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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人除根於力致是會協癌症國美 
類健康大敵─癌症─全國性、
義務性的保健組織。藉由研
究、教育和服務來預防、早期
發現、及提供患者所需要的實
質及精神支援，使得患者在抗
癌路上不至於孤單奮鬥。

 
 

 

 

  
   

  

  

 
 

     
 

本會服務項目及報告

項目 01/2006 至 03/2006

癌友電話咨詢服務  56人次    

交通/就醫翻譯服務  109 趟

家庭探訪  145人次

邁向康復   23人次

癌友及家屬互助小組  65人

乳癌癌友互助組   53人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29人

5 場  161人公眾教育

華人分會 Open House

 為慶祝華人分會喬遷至新的辦公

室，特於三月三日舉行 Open House 邀

請義工們共同前來歡聚。由董事會負

責點心招待，並請義工代表共同切蛋

糕慶祝。 (左圖)

蔡琴防癌慈善義演

 蔡琴帶著淳厚、磁性、感人的歌喉

，於五月六日與七日再度於蔡琴「有琴

有義」防癌慈善義演中迷倒灣區觀眾。

蔡琴今年更勝於前年的表現讓灣區的樂

迷感動不已，而矽谷人的慷慨捐獻更沒

有辜負蔡琴的期望！主辦單位華人癌症

紀念基金會董事徐靜雲將以淨收入50%

，即二十萬，捐給華人分會。(中圖)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

 由北加州包括華人分會在內的九個

大慈善團體所組成的美華慈心關懷聯盟

正積極籌劃於八月中舉行義工培訓講習

，目的在提升對華人臨終病友服務的品

質。華人分會前會長陳明慧為聯盟的主

要召集人，本會副會長李玲及義工趙菠

倩為講習課程召集人。(右圖)

本刊歡迎各界投稿，舉凡抗癌經
驗，癌患照顧及義工心聲等都是
我們迫切需要的。來稿請註明「
談癌季刊」，如有疑難問題，請
來函。我們會請教專家來回答您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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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華裔病人“林太太”去看腫瘤科醫
生，在苦等了近兩個小時之後，終於進了診療
室。這時她的心裹已是七上八下，有好多的
問題要請教醫生，不料一進門，醫生就一連
串的問診和檢查，並仔細地解讀斷層掃瞄(CT 
Scan)密密麻麻的結果報告，再加上討論治療
的過程，等到她出了醫院，才懊悔自己的問題
和疑惑，原來都沒機會跟醫生提出來！

      這幾年來，我的研究領域包括了醫病關係
和其二方之溝通。經過對醫生和病人之間的言
談之分析，我發現有一些常見的問題。其實林
太太那天的經驗並不獨特。以下的一些小建
議，或許可以提供你或你的家人、朋友去看醫
生時，作個參考。

向醫生提出問題：
該什麼時候問？又該怎麼問才好？

 我們都知道，在醫療體系中，病人絕對
有“知的權利“。醫生有義務回答你所有的疑
問。但是實際上來說，由於時間上的限制和醫
生們不同的專業態度，病人的疑問時常受到忽
略，甚至連發問的機會都沒有。生病的痛苦已
經夠受了，要是感覺不受醫生的重視，心理上
的壓力是加倍的。

      研究醫病溝通方面的學者發現，醫生病人
之間的診療過程，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系統
化。在大多數的診療過程中，不論是刻意還是
在不知不覺中，醫護人員都依循著特定的程
序。當然，診療的細節是每一個個案都不一
樣，但是我們不妨看一看大多數遵循的基本模
式。以下是個大概的過程：

 (1) 開始：寒暄問候(opening)
 (2) 主要病況的敘述 (complaint)
 (3) 問診或檢查(examination or test)
 (4) 診斷(diagnosis)
 (5) 醫生提出治療方法 (treatment or advice)
 (6) 結束(closing)

 當我們對於這些步驟有了一些初步的認
識之後，不難發現為什麼醫生在某些時候比較
願意回答病人的問題；而在某些時候，會對
病人提出的意見或疑問不置可否。舉個例子
來說，要是病人在醫生檢查斷病的時候，不
時地提出問題，醫生有可能不理不睬。在這
個時候，等到醫生提出下一步建議以後再問
或許效果會好一些。另外，醫生常常會在看
病的最後，跟病人提出:” 你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嗎？”(“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這
個問題，雖然聽起來有一點兒形式化，卻往往
是提出任何憂慮或者疑惑的好時機。
        
 至於該怎麼提出問題比較能得到好的效

醫病溝通專欄導言 創會會長邱慈艾

許多病人及家屬常視與專業醫護人員之溝通為
一大挑戰。語言自是一層隔閡，但絕不是唯一
的因素。中美文化的差異也影響了人際的互 
通，此亦往往是醫病溝通的最大障礙。憂慮、
焦急、及恐懼更加深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減
輕癌病患者這些額外的心理負擔。本會特別邀
請周文穎博士（Ph.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在七月三十日的「癌友照顧護理研習會」做一
小時的專題演講，針對華裔病患與美國主流醫
護人員在溝通時所遭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作
充份之討論，並求解決之道。文穎的專長是社
會語言學及醫病溝通，故希望能在此一系列的
座談會中，引出相關研究結果，供大家作參
考。在座談當中，病人及家屬也有機會分享個
人經驗，並互相交換心得，不論是成功的例
子，還是遭遇困難的經歷，都可以提出來討
論，並求解決之道。除了上述研習會外，文穎
也為我們的季刊闢一專欄，就醫病溝通時常見
的問題，提示病人及義工們一些因應之道。就
從這一期開始，文穎寫出她觀察到在門診時病
人與醫生對話過程，並指出病人如何能最有效
地從醫生口中得到預想問題的解答。以後此一
專欄將有精闢的內容，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醫病溝通專欄 
周文穎

周文穎是喬治城大學的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
華府華盛頓大學，並在喬治城大學醫院癌症中
心作研究。她主要研究範圍包括醫病關係，臨
終關懷，以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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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呢？在我的研究中，發現一般在英語環境
下，用一些開門見山的詞語，通常能幫助得
到醫生的注意。比方說，先說：“醫生，我
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Doctor, I have a 
question”)或者說“我想到幾個問題想請教
您”。(“I have thought of a few questions that 
I’d like to ask you”)。這些話語可以清楚的讓
醫生知道你準備要問他一些問題，而他會暫
時放下手邊的事來聽你所要說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溝通辦法，是準備一
個生病日記。在本子裹，記錄下每次檢查、
看病及所有的醫療過程。這些細節或許不都
重要，但是可以幫你去看醫生時更加有所準
備。比方說，你可以在看病之前，先把所有
能想到的問題都列出來，當你問問題的機會
來的時候，你甚至可以把日記本拿出來，逐
一向醫生提出。
       
 我發現無論是在醫界、學界，在討論醫
病關係時，都強調醫護人員的責任，很少提
到病人也可以盡力參與。其實，當我們等不
及醫生們改變他們的作風，而病情上又非得
依靠醫療服務時，或許作為病人的，也可以
試著去改善醫病關係。畢竟任何溝通都是雙
向的(two-way)。

「醫病溝通」的常見問題
趙菠倩

 1. 我的癌症有多嚴重？要怎麼治療？
 2. 醫師的經驗、背景和專長？例如：開刀經驗
 3. 如何得到第二位醫師的諮詢？以獲得治療 
  選擇的信心
 4. 希望醫師說明治療的程序？副作用的處理
 5. 可否有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增加信心
 6. 治療後的自我照顧問題？有哪些注意事項？ 
    （身心靈的建設）
 7. 治癒率如何？復發機會有多大？
 8. 另類療法可不可以和正統療法同時用？會  
  不會衝突？

華裔防癌先鋒獲亞當斯獎 
邱慈艾領導北加華人癌會抗戰病魔 

10位受獎人中唯一亞裔 

摘自世界日報記者葉國超亞特蘭大報導
 

 總部設在亞特蘭大的美國防癌協會
(Amer i can  Cance r  Soc i e t y )5月18日晚
間頒發2006年「亞當斯提高生命品質獎」
(The Lane Adams Quality of Life Award)」，
10位受獎人中，美國防癌協會北加州華人
分會創會會長之一邱慈艾是榮獲這項榮譽
的唯一亞裔。 
 
 該獎是紀念已故癌協執行副總裁亞當
斯(Lane W. Adams)，他被喻為美國防癌協會
「具有前瞻性的領導人」。 
 
 擔任執業會計師30年的邱慈艾表示，
這個獎是獻給在癌協中默默付出的華人，
該獎是肯定他們長期來的努力付出。
 
 邱慈艾回憶，1986年父親得了「多發
性骨髓瘤」，三年後去世，這段經歷讓邱
慈艾體認到應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周圍
遭遇相同的華人，於是她開始關心癌患。 
 
 剛開始的時候，邱慈艾號召身邊的親
友，加上主動參與的華人，當時草創時只
有18人，他們於1994年終於成了美國防癌
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12年來這個組織發
展到有四位全職員工與250名義工的組織。 
 
 邱慈艾在五年前籌募了百萬元種子基
金，僅靠生息來辦活動，成為癌症協會的
幾千個據點中，唯一有種子基金的組織。
邱慈艾更居間促成美國癌協與台灣、中國
大陸間進一步的交流。邱慈艾說，這幾年
來，她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有許多無所求
的華人義工，默默地付出，她也很高興透
過美國防癌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帶動了
華人的義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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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醫生怎麼說
葉錦富 (Tin Hla) 及陳俊哲 (Jay Chen) 醫生均
是灣區經驗豐富且通中文的癌症專業醫生，有
20年以上的看診經驗。葉錦富醫生同時曾任
1999年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會長。 

韓  韓

    患上癌症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是個好消息，
彷彿生命頓時失去了保證，病患也往往感到萬
念俱灰。在尋求治療的路途中，醫生無形中成
了癌友抗癌戰中的導航師。在這期的季刊中，
記者訪問了兩個癌症專家，葉錦富及陳俊哲醫
生，以作醫生的立場，談談一些常發生在病人
身上的問題，我們在此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問題(1) 作為一個專業醫生，你是以如何的心態來
面對癌症患者?

葉醫生: 作為一個專業醫生，我一向本著積極
的態度和開明的心境與病人談論他們的診斷結
果、治療的選擇、治療後的預期效果、及治療
的副作用。

陳醫生: 許多癌症病人聽到得了癌症，就會想
到一個「死」字。作為一個專業醫生，我會開
導我的病人，勇敢面對、正視癌症。其實癌
變和其他疾病一樣 ， 只要早期發現，經過診
斷，對症下藥治療，有些癌症能完全痊癒，部
份病人亦能延長生命。幫助病人減輕併發症和
痛苦，予最好的治療是一個專業醫生的職責。

問題(2) 當病人知道自己罹患癌症而不想讓孩子、
父母、或者朋友知道，你覺得如何?

葉醫生: 我會建議病人在適當的時間，告訴自
己的親人、父母、子女、甚至朋友們關於自己
罹患癌症的真相，你可能會驚奇的發現，他們
的接受度會比你預期的高。抗癌是長期抗戰，
一個團隊的抗戰會比孤軍奮鬥來得容易。作為
一個癌症病患，有了家人及朋友愛的支持和鼓
勵，更能對付痛苦的抗癌過程。隱瞞實情將導
致壓力及憂慮的增加，對病情是絕對沒有任何
好處的。

陳醫生: 不想病情讓家人知道，這種情形多數

癌患的問題
摘自美國癌症協會「癌友生活指引」

您應向醫生提出哪些關於手術的問題？
 
 • 為什麼要做手術？手術成功的可能性有  
  多大？
 • 是否有任何其他治療該癌症的方法？
 • 您是否是美國外科醫師學會認證的醫  
  生？
 • 您曾做過多少次您建議我接受的手術？  
  對於我患的這種癌症，您是否有豐富的  
  手術經 驗？
 • 在這個手術中，您要做些什麼或切除什  
  麼？為什麼？手術需要多長時間？
 • 手術後有哪些注意的事情？是否很痛？  
  是否要採取引流措施或使用導管？手術  
  後要住院多長時間？
 • 手術對我的身體有何影響？
 • 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康復？是否有任何永  
  久後遺症？
 • 拋開癌症不談，我現時的健康狀況是否  
  足以承受手術和麻醉帶來的壓力？
 • 手術有哪些潛在的風險和副作用？
 • 手術造成死亡或殘障的風險有多大？
 • 若選擇不做手術，會有什麼後果？
 • 手術治癒癌症的可能性有多大？

您應向醫生提出哪些關於化療的問題？
 
 • 我將使用哪些化療藥物？
 • 我將如何使用這些藥物（口服或靜脈注  
  射）？
 • 每隔多長時間化療一次？
 • 化療需要多長時間？
 • 可能會有哪些副作用？
 • 為了保養自己，我有哪些應該或不應該  
  從事的活動？
 • 可能會有哪些長期影響？
 • 若有需要通知我的症狀，下班時間應如  
  何與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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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生在中國病人、東南亞及墨西哥病人身
上，但是美國法律規定病人有絕對的權利知道
病情及參與治療的決定，所以需要和病人家屬
解釋和溝通，有了對病情的認識，病人和家屬
才能進一步好好準備下一階段的治療計劃。

問題(3) 反之，當病人病入膏肓之際，作家屬的要
求醫生隱瞞嚴重病情，不要告訴病人 ， 你會如何作?

葉醫生:在美國病患有權利知道他們自己的正
確病情，當病人已到癌症晚期，及時的告知，
病人才能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遺囑和後事，不至
造成事後遺憾。同時醫生會對病人提出一些安
寧照顧的選擇，使病人不致於遭受太大的痛
苦。

陳醫生: 隱瞞病情是不智之舉，醫生會儘量向
病人家屬解釋和溝通，駝鳥心理絕對不適當，
病人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會有所感覺，不是能
隱瞞的，最重要的是溝通。當病人已在晚期階
段，需要和病人解釋及安排安寧照顧。

問題(4) 當病人對治療的方法有很強烈的懷疑及排
斥時，你會如何建議病人?

葉醫生:當癌友對治療的方法有懷疑，我通
常建議病人尋找更進一步治療的確定(Second 
Opinion)。 我同時會介紹癌友互助會，讓有經
驗的存活癌友們(Survivor)與病人交換治療經驗。

陳醫生:安排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尤其安
排病人到不同教學醫院去聽聽治療意見，當病
人聽到一樣的治療方法，就會減少懷疑及排斥
的心態，進而願意與醫生配合。

問題(5) 很多病人捨棄傳統西醫治療而走向另類療
法或中醫療法，你如何處理?

葉醫生:我會取決於病人所罹患惡性腫瘤的類
型和階段作適當的建議。如果我知道癌症類型
是早期和可醫治的，我會堅持癌友接受傳統西
醫治療，不致於錯失了治療最好的時機。如果
是西醫已束手無策的晚期癌症病患，我不反對
利用另類療法(Alternative treatment) 。

陳醫生:我個人認為一般另類療法的成果並不
令人滿意，尤其花費很多財力和人力，卻得不
到預期的效果，但是病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治
療方法，會尊重病人和家屬的抉擇。

問題(6) 你最喜歡及最怕的病人態度為何?

葉醫生:若是病人以積極開朗的態度聽從配合
醫生的治療計劃是我們高興見到的。對於不聽
從醫生的治療計劃、不告訴病情真相、與醫生
配合的病人，是我們當醫生的最大的頭痛。

陳醫生:最喜歡的病人態度是能面對疾病、信
任醫生的專業知識、在治療過程中與醫生配
合、有任何疑問會主動向醫生提出討論。最怕
的病人是對醫生不信任、自己私下到處嘗試各
種偏方，耽誤了治療最佳時機，影響治療過
程，無法成功完成治療成果。

問題(7) 癌症病患由於恐懼而得了憂鬱症，你們會
如何幫助他們?

葉醫生:病患之所以會有憂鬱症，很可能來自
於1. 對病情的恐懼 2. 隨治療而來的副作用 3. 
經濟的拮据 4. 家庭問題的困擾。首先我會找
出造成憂鬱症的主因，再對症幫助。若是副作
用問題，醫生能使用適當的藥劑緩和。若是經
濟問題，將介紹適當的組織及部門幫助。病患
如果是溫和的消沉，宗教及互助團體能夠幫
助。若是嚴重的憂鬱症，病人則應該求助於心
理學或精神科醫生。

陳醫生:如果醫生能在病人得悉罹病後，和病
人有明確的溝通，解釋清楚，讓病人對病情的
狀況治療方式、藥物的副作用、化療和放療的
反應、如何預防及減輕病人的不安與恐懼。同
時病患如有家庭及宗教的支持，亦能幫助病人
順利進入治療過程，減少憂鬱症的發生。

問題(8) 你認為癌症病人應持怎樣的人生觀?

葉醫生: 病友應安排積極的生活態度，如果身
體狀況許可，應該恢復正常生活，積極吸收最
新醫療知識、定期作身體追蹤檢查。根據許多
臨床試驗，積極的生活態度更能幫助癌友保持
身心的健康及生活的品質。

陳醫生: 人生是門很大的哲學課程，每個人的
人生觀都不同，取決於個人的成長背景、個
性、宗教信仰和遭遇困難及挫折的處理方式。
一般而言，對生活積極樂觀、不逃避苦難、不
怨天尤人、面對疾病、接受挑戰的病人比較容
易本著平常心邁向辛苦的抗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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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C (ascorbic acid, vitamin C)，也有可能在
高溫以及光線的刺激下發生化學反應而導致
苯的生成，飲料中的糖分和穩定劑EDTA則可
抑制苯的產生。早在1990年，FDA 和休閒飲料
製造廠商就已經知道，當儲存溫度高於30ºC，
在紫外光(UV light)照射數小時之後，某些飲料
中的苯含量會大幅提高。在FDA 最近的小型檢
驗中發現只有極少數的休閒飲料含苯量超過飲
水含苯上限(5ppb)，FDA認為目前資料顯示飲
料中苯含量並沒有不安全，要等到完整正確的
資料蒐集完畢，才會公佈各種飲料中的含苯數
據。

 在等待FDA更進一步公佈數據的同時，營
養人生的建議是：

 1. 口渴的時候還是喝水最解渴，不含任  
 何卡路里、防腐劑或人造化學成份，安全 
 、不胖人也不會帶來蛀牙，是優於所有休 
 閒飲料的最佳選擇。

 2. 由於苯會經由臍帶進入胎兒體內，建  
 議準媽媽們在選擇休閒飲料時要特別留  
 心。

 3. 飲用休閒飲料之前先閱讀營養標籤  
 (Nutrition Facts)和成分(Ingredients)，如果
　 卡路里太高，同時含有安息香酸鹽  
 (sodium or potassium benzoate) 和維生素C   
 (ascorbic acid, vitamin C)，無糖、 無EDTA   
 ，又有可能曾經長期存放在高 溫(>30ºC)  
 及日光下，那麼在FDA公佈更進一步建議 
 之前，不妨”三思“。

與本文相關問題與討論請拜訪營養人生部落格
http://growingpaths.com/blog/

 營養學專欄               
毛寄瀛

致癌苯 (Benzenes) 與休閒飲料 (Soft drinks)

 最近一二個月來有關於休閒飲料中致癌
苯含量的討論十分頻繁：
 
 • 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首度發表對於休閒飲料 
  與苯含量的官方聲明(4/13/06, http://www. 
  fda.gov/bbs/topics/NEWS/2006/NEW01355.  
  html)，
 
 • 美國環境工作團體(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EWG)對FDA施加壓力要求公佈休  
  閒飲料含苯量檢測結果(4/4/06, http://  
   www.ewg.org/issues/toxics/20060404/      
  letter20060404.php)，
 
 • 英國食品標準機構(Food Standards Agency,  
   FDA)公佈休閒飲料含苯檢測結果而導致  
   數種飲料因而被迫下架(4/1/06, http://  
      www.timesonline.co.uk/article/0,,2-2113695,
  00.html)

 消費大眾在這一片還沒有塵埃落定的議
論聲中，如果能先對致癌苯與休閒飲料有一些
基本的了解，那麼在選擇與飲用休閒飲料時，
即可擁有多一層健康的保障和安心的消費。

 苯是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處(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和國際癌症研
究組織(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
cer, IARC)所共同認證的人體致癌物質。除了對
於中央神經系統帶來毒性，苯也會導致許多不
同種類的血癌。透明、無色、無腐蝕性但氣味
強烈，苯是一種易燃的液體，存在於大自然，
汽油、森林火焰、香菸煙霧中都可發現苯，在
現代工業中被應用的範圍包括了塑膠業、橡膠
業、石油工業、乾洗業、殺蟲劑、除油劑、溶
劑、染料等。

 一般的食品可能因為工業污染而含有天
然苯，但是在休閒飲料中，用來抑制微生物生
長的安息香酸鹽(sodium or potassium benzoate)和

癌友照顧護理研習會

 時間：7/30/2006

 地點：O’Connor Hospital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95128

詳情請致電辦公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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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醫師面談時，要注意的事：

一、和醫師說話，態度應溫和有禮。
二、醫師大多十分忙碌，我們陳述病情時，要 
 簡潔
三、遇到聽不懂、或不明白的地方時，請醫師 
 再解釋一次；不用覺得不好意思；也可以 
 把它寫下來，回家再仔細研究。
四、請求醫師闡釋檢驗報告，化驗結果，或是 
 開刀後的說明書。
五、對醫師提出的治療方法，詢問其優、缺  
 點 和有無風險，療程為多久，有沒有副作 
 用，什麼時候可以治癒。
六、請教醫師是否還有其他治療方法；或是有 
 無新藥出來，效果如何，安全性如何，要 
 吃多久，有無副作用？保險公司願意給付 
 嗎？
七、詢問醫師是否需要調整飲食，改變生活方 
 式。
八、請教醫師哪裡可以得到更多相關資訊；哪 
 裡有支持團體可聯絡交換經驗。         
九、離開診所前，要確定拿到買藥單，檢驗單 
 或是轉診書。
十、如有必要，預約下一次看醫師的時間。  
　　　
　　

您準備好要看醫生了嗎？
孫瑞芳

    您是否每次都是匆匆忙忙趕到診所？您是
否覺得醫師好像沒有完全瞭解您的情況？在如
今忙碌的社會裡，想要約一個理想時間看病、
想要讓繁忙的醫師精確掌握您的病情，都不是
件容易的事。因為見面是這樣地不易，醫師是
這樣地忙碌，為了要確保您的時間、金錢沒有
白花，您的病人權益被妥善保障，在每次赴診
前，最好做一點功課，把自己準備好再出發。
以下是我們與專家討論後，整理歸納出的一些
看病注意事項，希望可以給您一些參考：

◎ 拜訪醫師前可以做的事：

一、想一想是什麼原因要看醫師；是胃痛  
 還是胃脹？是頭痛還是頭暈？是早上出現 
 症狀，還是晚上？是冬天才發生，還是一 
 年四季都有？搞清楚之後，把它寫下來， 
 當醫師詢問時，就可很快地回答。
二、如果是去複診，可以把從上次見醫師，到 
 現在所發生的一切身體變化寫下來，像是 
 體重的增減、食慾的改變、皮膚的反應、 
 精神的狀態等等，都把它記錄下來；醫師 
 可以依靠這些線索，來藉此了解以往的治 
 療是否有效，對你身體的影響又是如何。
三、若是準備前往做手術或檢驗，要注意可能 
 有條件限制：像是幾小時之前不能進食， 
 或是需要喝大量的水，不能吃某種藥品等 
 等。
四、把正在服用〈或注射〉的藥品、保健品、 
 維他命等等，都帶給醫師參考；如果數量 
 太多，可以把它們抄到紙上，劑量也要同 
 時告知醫師。
五、出門前，別忘了帶保險卡、或轉診書、或  
 X光片等，另外也要帶些掛號費，有些診 
 所不收信用卡。
六、通知親人或朋友，您要前往哪個診所，  
 萬 一有緊急狀況時，可方便聯絡。如果病 
 情 較複雜、嚴重，應邀請其他的人一起前 
 往，他們可以幫忙聽、說、寫。
七、提早十分鐘到診所，如果有表格要填寫， 
 也不會影響到看病時間。

探病者：別擔心，算命的說過你不
會死在癌症的，你會死於非命。

沈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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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琴有義”蔡琴防癌義演
策劃召集人 徐靜雲

 “有琴有義”2006蔡琴防癌義演終於在
5月7日於Flint Center圓滿落幕，結束了2006年
東西兩岸三站的六場演出；洛杉磯4月22日和
23日的開場，及紐約4月29日和30日的兩場，
加上北加州5月6日和7日的兩場，共募得善款
一百萬(淨額)。

 5月7日最後一場超過三個小時無間斷的
演出中，不出蔡琴所料，觀眾在開放點歌時
段，在蔡琴熱情鼓舞捐獻的歌聲中，慷慨解囊
及熱心地回應，讓現場幫忙的義工為了收點歌
單及支票，跑得滿場飛。現場每個人都感受
到“愛”和“感動”，熱烈非常。這一切也正
如我當初的願望；可見上天確實同意也祝福了
這個活動及其募款的目的，它也發動了群眾的
力量來圓滿它。

 看到蔡琴在最後一段“恰似你的溫柔”中
鼓舞每個人發動生命的馬達來愛自己並愛身邊
的每一個人時，我想到她多年來在她演藝事業
中和人生過程中所承受的挑戰及考驗，加上這
幾個星期跟隨她身邊，目睹了她及每一位團員
對“專業”的付出和執著，那一絲不茍的工作
態度及附帶的身心疲憊，我也與許多現場觀眾
一樣感動地熱淚盈眶。

 不管是否生過重病，每個人在人生中總有
幸與不幸的遭遇，也都得承擔一些大小挫折和
不如意。但願我們在低潮或不如意時可學到重
要功課，更願我們在順利或如意時能記得與別
人分享、關心比我們不幸的人。

 我非常幸運有緣與蔡琴、她的團隊、以
及每位“有琴有義”的義工朋友一起在這個有
意義的活動中工作。這些義工群中也有抗癌鬥
士，他們對此項活動有更深的體驗。舉辦一個
如此大的活動，每一位參與的人都付出了許
多，但是在得知以下結果後，不管之前有多辛
苦、多疲憊，我又開始計劃2008年的“有琴
有義”了。

結果一：東西兩岸三站募款超過目標

結果二：觀眾朋友的來電分享：
 1. 演唱會非常專業、好看、值回票價
 2. 年超50有人 已 被生活壓得忘了唱歌，聽 
  了此演唱會，又開始哼起歌來了
 3. 聽了此演唱會，可讓他快樂一整年
 4. 希望蔡琴可唱到80歲

 生命中最重要的滿足，往往不是金錢可以
買到的。對蔡琴及每一位工作成員，我要感謝
我們共事期間所發展出來互相尊重及信任的關
係。對幕前的每一位觀眾朋友，我除了感謝及
祝福之外，我更要感謝您們金錢所買不到的真
誠、奉獻及愛心。我們後會有期。

蔡琴防癌慈善義演的精彩演唱

5月4日蔡琴義演秀前記者招待會華
人分會感謝徐靜雲的辛勤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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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有愛  人間有情
開心俱樂部會長陳素嬌

 

  二○○五年的十一月中，開心俱樂部的創
辦人之一，韓慧英女士，問我願不願意出任二
○○六年的開心俱樂部會長？我內心很猶豫；
我不擔心任期內，需要犧牲個人的時間，或減
少對家人的照顧，只擔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不
能把事情做好，會辜負韓慧英和許多姐妹的重
託。因此上任以來，非常用心，努力的為開心
俱樂部做事，希望能帶領新的姐妹們，走過開
刀、化療或電療的艱苦之路，減輕她們的沮喪
和憂鬱，減少她們心中的困惑。

 在開心俱樂部做義工的這段期間，親身
體驗到姐妹們無怨無悔的付出，真心誠意的奉
獻。就好像創辦人韓慧英和沈悅姐，我常說她
們是天使的化身......。

 二○○ 四年六月，我開始第二次化療，
心情很不好，不想讓人知道我得乳癌，自己就
到網上去搜尋一些相關資料，結果找到一個癌
友網站( www.acscsn.org )，還附有語音，主持
人是沈悅，很親切，我覺得她很偉大，聲音又
好聽。這個網站整整陪了我一個月，讓我在抗
癌道路上，不再覺得孤獨，心情也漸漸轉好，
腦中開始思索生命的真諦，尋找自己存在的價
值。之後，我參加癌症協會華人分會的籌款接
力活動( Relay for Life )，做第一隊的隊長時， 
進一步認識了沈悅，更加佩服她的勇氣，竟能
突破心理障礙，站出檯面。她和韓慧英一直奉
獻無私的愛心，實在讓人佩服。我覺得她們就
是天使的化身，來解救我們這些姊妹們，她們
兩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十一年前，開心俱樂部創立之初，蓽路藍
縷，歷經千辛萬苦，在韓慧英和眾多姊妹，無
數心血努力下，才有今天的規模和成就。多年
來，它照顧了許多惶恐茫然的新癌友，幫助許
多姐妹們，走出人生的缺失與遺憾。我自己覺
得是何其幸運，有這個開心俱樂部可以倚靠，
並讓我把平淡病痛的生命，畫上許多美麗的色
彩。

 以往，開心俱樂部都是在會長家相聚，
與會的人都會帶一道菜，近年來，人數激增，
而經費有限，我一直有個願望：一、希望姊妹
們能輕輕鬆鬆的來參加；二、希望能推廣防癌
教育，使其他的朋友們，能預防或早期發現癌
症，從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因此，我籌組
了一個開心俱樂部義工小組  成員有盧馨，湯
美娟 、 胡依芬、高璜、趙菲菲、Vivian Lee 、
Ellen Kao family 、Katy Yang、 Joan Lee、 Jessica 
Huang 、 Regian Lin、Ivy Hu，他們都不是癌
友，出錢出力，盡心盡力，讓我們能固定在一
個幽雅的地方聚會，還有下午茶和點心可吃，
對他們的愛心付出，我真的是感激不盡，我們
是最幸福的人。我能回報的，就是希望小組 
成員，在參與過程中，能學習到許多防癌知
識，藉此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並保護他們的
朋友們。

 我衷心盼望，開心俱樂部的姐妹們，能
多來參加每次的聚會，希望舊的姊妹能一一站
出來，為新的姐妹加油打氣，只要您出現一分
鐘，對新人就有莫大的鼓勵。

開心俱樂部三位創會功臣：
韓慧英、萬致昆、朱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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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還要在一起 - 憶 霞 姐
洪 蘭

 我姊比我大五歲，生在抗戰逃難時，所以
身體不好，母親說那時連大人都沒得吃，怎麼
會有奶水餵嬰兒，姊是大舅用米漿救活的。母
親常要我們這些生在太平時代的妹妹讓她一
些，同樣做家事，母親分給她的工作是比較輕
鬆的，這讓當時不懂事的我常和她爭，覺得母
親偏心，要是知道她這麼早就過世了，我做再
多都甘願。她長的漂亮，集父母優點之大成（
我母親的綽號叫雲裡觀音），皮膚又白皙，一
上大學就被選作化學系的系花，在那個還不知
道，或是說醫學技術還沒有進步到「上帝給你
一張臉，你自己又創造一張臉」的時代，長得
漂亮是很吃香的，每個人都喜歡長得漂亮的
人，所以明明是表哥結婚，大家都可以去吃喜
酒，母親卻只帶了姊姊去，留下我們這些醜女
看家，當時我們心中很不甘願，那裡聽得進母
親常念的要多讓她一些，反而是覺得她應該要
多讓我們一些，因為她得天獨厚啊！過了許多
年，父親過世，全家又聚在一起守靈，小妹偶
然提起表哥結婚時之事，母親才說我們家人口
眾多，全部帶去，就佔去了半桌酒席，所以不
要我們去，姊是伴娘，應該要去，所以才帶她
去。小孩心是很脆弱的，在當時，姊是剛上大
學，新燙了頭髮，穿上淺藍色的伴娘裝，比起
來，我們這些頭頂西瓜皮，身穿綠制服的妹妹
當然是自慚形穢，大家都以為自己很醜了三十
年。所以後來，我做什麼事都跟兒子把理由講
清楚，孩子的歸因想法有時出乎我們大人意料
之外，不可不謹慎。

 我跟姊一起生活了十九年，直到她大學畢
業去美國留學為止。在這十九年中，我們是日
夜生活在一起，在同一個桌上吃飯，睡同一張
塌塌米，念同一個學校，坐同一班公車。但是
很奇怪的，我竟然想不起跟她一起生活的樣
子，我想這跟年齡有關，年齡的差距在小時候
感覺很大，人越長大，年齡的作用越小。在十
歲以前，大一歲就大了很多，更何況姊大了我
五歲，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是不會跟小蘿蔔頭
分享心事的。我惟一記得她唸書時的情形是我
初一，她高三，北一女校慶，有運動會。那天
放假，但全班都要到校，選手們去比賽，其他

人作啦啦隊。我那天早上十點鐘就把便當開起
來吃了，因為第一次來上學而不必上課，太
興奮，把筷子吃斷了，只好去跟姊借。我去到
光復樓三樓高三平班的教室門口，只見鴉雀無
聲，所有人都低頭在做功課，一點沒有校慶的
感覺，不像我們班嘻笑吵鬧。一排排的清湯掛
麵，一時間看不出那個是我姊姊，後來她的同
學出來告訴我，姊去參加四百公尺賽跑，跑完
就會上來，果然，我等了不久，姊就上來了，
穿著上體育課的燈籠褲，她話都沒講，把筷子
交給我，就坐下去看書了。我非常驚訝姊會賽
跑，從來也不知道她有運動天才。下樓時，我
心中想，我以後一定不要像這樣虛度青春，連
運動會都在讀書。六年過後輪到自己高三時才
發現比姊更糟，連上廁所都在背生字。我很後
悔當年太拼命讀書，沒有珍惜手足在一起的時
光。年輕時怎麼會想到時不我予呢？總覺得人
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把跟家人相處的順位排
到最後面。講起來，執政者用聯考去束縛年輕
人的思想真是非常厲害的一招。當你清醒的時
間全部都花在唸書時，怎麼會有時間去造反
呢？
　　
 姊大學畢業以後去清華作助教，那時清華
在台灣剛復校，科系很少，都是男生，陽盛
陰衰。新竹雖然不遠，但是沒有高速公路，
坐火車或國光號來往也是要半天，所以姊只好
住校，當時清華的女生非常少，都住南苑，姊
一週回家一次，她因為漂亮，追的人很多，每
次回來都有情書跟我們分享，我那時高三，下
面一個妹妹高二，再下面是初三，然後初一，
階梯下去，大家都跑去聽她講清華的事，只
有我和初三的妹妹不能聽，因為我們要聯考。
如果知道以後是天南地北，各奔東西，再相聚
不易，再考不上大學也應該珍惜大家歡聚一堂
的時間。現在回想，我為什麼對童年的記憶一
點印象都沒有，最主要是生活重心都在唸書考
試上，所有跟聯考無關的事都排斥掉，所以一
點記憶都沒有，實在很可悲。我就這樣糊里糊
塗的在台灣過了二十二年讀書的生涯，等出國
留學，到了美國才發現原來日子不必這樣過也
可以有好的人生。現在想想真是不值得，姊走
了，我才了解為什麼人家說兄弟姊妹是手足，
少了手，少了足，你的人也不完整了。
　　
 我大一時她拿到獎學金去了美國的俄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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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州立大學唸博士，畢業後去了芝加哥的阿崗
國家實驗室作研究員，因為作的是放射性的研
究，她有四個小孩死在肚子裡，每一次胎兒長
到五個月大，就沒有了心跳，只好用鹽水針催
生出來。最後母親逼她辭職，老二才順利生下
來，所以她的老大和老二中間差了十歲。沒有
想到當年接受到太多的放射線導致一個不抽
煙、不喝酒、不吃檳榔的人得到舌癌，壯志未
酬，令人扼腕嘆息。她會得到舌癌，不能說不
是命，當年有那麼多的科系可選，偏選了化
學，化學又有這麼多組可選，偏選了無機化
學，走上了放射線研究的路，賠上了性命。她
生病後，我有一次問她後不後悔念了化學，她
想了想說“人還是要走自己有興趣的路，化學
實驗非常有趣，人總是要有點貢獻，不是活到
一百歲就好。”她很有勇氣，舌癌開刀後，不
太能吞嚥，只能吃流質，而且會不斷口乾，因
為唾腺被破壞掉了，她都能撐的下去，不叫
苦，而我們旁邊看的人都不忍。這一點她遺傳
到爸爸的勇敢，我父親也是勇敢走完人生最後
一秒不叫苦，我希望我將來也能如此。

 我母親對她早逝很不捨，一直說好不容易
兩個孩子大學畢業在作醫生，可以享受老福，
卻這麼早就走了，覺得她人生很不甘，但是我
看姊走的很安祥，聽她平日說話也沒有怨天尤
人，我了解到她是個智者，人生不是到老了再
來享受，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走，
不能像老一輩的把希望都寄託到未來。我覺得
姊是對的，每一天都很充實的過，以後就不會
後悔。所以父親生病住院時，她跟老板說留職
停薪，先回家照顧爸爸，因為錢可以以後再
賺，爸只有一個。她跟我說做事情絕對不要留
遺憾，也因為她重義輕財，為朋友兩肋插刀，
她死後有很多朋友從芝加哥飛來參加她的葬
禮。親情、愛情、友情，人生三件最珍貴的感
情她都擁有，生命雖短又何憾呢？
　　
 我們小時候常常為搶廁所而吵架，我母親
總是說：同舟共渡是五百年的修行，你們有幸
作姊妹是前世修來的，為什麼還要吵呢？我當
時不懂事，曾氣的大叫說：那我從現在開始修
行，來世絕對不要跟她在一起！姊，你走了，
我才發現生命少了一塊，不完整了，我很想跟
你說：我從今天開始修行，來世還要再跟你在
一起！ (本文係經作者同意刊登)

生命之光的聯想
余昭平 

 古人云：「談虎色變」，這是古代科技
落後的年代，對生態自然環境中的猛獸沒可奈
何的心理狀態。隨著科學的進步，「人是萬物
之能」，對兇惡的野獸也可改造。改變牠的生
活習性，馴服牠為人類效勞，供人類所欣賞。
如：馬戲團裹的獅、虎、豹、熊、象等，豈不
是為人們獻藝了嗎？在動物公園裹的野生動
物豈不是為人們觀賞了嗎？有的野生動物還劃
一個特定的保護區，加以保護，把牠們豢養起
來，所以野獸也並不可怕了。

 現在最可怕的是人類自身的疾病，如：
「癌症」、「愛滋病」、「禽流感」等。出現
了「談癌色變」的時代。特別在科學落後的
國家，自然環境保護不好，空氣污染嚴重；醫
學科技後進。一發現有「癌症」的人，這人似
乎被推上了「斷頭臺」，掛上到「閻羅王」報
到的時間表。早發現的則一、二年；中發現的
一年半載；慢發現的只剩二、三個月的生存時
間，嗚呼哀哉！沒可奈何！患病的人自己不知
不覺，親屬只是「外掩內悲」；親朋好友也是
「外慰內避」，社會的人暗地裹唉聲歎氣，大
家都不敢面對現實，「癌症」一事隻字不提。
這是為什麼呢？認為「癌症」是絕症，沒法可
治，提了不吉利？等到發現時也就太遲了，這
就出現「談癌色變」了。難道癌症就不能征服
的嗎？

 去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們跟隨著八十多位
罹患癌症的頑強者參加原始紅木森林之旅，大
家乘坐二輛豪華大奔馳。這次活動是美國癌症
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舉辦的，在會長和義工與
醫護人員的關照下，浩浩蕩蕩地駛向目的地。
他們中有的患過前列腺癌、有的患子宮癌、有
的患乳腺癌、有的患腸癌、胃癌、肝癌等等。
有老有少，有中青年，有男有女。在路上徐會
長要求癌友們自我介紹自己如何與癌症作鬥
爭的經歷。一位年過八十五歲的陳老先生帶頭
發言，他患前列腺癌已經十七年了，經過治療
和調養恢復很快，現在過得十分快樂。有的患
了十年、八年的子宮癌、乳腺癌、腸癌、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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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的動過幾次手術，都生活得很好。大家
聽後都很是振奮，想想還有機會再多活十年、
二十年，人生就沒有遺憾了。他們患了癌症，
為什麼還能這樣長壽呢？
 
 得到結論：主要敢於面對現實，正確對
待疾病，早發現，早治療，病情早好轉，切不
可諱疾忌醫；社會和群眾對病人的鼓勵，如美
國防癌協會組織癌友們多次興趣活動，彼此交
流戰勝疾病經驗，給他們生命之光；病人自己
堅持養生有道？與醫生配合，遵循醫生的囑
咐，按時服藥，按時治療；同時自身堅持鍛煉
與生命抗爭，心理狀態要樂觀、平和，不要因
小事動怒發脾氣，生活節奏上要有規律，注意
飲食起居，養成良好的習慣，去熱愛生活，才
有希望。

 這次原始紅木森林之旅就是一個活生生
的例子：我們來到紅木營區，乘坐著一百多年
前的古老火車，穿越歷史上第一個保護著的北
美洲珍貴的原始紅木森林，欣賞大自然的美
景，薰陶著新鮮的空氣，使生命充滿活力，心
情得到舒暢。古老火車行駛上懸臥在印地安峽
谷的第一座高架橋，它是美國最險峻的鐵路彎
道。笨重似困龍，行動如蚯蚓，慢吞吞有氣無
力的蠕動著爬升在8.5%的山坡上。這與美國西
部南太平洋鐵路線比較，此處的險峻程度是它
們的二倍。這也象徵著比喻像頑強者一樣，在
人生的長河中經歷與癌症作鬥爭的險惡歷程。

 火車經過冷泉谷，大家喜看紅木參天。
特別是那些在三十多年前，由於受壞人蓄意縱
火破壞，火光沖天，大火延燒烘了三天三夜。
但堅韌的紅木只被燒毀了二株；仍在原地上高
聳的挺立著，啄木鳥在那裹做窩。劫後餘生的
紅木繼續的復活下來。因為紅木質堅結構緊
密，根深蒂固，表皮再生力很強，不怕蟲害，
不畏風吹雨打。生命力極強的紅木，長勢特別
旺盛，有的生長幾百年，有的生長一千多年，
每棵高幾十公尺，最高的接近一百公尺，直指
雲霄。最使頑強者讚歎不已的是生長在熊山
頂上，那棵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之久的紅木老祖
宗，因年老凋零倒下，在她的身上長出許多新
枝，這些新枝條又重新生根發芽，年復一年，
繁衍生息，生長出許多壯觀的樹幹，構成一

個漏天圓頂紅木圖。人們稱為「漏天圓頂大教
堂」。也吸引不少情侶，來此舉行婚禮。這給
許多頑強者不少感觸，有一位癌友感慨地說：
「我們要像紅木那樣，有頑強的生存能力，堅
韌不拔的與生命抗爭，樂觀的對待人生的艱險
歷程,才活得有意義」。

 這次原始紅木森林之旅,給頑強者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敢於面對現實，正確的對
待人體自身的疾病；充實對生命之希望與癌症
作頑強的鬥爭；加上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
步，醫學的創造發明。如英國的科學家，已發
明一種防癌抗癌新型的口服藥物,服後可消滅
癌細胞在人體內的形成。像糖尿病人一樣服降
糖藥可降低人體內的血糖同一道理。那麼征服
「癌症」、「愛滋病」、「禽流感」等疾病為
期不遠了。這說明「癌症」並不可怕了。讓生
命之光永遠閃爍著，也給人類帶來曙光的希望
吧!

 

古老火車穿越原始紅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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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和義工慶祝華人分會新辦公
室開張

葛光愛老師教大家跳舞 國語癌友互助組於4月15日由劉大禾中
醫師以中醫角度談健康飲食

蔡琴義演演唱會的部份義工 演唱會的四大天王：
徐靜雲、蔡琴、詹凌駕和趙熾強

王時美女士慨捐慈善服裝秀善款     
給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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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癌症協會
北加州華人分會活動看板

《癌友網路》
(Cancer Survivors Network)

如果您想知道其他華人癌友的觀點，
請查詢網址：www.acscsn.org/chinese

《「活力人生」癌友互助會》
 日期：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s	A&B	
  (一樓自助餐廳的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05/20 電影欣賞   《生命賞味期》                      
 06/17 「2005 中西醫對話座談會」錄影碟 II
 07/15 心靈最佳享宴 - 癌症身心靈療癒座 
  談 - 陳民英董事
 本會將提供免費午餐，請事先打電話到本  
 會辦公室(510) 797-0600或1-888-566-6222
 報名。

《乳癌互助小組》（Joy Club）
 日期： 每季一次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 6/24/06、9/30/06、12/16/06
  上午10:00~中午12:00
 地點： 約翰廿三大眾服務中心
  195 E. San Fernando St.
  San Jose, CA 95112

《肝友互助組》
《婦科癌症癌友互助組》

《腸癌癌友互助組》
 以上各互助組活動時間與地點詳情請致  
 電本會查詢 (510) 797-0600或1-888-566-  
 6222。

 *在非辦公時間內如癌友來電留言，未於兩
天內接到回電時，請再次與本會聯絡。

《義工初訓》

 報名請電:（510）797-0600
　　　

第二屆中西醫學互補治療癌症研討會
 日期：07/22/06
 時間：下午1:00~6:00
 地點：Warm Springs Community Center
      47300 Fernald St., Fremont, CA 94539
 對象：中、西醫護人員，癌症病人
 報名請電（510）797-0600

美華慈心關懷聯盟義工及照顧者訓練
（國語訓練）

 日期：08/20/06  
 時間：上午8:30~下午5:00
 地點：Santa Clara kaiser

癌友照顧護理研習會
 日期：7/30/06
 時間：上午10:00~下午3:0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s	A&B

國語/粵語社區防癌教育：
 * 運動與防癌 * 營養與防癌 * 乳癌  
 * 攝護腺癌 * 大腸癌 * 肺癌  
 * 子宮內膜癌 * 肝癌

 內容包括：各類癌症的早期徵狀、罹患的 

 危險因素、高危險群、治療方法、目前研 

 究趨勢與最新治療方法。每年定期檢查之 

 時間與重要性、以及運動、營養與癌症之 

 關係等。

凡有20人以上的聚會且有興趣邀請本會
義工講解者，可與本會連絡。

癌症教育經理： 高韻上（510）797-0600 x104
       鄭賜愛（510）797-0600 x105
講座負責人：張卉（408）366-6030 x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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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灣華人癌症資訊中心
South Bay Chinese Cancer Information Center

 地點： Rm.	5055,	O’Connor	Hospital,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95128
 電話： (408) 947-2531     
 傳真：(408) 947-2530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灣區癌友活動》
非癌症協會舉辦

華人社區癌症資源中心
Chinese Community Cancer Information Center
 地點： 東華醫院（舊樓）辦公大樓
  三藩市華埠積臣街835號1樓
 電話：（415）677-2473
 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12:00 下午 1:00 ~ 5:00

舊金山癌症婦女互助組及兒童互助組
 日期：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六
 時間：下午1:30~3:30
 地點：舊金山華埠公共衛生局　
　　　 三藩市美臣街1490號2樓
 詢問電話：（415）364-7905
  Irene Cheung/Lei-Chun Fung

舊金山金美倫堂華語粵語癌症互助組
 日期及時間：請洽金美倫堂
 地點：金美倫堂
  920 Sacramento St., SF, CA
 詢問電話：（415）781-0401 x 127 
  or 123 Virginia Mei（梅太）

屋崙Highland華人癌症支持會
 地點：1411 E. 31st Street, 
  Oakland, CA 94602
 查詢/報名請電：（510）437-4064
   Joanna Lee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癌症資訊中心）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Inc.

 地點： 523 -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電話：（510）893-3210  
 傳真：（510）893-3220
 時間： 逢星期一至六   
  上午9:30 ~ 下午5:00 

互愛小組（癌友互助組）
 時間：逢星期六
  早上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三藩市恩福播道會
  4114 Judah St./46th Ave.
  S.F., CA 94122
 電話：（415）242-1458

華人抗癌禱告會
為癌友和家屬代禱

 請洽：龔振成（408）554-8858

以馬內利輔導中心
 提供不定期精神健康講座
 詳情請致電（510）676-8903查詢。

 長虹俱樂部(大腸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八月十二日
 時間：下午3：00-6：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講員：俞小安醫師   4：00 - 6：00

 乳癌教育和免費乳房X光攝影檢查
 日期：六月二十三日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美國癌症協會華人分會辦公室
 講員：鄭昭琳註冊護士

 乳癌教育和免費乳房X光攝影檢查
 日期：七月二十一日
 時間：下午2：30 - 3：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Conference Rooms A&B 
        (near Cafeteria)
 講員：鄭昭琳註冊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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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本會2005-2006年董事
詹林楓筠、曾煥益、陳仲凱、周佩如、趙方英、黃雅惠、徐永生、

馮秀英、李明瑱、林文釗、李　玲、潘明桂、孫　潔、王明芳、

陳民英、俞小安、余德瀚　

本會榮譽董事(March 2004~March 2006)
捐款 $2,500以上：

紀念王陳美枝女士   紀念邱宣澄先生 紀念鄭福榮女士  

紀念鮑尚文先生/顧孔璋女士 紀念吳玉印等人 紀念李潤蓮女士

石賡/林綾錦         伍自立/廖郁芬   李岳勳

金陵/雷美琳           徐大麟/沈悅 徐永生/翁月卿

徐婉真 黃周謀/王珊珊       黃肇崶/林佳懿       

翁作新/蘇淑芳    陳雅夫/李美嬌       陳鶴松/林依潔    

曾紹宗/陳美倫      楊茂興/陳民英       愛改革/徐靜雲        

鄭介廉/鄭張惠星         廖裕仁/柴馨惠       劉孟宗/李玲       

劉德音/唐祖慈      鮑勝西/詹台英       錢大柱/劉傳薇

Mr. & Mrs. F Hung

AEI Electech Corporation 

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

Cyclades Corporation

Fortron/Source Corporation

Laurel Industrial Co., Inc.

Lite-On, Inc.

Marina Food 永和
Pharmout Laboratories, Inc.

Purple Lotus Temple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Sparkle Power Inc.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North America

The Chan Foundation 

The Charles Schwab Fund for Charitable Group

The Raymond Foundation

Trans-Hemisphere Investment Inc.

 

   

   

 

   

    

  

    

   

    

   

  

* 如漏登或誤登捐款者資料，本會謹致上最深摰的歉意，並煩請您
告知本會更正，謝謝。
歡迎各界捐款或捐贈本會所需物品。本會係非營利民間組織，一切
捐贈均在感謝之中，並可抵稅；凡捐款2,500元以上者，即為本會榮
譽董事。歡迎您慷慨解囊，使本會有更多能力服務華裔同胞。
捐款支票抬頭請寫：ACS-NCCU。
本季刊印刷經費由本分會Endowment Fund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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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ancer Society-Norhtern California Chines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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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傳閱

 5月6日和7日是令人感動的日子。蔡琴再度帶著
她的專屬樂團來到了灣區，以她淳厚的磁性嗓音，唱
出一首首感性的經典名曲；讓庫比蒂諾佛林特中心坐
滿了來聽蔡琴「有琴有義」防癌慈善義演的全場觀眾
，聽得如痴如醉、繞樑三日。在幕前，觀眾們看見的
是風華絕代的蔡琴使出渾身解數的魅力，帶動全場熱
烈的募款高潮；在幕後，義工們看見的是疲憊不堪的
蔡琴仍以敬業專職的精神，諄諄叮嚀每一幕演出的絲
縷環節，要求呈現出的是盡善盡美的演唱會。誠如蔡
琴在演唱中感謝每一位聽眾都是「活天使」，幫助了
生活在黑暗裡、淚水裡、痛苦裡的癌症病患。但同樣
可敬的是將此愛散播的蔡琴和她的團隊們，不計酬勞
如此千里迢迢地為義演而義演，是我們心中真正的「
活天使、活菩薩」！

 發現患癌了？對有癌痛的病人而言，心中常是恐
懼、焦慮的，感人生一夕之間跌落至谷底，情緒的起
伏有如世界之末日。而對在旁伺候的癌患家屬而言，
心中的無助和無奈亦是一種如履薄冰的煎熬。這種種
心情和心境是旁人無法感同深受的。但心念一轉，世
界可能從此就不同。在洪蘭女士的「來世還要在一起
─憶霞姐」回憶中，雖淡淡地訴說著姐妹之情，卻散
播出霞姐濃濃化不開的無私之愛。也印證了開心俱樂
部會長陳素嬌所寫的“人間有愛、世間有情”的情境
。

 本期「談癌季刊」以「醫病溝通」為主題，提供
病人和家屬到醫院時如何與醫生有效溝通的資訊，希
望病人和家屬在診療的過程中，能充分掌握病情，得
到最完善的醫治。在此特別感謝葉錦富醫生和陳俊哲
醫生在百忙中接受季刊編輯組韓慧英的專訪，兩位癌
症專家以醫生的立場詳細解說在「醫病溝通」上可能
遇上的種種情況和問題。沒錯！在抗癌的路上，愈有
周全的準備，愈有治癒的希望。而好心情，將是一帖
最好的心藥！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向前看、每天都要
好好地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