倾听。(信息来源：MHAW 
2022 指南)

    世界卫生组
织将幸福定义为 

“这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
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潜能，能够应对生活
中的正常压力，能够卓有成效地工作，并
能够为社区做出贡献。”
    每年有五分之一的新西兰人都会经历
精神疾病和/或成瘾，重要的是要记住，
使用正确的支持，许多人是确实可以康复
的。幸福并不是仅适用于那些没有经历过
心理疾病的人， 而是使用于所有人。
与自己重新建立联系的一些方法：
• 花点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觉如
何？” 试着大声对自己说。大声倾听您
内心的想法可以帮助您弄清楚在您的身心
内部发生了什么。
• 拿起笔和纸，写下您感激的三件事。 
花时间去注意和反思我们所感谢的事情，
有助于帮助我们体验更积极的情绪。
• 出去散散步，做一些瑜伽或其他您喜
爱的体育活动。活动您的身体可以帮助您
平静您的思绪。
• 喝杯茶，坐在外面，聆听周围的声
音。注意在如何使您享受安静的片刻及您
自己的感受。
与亲友重新建立联系的一些方法：
• 联系您想重新联系的人。如果可以的
话，打电话给您的家人，发信息给您的伙
伴或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相信由此会
为您们彼此双方都带来动力。
• 组织简易的晚餐、烧烤或与您的家
人、朋友、同事共享午餐。
• 在一天结束时，问您的朋友、家人或
同事，在他们一天中最棒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都有心
理的健康。这是
一个宝藏，是需
要被照顾的东
西，这样我们才
能过上最好和最
充实的生活。

世界更年期认知月-	
2022年10月

				在世界更年期认知月，让我们公开谈谈
更年期。这是衰老过程中一个正常的、自
然的部分，但许多女性仍然担心经历更年
期。当然，在激素变化（如潮热）时，也
有一些不太理想的症状，但也有值得庆祝
的事情，例如不会再有月经、PMS	或担心
意外怀孕等相关的烦恼。再加上更年期常
会带来的更自信和更自由的感觉。拥抱10
月，使它成为令人惊异的个人成长和兴奋
时光。https://nationaltoday.com/world-meno-
pause-month
							更年期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	通常
发生在45至55岁之间。新西兰平均年龄
为52岁。在更年期期间，你的卵巢功能降
低，	产生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越来越少，	女
性荷尔蒙的减少会导致潮热，情绪波动，
盗汗，焦虑，心悸，抑郁，睡眠问题和阴
道干燥等症状。	最终，你的月经停止了。	
当你连续12个月没有月经，你已进入了更
年期。大约70%的女性在更年期有明显的
症状，40%的女性会因为症状而去看医生。
							绝经后，您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骨骼
变薄）和心脏病，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
降低这种风险。https://www.healthnavigator.
org.nz/healthy-living/m/meno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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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女性的机会
							在卫生部,	Albert-Eden和
Puketāpāpa地方委员会的资助下，来
自Kāhui	Tū	Kaha的Kupenga	Ora	恢复
了在Mt	Albert	Senior	Citizen’s	Hall和	
Wesley	Centre为社区提供各种健康福址
项目。国际妇女团体始建于2018年，当
时每次的活动为时3个小时，包含5个方面
的内容：见面和问候；健康和福址；社区
知识和资源；企业工艺和共享午餐。在疫
情封城和红色交通灯后期，我们改为9个
月的线上ZOOM活动，每次1.5小时，5方
面内容格式不变。文化特色的烹饪演示替
代了实际的食物。为使参加的人士能够继
续在家参与企业工艺活动，我们配送了家
居资源。

							同时还新增一个ZOOM活动内容，女
性商业规划引导。这项内容每周都吸引众
多参与者。其中四名努力的女士完成了
各自商业计划概述的任务。两名女士如
今已完全进入商业运作	https://youtu.be/
RUvAX4Uy0gw。两人继续参与高级别的
项目，进行产品开发和市场测试。这一引
导课程为期六周，每两周一次线上ZOOM
授课一个小时。高级别的课程看需要而
定。

							更详尽的信息请联系Marion	
Gordon-Flower,	027	7003123.																		
marion.flower@kahuitukaha.co.nz 

 

您的权利准则
							在新西兰使用健康和残障服务时，您可以
行使一些保护权利。健康和残障服务的消费者
权利包括以下10项内容：

权利1：被尊重对待的权利；

权利2：免受歧视、胁迫、骚扰和剥削的利；

权利3：尊严和独立的权利；

权利4：获得适当标准服务的权利；

权利5：有效沟通的权利；

权利6：被全情告知的权利；

权利7：做出知情选择和给予知情同意的利；

权利8：获得支持的权利；

权利9：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权利；

权利10：投诉的权利。

							这些权利准则旨在保护您作为健康消费者
的权利，帮助解决任何您在权利未得到保护时
的不满。

							如果您接受医护照顾时有担心或认为您的
权力未得到尊重，您应与提供服务的个人或机
构进行讨论。去和服务提供者见面时，您可以
请一位朋友或亲戚陪同。同时您还可以向一个
独立的健康和残障律师寻求帮助。训练有素的
律师会向您和您一样处境的人提供免费的意见
和支持。请通过免费电话0800	11	22	33联系
本地的律师。



8

2022 SPRING  NEWSLETTER WWW.ASIANNETWORK.ORG.NZ

巴士伙伴 
（Plus One Companion）

    来自奥克兰交通局的好消息！

    他们推出了一项新计划，让有资格

获得 Total Mobility (TM) 特许权的

残疾人士可以携带一位同伴免费乘坐巴

士：Plus One Bus Companion 使巴士

旅行更方便。详情见： https://www.

stuff.co .nz/pou-tiaki/129612622/

companions-of-disabled-bus-users-

travel-for free-in-auckland。这项

倡议来自奥克兰交通局，得到了公共交

通无障碍小组的全力支持。为了实现让

每个人都更容易使用公共交通，除了所

有的幕后努力之外，还往往要面临一场

艰难的工作，用以说服残障人士相信基

础设施的设计确实考虑了他们的需求，

以及这会对他们有用。巴士上的伙伴车

票从长远上有助于给他们建立必要的信

心。同样重要的还有巴士设计的改进，

它可以更好地适应使用轮椅等助行设备

的用户。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巴士上都可

以使用助行设备，消除了之前对所需乘

坐的巴士是否能够容纳不同设备的不确

定性。我们希望人们能利用该计划，大

胆尝试我们的巴士网络，它将会更加完

善......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这个特许权

也可以适用于火车和渡轮。

免费 * 女性健康服务
（附条件）

女性护理专家

     Manaakitanga 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

我们关心我们所做的事情。Well Women and 

Family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我们的任务是消

除障碍，让女性更容易获得宫颈筛查和避孕服

务。我们的女性护理专家有时间解释您可供选

择的方案，并回答您的问题。我们的健康推广

人可提供语言、陪伴、交通等方面的帮助，以

及讨论任何问题或资格查询。

    “宫颈癌可在 10-15 年内缓慢发展，没

有症状。宫颈筛查可在细胞癌变之前发现其变

化。每三年一次常规筛查可以预防宫颈癌。”

    我们的诊所周一至周六开放，服务包括：

• 宫颈涂片 • STI 性病检测和治疗

• 避孕包括长效节育 • 妊娠检测

• 紧急避孕 • HPV 疫苗

奥克兰免费、低价诊疗

预约电话：09 846 7886

手机或短信: 021 222 7084

在线预约：www.wellwomenandfamily.co.nz/clinics

或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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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Gu 谱写新的职业旅程

    Julie已经在Future Skills技能 学院

Royal Oak校区完成英语阅读与写作课程， 顺

利毕业。 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里

程碑，然而她的学习之旅并未止步于此。 这

位单亲妈妈目前正继续攻读‘新西兰健康和福

利证书(社会和社区服务)的四级专业，侧重

于心理健康和成瘾。43岁的Julie说，她正在

努力学习，为她7岁和10岁的儿子树立一个好

榜样。“我的孩子们是我努力学习的原因和动

力。” 这位华人学生想要尽快地实现经济独

立，同时更好的回馈在新西兰社区和帮助过她

的人。

    Julie到Future Skills 技能学院就读其

中的免费就读课程， 是受到了一位支持和帮

助她的护工（社工）的建议和鼓励，在Royal 

Oak 校区开始学习之后，Julie形容“这是一

个非常惬意的地方，如家一般的亲近” 。为

了专攻心理健康专业，Julie选择先修读‘英

语阅读与写作’的课程。“一开始，我不确定

自己是否能应付四级的课程专业，所以我加入

了Pary老师的课来检测自己的学习能力。我非

常感激Pary老师对我的付出和努力的肯定，她

相信我能顺利完成学业。庆幸的是，在Pary 

老师的课上，我获得了良好的基础，这增强了

我的信心，更有信心接受更高的学习挑战。”

    Julie很喜欢学习心理健康，对这个工作

领域充满期待。 “我尊重这份职业，尊重这

份职业对社会

与人们给予的

帮助价值。”

华人共度中秋佳节 

     2022年9月10日中秋节，新西兰奥克

兰近千名多族裔朋友齐聚奥克兰西湖男子

高中大礼堂，共度中秋佳节，有30多个团

体参加联欢会，他们分别是华人华侨社

团，毛利族裔，欧裔和太平洋裔等，联欢

会收到中国驻新西兰奥克兰总领事馆发来

的贺电，新西兰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地

方候选人，奥克兰警察等，纷纷前来祝贺

联欢会圆满成功。

    节目新颖独特，亮点多多，融合了多

民族参与，毛利传统欢迎仪式，毛利战舞

及合唱团，中国传统拜月仪式，小朋友合

唱团，诗朗诵，小模特表演，中华传统戏

曲，模特走秀，舞蹈，节目精彩纷呈，观

众时时报以热烈掌声，还有欢乐抽奖活

动，联欢会促进了中新文化交流，促进融

入主流社会及多民族的团结，大家在欢歌

笑语中度过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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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关怀协会罗德尼（Rodney）地
区和奥克兰西区社区居民使用医院

接送班车的服务 
谁可以享用此服务？ 

•这是一项按需服务，仅适用于门诊预约！

谁可以使用这项服务？

•西奥克兰居民在北岸，奥克兰医院，格林兰

临床中心接受门诊预约

预订服务： 

•建议您在收到门诊预约信时预订班车上的座

位。必须在门诊预约前3个工作日预订座位。 

•班车服务将安排乘客的接送时间，以便他们

可以到达

班车票价： 

• 西奥克兰 - 北岸和奥克兰医院，以及格

林兰临床中心$ 12往返,或$ 6单程 

• 北岸医院接至怀塔克雷医院 $12 往返或 

$6 单程。

班车服务的办公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九点半到下午四点。

想了解更多，请致电09 426 0918 或 0800 809 

342 （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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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奥克兰地方
选举中投票？

 奥克兰的地方政府，也被称为奥克兰

议会，负责照管奥克兰当地的服务和设

施。通过投票，您对谁将会帮助制定影

响社区、城市、地区的决策以及设施和

服 务 得 到 怎 样 的 照 管 和 发 展 拥 有 发 言

权，包括美化我们地区公园，当地图书

馆适当的开放时间，提升游乐场，运动

场，休闲中心和废物处理服务等。

由于奥克兰是我们国家最具多元文化的

城市，每个奥克兰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

和优先事项。这就是每一票都至关重要

的原因。

谁可以投票以及如何投票？

      只要您是18岁或以上新西兰永久居民

或公民，并在选民册上注册了就可以投

票 - 访问 vote.nz 检查您是否已注册并更

新您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已注册，请留意从9月16日，

星期五开始送到您信箱的紫色信封, 然后

将选好的信件放入橙色信封，将其投递

到您附近的投票箱或新西兰邮政信箱。

您还可以通过用手机扫描橙色信封背面

的QR码来查找投票箱位置。记得在10月

8日中午之前投票。

 如果您尚未注

册，您仍然可以投

票 ， 请 致 电 0 8 0 0 

922822，您将会

收到一个特别投票

包。或访问市议会

服务中心来领取。

华人社区

奥克兰地方
选 举 活 动  

集锦



 
 2022 投票选举（Te kōwhiringa pōti）

    投票将于9月16日开始，10月8日结束！ 
奥克兰人将选举新的市
长，选区议员和地方委员
会成员。 
    如果你关心你的城
市，重要的是要投票，并
有你的发言权，谁将代表
你的社区和塑造为塔马
基·马考劳 （Tāmaki 
Makaurau） 做出的决定。 
所有候选人陈述均可在此
处找到： 
voteauckland.co.nz/findcan-
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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