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宗旨

美國癌症協會是致力於根
除人類健康大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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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精神支持, 使得患者在
抗癌路上不至於孤軍奮
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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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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癌季刊
抗癌接力快報

	 歷經七個月籌畫、組隊、

募款，2011年華人分會抗癌接力

隊伍，於6月25、26日兩天會師

山麓社區學院，為二十四小時抗

癌宣言再寫下感人的一頁。七十

二名抗癌勇士與其家人帶領八十

二個隊伍走出勝利首圈，當日逾

一千名社區人士與兩百名義工參

加，美國癌症協會加州總會執行

長	 David	 Veneziano	率職員與分會

會長葉瑾、理事與前任會長群，

以ACS團隊向所有參加者致意。

遠渡太平洋而來的音樂人黃國倫

痛失好友、為抗癌高歌，語重心

長呼籲華人社區抗癌不懈。此活

動扣除直接費用，淨籌款額達二

十五萬三千餘元，衷心感謝所有

支持者的傾力襄助，款項將作為

癌症研究與支援各項癌友關懷服

務之用。

Thank you

藝人黃國倫為抗癌高歌

癌友出遊兼享美食	

小組組長們經驗交流

癌友們在	「 抗癌接力	」 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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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加卅的氣候世人稱羨，五月
二十一日分會的年度郊遊更是個
春暖花開的好日子，它帶給了
123位參加活動的癌友及資深義
工們溫馨歡樂的一天，分會多麼
希望能日日帶給癌友們如此的溫
馨與歡樂，感謝尹氏莊園再一次
免費又熱誠的招待，今年是第十

次舉辦分會的年度郊遊, 此活動的發起人沈悅女士
(2001-2002年會長) 特別與大家分享此活動的一些歷
史，難得的是我們今年有一位十五年資深的駕駛義
工(張振亞先生)，張先生致辭時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他的愉快與充實，其間張先生感性的說--什麼工作
都有退休之日唯獨義工沒有。  

 自1994年本會成立至今已十六年有餘，舉步為
艱，行之不易。在這十六餘年期間，加州華人人口
快速成長，環境變遷以及科技神速精進。本分會無
時不為如何提供最佳服務用盡心思，加倍努力，多
爭取對華人社會服務的機會，這些年來加卅華人社
區也成立了不少的非營利抗癌相關組識，此乃華人
社區之福，有了好的競爭，也才有更佳的服務品
質。  
 自去年底以來,美國癌症協會開始了為期2-3年
的轉型期，這十幾年來,本分會在華人抗癌服務及教
育方面一直為社區華人抗癌之先趨，然而一本不進
則退的常理，本分會也開始多方面的諮詢及評估現
有的抗癌服務及教育方式，以致力於未來與協會共
同提供更精進的華人社區服務。‘改變’不是一條
容易走的路，有時更要面對些痛苦。更何況組織龐
大，它需要無數人的心力，腦力，耐力,勇敢接受修
正及新事物等等的配合才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當
然我們的最終目標仍是提供最佳的抗癌服務給華人
社區，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可受惠,並降低社會大眾
的得癌率。

美國癌症協會加卅華人分會會長 - 葉瑾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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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01 至06  2011

新癌友電話諮詢服務
9am至5pm			 118人次電話

交通/就醫服務	
(01/01/11	~	03/15/11)	 27	人161	趟	

家庭探訪	 74人	210次電話/探訪

後續關懷	 54人36次電話關懷

邁向康復	 21人	31次電話/探訪

乳癌癌友互助組	 2次聚會80人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2次聚會55人

腸癌癌友互助組	 4次聚會280人

肝癌癌友互助組	 2次聚會18人

國語癌友互助組	 2	次聚會90人

粵語癌友互助組	 3次聚會52人

東灣癌友互助組	 2次聚會50人

本會服務項目及報告

本期目錄

會長的話 ........................................................ 2

輻射可能對人體造成的影響（一） ... 3

醫療游離輻射劑量比較圖 ....................... 4

ㄧ般游離輻射劑量比較圖 ....................... 5

我適合參加臨床試驗嗎？  ..................... 6 

如何做癌症病人的朋友  .......................... 7

『學問高深意氣平』 ................................ 8

抗癌接力迴響 ............................................... 9 

你吃的是什麼粽？ ...................................10

活 動 看 板 	..........................................11

職員、義工挽袖服務出遊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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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311東北地震海嘯後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
輻射洩露事件，引起全球關注，輻射累積在體內可能
對健康的長期傷害，以及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評估，無
一不牽動著人們的神經線；另一方面，癌症治療利用
輻射能量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影響正常細
胞，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充滿了輻射線，電視機有輻射
線，大哥大有輻射線... 究竟這些輻射線對人可能有何
危害呢？本刊編輯會持續就這議題做相關報導。

	 區分輻射線是否危害人體健康的關鍵因素，在於
它是否有足夠的能量造成游離作用。

	 游離輻射(ionizing radiation，大於10的16次方赫
茲)及非游離輻射(non-ionizing	 radiation，小於10的16次
方赫茲)	 以頻率區分。游離輻射為高頻輻射，帶有足
夠能量使電子掙脫原子的束縛能量，使原本呈中性的
原子，變為一帶電的離子。此類輻射足以傷害細胞內
的去氧核糖核酸 (DNA) ，增加致癌的可能性。伽馬射
線、x-光、短紫外線、次原子粒子如阿爾發粒子或質子
等都可以是游離輻射的來源。

	 如電子自輻射所獲得的能量，不足以使電子離開
原子核的束縛或直接損害去氧核糖核酸，此即為非游
離輻射。長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微波與無線電
波都屬於非游離輻射，除了紫外線之外，這些輻射源
並不會導致基因突變而致癌。

受游離輻射影響最鉅的癌症種類
	 人體器官組織對游離輻射敏感度不同，輻射對甲
狀腺與骨髓影響最為明顯，白血病(血癌) 即是骨髓及
其它造血組織病變，產生大量無核細胞，影響正常血
球的疾病，取決於人體接受輻射的劑量，血癌可以在
幾年之內發作。

	 有些因輻射導致的癌症則需較長的時間(通常最少
需10到15年之久)	才會發病，包括
•	肺癌	 •	皮膚癌		•	甲狀腺癌	•	多發性骨髓瘤	
•	乳癌	 •	胃癌		(因輻射而產生的癌症並不僅於此限)	

	 另外，輻射與癌症的關聯與暴露到輻射的人體部
位息息相關，譬如骨盆腔接受放射線治療的人並不會
因此增加頭頸部位罹癌的風險，因為頭部頸部並沒有
接受到輻射線。

游離輻射的來源
					人體可能接觸到輻射的三大主要來源有:
•		 自然背景輻射來自太陽系的宇宙射線與土壤岩石中	
	 的放射性物質，這是舉世皆有的輻射源。
•		 	醫療輻射來自診斷用的X光與其他輻射線，以及治	
	 療用的輻射線。放射線治療是目前相當普遍的治療
	 癌症方法之一，治療用的放射線劑量遠比診斷用時	

	 要高很多。
•		 非醫療人造輻射來自工作場所或其他來源，如1962	年	
	 以前地面核子武器引爆測試的殘留輻射塵害。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側重於醫療輻射的討論。

醫療輻射
	 診斷與醫療時不可避免的會使用到游離輻射，它
們可以是輻射源放在體外但產生的射線會穿透人體進入
器官、或是放射性物質經由吞噬進入體內。

診斷用的攝影測試：
	 某些醫療攝影需要藉著輕度的輻射線產生身體內
部影像，如照X光片、電腦斷層掃描、或正子斷層與骨
顯像掃描等核子醫學攝影。但核磁共振攝像與超音波檢
查不使用游離輻射。

	 經由單次測試接受到的輻射劑量並不大，但隨著
醫療輻射的普及，累積劑量的影響逐漸受到關注，特別
是成長中的孩子對輻射更是敏感。

	 輻射影響雖小但是確實，積少成多卻也不容忽
視，因此是否採用醫療攝影測試取決於是否有正面的醫
療效益，與可能暴露的輻射風險因子相權衡，盡量採用
沒有游離輻射的核磁共振攝像與超音波檢查。如果醫生
決定採用X光攝影、電腦斷層掃描，必定是利多於弊。

放射線治療 :	
	 游離輻射用在某些癌症治療特別有效，放射線治
療使用高劑量輻射(遠高於診斷攝影)	 遏制癌細胞，但它
也可能造成週邊組織細胞的突變與不正常增生，最後衍
生第二種癌症。

	 不過，統計上單單因為放射線治療造成第二種癌
症的案例並不常見，多半是醫生在使用放射線時都很謹
慎、盡量縮小照射範圍，希望輻射集中在癌細胞上，而
少影響正常細胞。可是，一些研究指出，放射線治療的
確與血癌、甲狀腺癌、早發性乳癌與其他癌症的風險因
子有統計上的關聯性，這多與暴露照射劑量、照射部位
與接受放射線治療的年齡有關，愈年輕的患者因為來日
方長，加上其他誘因引發癌症的風險愈高。

	 放射線治療增加的風險往往不是立即可見的，血
癌通常需要在照射後五年到九年才會發作，其他的癌症
則需要更久的時間，十年以上甚至十五年才會被診斷出
來。

	 總之，考慮是否接受放射線治療時，輻射暴露的
危險應是次於醫治的好處，某些放射線治療與化學治療
的組合，風險特別高，醫生在處置時多會考量以摧毀癌
細胞與降低日後發展第二種癌症的風險做最佳的選擇。	 	 	 	 														

	 	 	 	 	 	本文取材自美國癌症協會網頁

                      輻射可能對人體造成的影響（一）        劉凱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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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適合參加臨床試驗嗎？
謝 勳   譯

  臨床試驗是讓志願者參予的醫學研究，目的在

於幫助測試新的藥品或醫療程序。如眾所知，許多

癌症研究的突破在救助許許多多生命之前，總是要

看臨床試驗的結果而定。不管如何，是否參予這種

試驗是一個涉及隱私的決定，志願者需要考慮它帶

來的許多風險和好處。因此，為了能做出有見地的

決定，了解整個過程是必要的。

 臨床試驗在檢試一種新治療所需要的研究程序

裡，只是一環而已，通常是緊接在平均為時六年的

「臨床前試驗」之後開始。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評估並核准了「臨床前試驗」的結果之後，才可能

允許新治療的試驗行諸於人的身上。臨床試驗分四

到五個階段：從零階段﹝不是每個情況都需要的探

索性階段﹞到第四階段。整個過程需要八年左右的

時間。

 第一階段：安全。重點放在用藥量與下藥的方

法。試驗的病人從15到50位不等，用劑量逐漸增加

以便決定受益對副作用的最佳比例。

 第二階段：功效。根據第一階段的發現，試驗

對象擴張到25至100位病人，確保治療就如預期的

好，同時發現任何比較不尋常的副作用。

 第三階段：比較新治療和已確認的治療。目的

是從安全及功效的觀點，來比較新治療和醫學界已

確認的治療。參予試驗者通常大約有數百個以上，

來自不同的地區。

 第四階段：長期副作用。這一個最後階段專注

在新藥的長期副作用，以及志願者的平均壽命。

 更多有關臨床試驗的資訊，還有志願參予者可

預料的事項，請上美國協會網站查詢：cancer.org

參與臨床試驗前，該問你的醫師或研究團隊的一些

問題：

• 為什麼要做這個試驗？

• 如果我參與試驗的話，可能發生什麼事？

• 我有其他的選擇嗎？

• 一般而言，你﹝或你們﹞在臨床試驗方面有過 

 多少經驗？

• 這個新治療的「臨床前試驗」的結果是什麼？

• 如果參與試驗，我必須接受哪些治療或檢驗？

• 這將花費我額外的時間或路上的勞頓嗎？

• 試驗可能如何影響我的日常生活呢？

• 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 試驗期間，有任何時候我需要住進醫院嗎？

• 我仍然可以看我的家庭醫師嗎？

• 我需要付任何費用嗎？是的話，我的保險公司 

 會替我付嗎？

• 如果我因為試驗而受到傷害，我有權享有什麼 

 樣的治療？

• 我的試驗期間會有多久？

• 這臨床試驗有長期的後續照料嗎？

• 如果我的試驗成功，即使研究結束了，我還能 

 繼續獲得治療嗎？

• 我能不能跟已經參與試驗的其他病人討論？

• 我能查問臨床試驗的結果嗎？

       ﹝資料來源   ACS advances wint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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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以往，現今越來越多的癌症病人不用住
院接受治療。醫療進步加上症狀控制良好，患者可
以住在家中。在這期間，他們往往需要幫助、支持
和鼓勵。
 有強大情感支柱的癌症倖存者抗癌預期較樂
觀。有許多人真心誠意地想幫助罹癌朋友，但是不
知道該做些什麼，以下是一些具體建議：

便條和電話關懷
 •經常寫便條、通電話給癌友勝過偶爾一封長 
  篇書信
 •問一些問題
 •便條、電話以「保持聯絡」結尾並且持續不 
  懈地聯絡
 •在朋友方便接電話的時候打電話關懷，或者 
  約定時間讓他打電話給你

探  訪
 •事先電話通知，見面和道別時都要輕觸對  
  方、擁抱對方或是握手
 •和照料者敲定時間探訪，靈活應變提供支  
  援
 •定期的簡短探訪勝過久久一次流連忘返的拜 
  望
 •避開在訪客較多的週末假日探訪

交  談
 •交談的長短、快慢要配合朋友的專注能力， 
  不要使他應接不暇，或因無法參與而心生愧 
  疚
 •即使你沒有獲得預期反應，試著藉由徵詢意 
  見和提出問題，維持做一個朋友的重要角色
 •衷心地讚美，例如：看來你今天有好好地休 
  息
 •認同朋友的感受，容許他消極、退縮或沈默 
  。忍住想改變話題的衝動
 •如果朋友覺得抗癌太辛苦，別敦促他

家事雜務及大清掃
 •要立即協助緊急雜務
 •替照料者跑腿（等同於替癌友跑腿）
 •頻繁、預先排定的短時間協助，勝過久久一 
  次的長時間幫忙
 •先和照料者商量好之後才開始大掃除
 

 建議可做的事：
 •列出該做的工作，安排朋友、鄰居和同事定 
  期幫忙
 •每週為朋友和照料者準備一頓午飯
 •每週替朋友清掃家裡
 •每個月替朋友除草、整理花園一次
 •遞送報紙到家
 •替朋友照顧幼兒、寵物或植物
 •去圖書館提借或歸還書籍、電影或有聲書
 •買菜
 •去郵局辦事
 •拿藥
 •替朋友把重要活動或幽默的電視節目錄下來
 •租電影和朋友一起觀看
 •接送癌友的親朋好友到機場、飯店

禮  物
 •馬上可用的禮物最好
 •送禮物給照料者
 •婉拒癌友回送東西
 
 建議：
 •柔軟的襪子
 •色澤鮮豔、質地柔軟的面巾、浴巾和床單
 •絲綢枕頭套
 •特殊的梳妝用品，例如：香水、肥皂、牙膏 
  以及化妝品
 •貼好郵票的明信片
 •廣受歡迎的或是稀有的食物、零嘴
 •自我護理用品，例如：癌症資源書籍，特別 
  枕頭或是小電毯
 •按摩器
 •無線電話
 •朋友的照片
 •朋友喜愛的輕音樂光碟
 •有聲書

 打電話或者探訪時，一定要讓朋友知道他一直
以來豐富了你的生活。向他表示，雖然他的外觀、
能力有所改變，你還是像從前ㄧ樣關心他。

如何做癌症病人的朋友
黎曉明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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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高深意氣平』
Rose Yim

  生命裡譜出不同的樂章，其中
有歡樂、感恩、失敗、悲痛和傷感
等等。而我們用怎樣的心去聆聽和
指揮，去譜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呢？今
日（5月16日）我認識一位優雅的女
士－她的中文名字是王意平(Emily)，
從她口中得知是她父親為她取名；意
思是學問高深意氣平，從學習知識而

修養成一位謙虛之士，正如中國一句名言，修身。

    我稱她王意平「先生」是一種尊重，是對她自己病
患歷程種種的不離不棄，是真正的強者，面對死亡的
關頭，永不畏懼、逃避去和肺癌第四期拼鬥。若不是
對生命的熱忱和宗教的支持，無法牽引她走下去。王
意平Emily是一九七三年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紐約，當時
的她只有13歲，在一九七三年台灣那個年代，英語教
育還未普及，當接觸到紐約這個全英語的地方，一切
對她來說是全然的陌生。王意平是位意志力極強的小
姑娘，骨子裡的好勝，令她想法急起直追，從翻字典
學習英文單字，啃書和認真的態度，每每弄到精疲力
盡直至深夜方休。還要一提王意平從來沒有接觸過英
文打字，在班裡她總是追不上這個課程。她父親在暑
假裡借來了一部打字機，意平用了一整個暑假練習，
問題就迎刃而解，正如中國一句老話，勤能補拙。後
來從閒談中得知，她在高中暑假幫New York Life In-
surance做打字工作，生活和讀書認真態度，奠定王意
平日後功課成績總是名列前矛。王意平對自己嚴格要
求，令她身旁親人和朋友同樣提升，這些是她的伴侶(
丈夫)對她的評語。

 王意平在她13歲的時候，已經相信冥冥中有一位
神主宰一切，而王爸爸比她們早來紐約兩年，參加了
當地的基督教會，而王意平也順理成章的參加了一切
基督教的活動，主日學、查經班等等，培養日後意平
對宗教的依歸，舒緩不同程度生理和心靈的創傷。在
她46歲之前，種種事情來得一凡風順，讀書、工作和
結婚等等。一九八三年在康乃爾大學畢業，拿到經濟
學士和工業工程碩士之後，就來到加州工作，在一間
私人公司裡做有關政府的工作。在一九八四年山景城
華人教會認識在哥倫比亞畢業的丈夫。一九八六年繼
而結婚，一年後誕下乖巧而懂事的女兒(Samantha)，在
同年間修讀稅務師課程，取得正式稅務師執照。一邊
在家照顧女兒，一邊做她的工作。在這段期間她曾小
產兩次，幸運地她再懷上兒子。王媽媽在意平工作繁
忙的時候，就由紐約來到加州幫她照顧家庭。意平在

這十數年間，享受辛勤所帶來的快樂果實。

 直到二零零二年開始，王意平娘家從父親得到胰
腺癌，短短三個月就將王爸爸帶走。癌魔好像覺得這
個家庭好欺負，繼而再傷害意平家人。哥哥Tony在二
零零四年診斷得膽管癌，意平和妹妹幫助哥哥找醫療
服務，常常飛紐約陪伴Tony度過這艱苦時間。當時
Tony的兒子才兩歲多，情以何堪！王媽媽因為孫子出
生帶來做祖母的喜樂，稍減喪夫之痛，試問誰會在這
個時候告訴她，她唯一的兒子也患了癌症這個消息！

 在二零零六年一次史丹福大學附近遠足的時候，
意平不停地咳嗽和喘氣，誤以為是花粉敏感，連服兩
個月抗過敏藥都沒有幫助，直至七月初才證實患了第
四期肺癌。王意平從不吸菸和飲酒，她萬萬也想不
到會患肺癌，哥哥Tony患癌已兩年，這條辛苦路不
好走，她是知道、看到和感受到的。不幸地她也遇上
了，她真的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家裡接二連三地患
不同的癌症，好像給她一個黑色笑話，但一點也不好
笑，這個肺癌來得厲害是第四期，也是末期。醫生告
知要儘快做化療，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五十，病人最多
活9個月不到一年。哭了，意平哭了，這條路怎樣走下
去？自己父親逝世只有幾年，哥哥正需要自己和妹妹
支持，而自己偏偏在這個時候得到癌症，女兒19歲，
兒子只有13歲，自己還是這樣年輕，真的只有一年時
間生存？一切變得模糊和不真實，恐懼、傷心、失
望、無助和難以接受。

 哭過，困頓過和祈禱過，在宗教和丈夫支持下，
王意平走出恐懼關口，接受和安排日後一連串化療。
在種種不同化療中渡過五年的療程，這五年肺癌療程
是非常辛苦，持續不斷咳嗽氣喘、呼吸困難、聲音嘶
啞、疲勞、食慾變差、體重減輕、頭痛、骨頭痛、關
節痛、手臂和腿的軟弱、麻木、暈眩、腹痛和腹瀉
和不知名的發燒脫髮等等，王意平一一捱過了這些折
磨。也為癌症的試用藥，讓醫護人員和藥廠，知道了
日後對肺癌治療的用藥數據。王意平先生不單只是經
歷她自己身體的重擔，還參加了一連串史丹福肺癌支
持小組活動和不同地區的教會演講，宣傳福音和永不
放棄抗癌，用身體活動鼓勵患癌病友，讓他們知道生
命中可以有許多不同估計數字，從最初醫生說化療後
只有不到一年的生命，到了今天又整整活了五年的時
間。我要對她深深地致敬，願主撫平她的疼痛，用愛
眷顧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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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下來我逐漸擺脫了生澀，可以侃侃而談，雖然
與不同的來賓、後場工作人員互動壓力好大，但一種
莫名的興奮與驕傲感受充滿著我，多麼神奇的一個嶄
新體驗。在抗癌接力學到的知識經驗與勇於接受挑戰
的精神會伴隨著我成長，我會永遠珍惜這一刻與這令
我驕傲的突破。

 ~ Alice Twu (塗于萱) 就學於UCLA一年級生。
自2004年起參加抗癌接力從未間斷，2008-2009年協助

開幕儀式，2011 年首次擔任舞台節目助理策劃。

“從此我是徹徹底底一個不同的人”
   “Throughout my life, I always had a dedicated mother 
who focused on volunteering. At first, I never understood 
why she would spend all of her energy on others but af-
ter being a part of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I finally 
figured it out. A door of volunteering and aiding others 
put a smile on not only my mother’s face, but also mine. 
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he Relay For Life through Ms. 
Clara Cao. Her dedication and kindness for the better 
good allowed me to see what volunteering was all about. 
Ms. Cao told me that I should volunteer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service hours but also for the good of thy self.  Yes, 
she was absolutely precise. Soon after, I started Freedom 
Walkers with my fellow classmates. Together we sur-
passed the group goal of $1,500.00. ……”

  我從來不明白母親為什麼老是熱衷於義工服務，
直到我有機會參加美國癌症協會的抗癌活動，我才恍
然大悟母親臉上滿足的微笑是從何而來。為我開啟這
扇門的是加州華人分會的高韻上經理，她的仁慈與真
摯感動了我，不單單是為了賺取社區服務時數，而是
為了行善、助人的義舉。我與同學報名登記Freedom 
Walkers隊後開始積極籌款，全隊同心協力，很快得到
大家愛心捐助達到籌款目標。這次經驗讓我對生命的
價值有深一層的看法。

 原本對每個週六上午探訪老人的義工工作不很熱
衷的我，今年分配到「明婆婆」這位不凡的女士，她
與我分享艱苦的童年往事，並對我被家人庇護的好好
的生活稱羨不已，我好驚訝我這麼平常的幼年在她的
眼裡卻是這般大的福賜！看到這些不幸的人，我才了
解自己擁有的幸福，從此我是徹徹底底一個不同的人 。
Rachel Wong (黃浩江) Archbishop Mitty High School (2012年畢業班) 

“給 允”
 “烏雲的背後總是有陽光...” 不預期然, 竟有彩虹
的驚喜?! 抗癌接力教人深思人生的意義, 就是“給允”, 
不求回報...We BELIEVE and therefore, we LIVE! 讓我們
為每個人、任何人燃起熊熊火光。

~ 癌友義工董邰聖安 (Anna Tung) 慶祝 7/2/2011 一歲重生 

歡喜承擔•努力收成
 抗癌接力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慈善義走活
動，除此之外每年還有上百名義工為籌畫這個活動付
出無數的心力，從零到有，是很美好的經驗。今年我
負責總務與物流的工作，細數過去七個月裡的會議、
籌措事務，到接力當天活動的鋪成與事後收尾的動
作，雖然繁瑣，但目睹了義工團隊的用心經營與活動
帶給癌友與他們的親友的鼓舞，覺得大家的付出好值
得！今年的抗癌接力主軸在力行防癌，我們有一群訓
練有素的青少年義工在防癌教育攤位上幫忙，邊學邊
用，寓教於樂，真高興不論是誰都可以在這個抗癌活
動有所得，很有意義！

~ 總務主委吳定遠 (Wes Wu) 

“我一定要使出渾身解數”
 “I have volunteered multiple times at the Chinese 
Unit Relay For Life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irst time 
as the pledge speaker and the second time as an emce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2011 Relay For Life is probably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spoken publicly in front of such 
a huge audience, and one of the first times that I had a 
stage like that to call my own. This year, I hos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with two fellow emcees, but played a 
role upon the stage for pretty much the whole afternoon. 
If the first two times brought a rush, this third time really 
had me pumped with adrenaline and excitement through-
out the whole day………”
                               
 我參加過許多次華人抗癌接力，曾經是幫忙募款
的隊員、上台宣誓的代表或主持過青少年表演節目，
但從來沒有一回像今年從頭到尾負責舞台的流程，面
對一個個陌生的臉孔，我一邊要記得琳達阿姨交代的
稿子，一邊要用自然的語調說話串場，還要帶著熱誠
的微笑，心裡焦急得不得了卻也不可以露聲色，這麼
重要的場面，我一定要使出渾身解數，做最好的表
現。從開幕式、Relay Got Talents 選秀表演、最後決
賽者的宣布到介紹貴賓黃國倫，我真幸運有全場最有
趣的工作。

 擔任舞台主持給了我難得磨練公眾講演的機會，
握著手中麥克風，剛開始腦中一片空白，手心冒汗，

9

抗癌接力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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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粽10顆做法

材料：圓／長糯米1,000g、蒟蒻米350g、地瓜70g、
瘦肉60g、小香菇10朵、紅蔥頭少許、蝦米少許、筍
丁60g、紅蘿蔔丁40g、粽葉40張、粽繩20根、醬油90㏄。

作法：
 1. 將糯米洗淨，泡水1小時，瀝乾水分鋪於蒸籠  
  內，入蒸鍋乾蒸30分鐘備用。
 2. 蝦米洗淨瀝乾爆香備用，香菇泡軟備用，肉洗  
  淨後切滾刀狀滷好備用。
 3. 地瓜蒸熟備用。
 4. 香菇、筍丁、紅蘿蔔丁煮熟備用。
 5. 將粽葉洗淨，粽繩備妥。
 6. 米混合後拌入爆香蝦米拌勻後，取粽葉2片逆  
    相重疊，於粽葉1/3段折成漏斗型，放入混合米、 
  香菇、筍丁、紅蘿蔔、地瓜，再以混合米覆蓋
  ，粽葉將糯米完全包裹，以粽繩綁好固定，入  
  鍋蒸30~40分鐘。

    資料來源：台中市衛生局

 

糯米---高醣    鹹蛋黃---高油、高鹽    五花肉---高油

• 高醣、高油食物可能導致肥胖，肥胖又有可能  
 導 致乳癌、大腸癌、食道癌、腎癌等
• 鹼粽---硼砂
• 顏色太綠的粽葉、色澤太鮮紅的蝦米、干貝、  
 乾魷魚、顏色太白的蘿蔔乾---可能含有甲醛、
 漂白劑，長期接觸可能引起鼻腔、口腔、鼻咽
 、咽喉、皮膚和消化道的癌症，國際癌症研究  
 機構（IARC 1995）和美國環保局EPA確定它為 
 可疑致癌物，會破壞血液凝結作用，最後神經  
 系統會發生麻痹現象。

資料來源：美國癌症協會、台灣行政院衛生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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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粽子，這種香柔軟的美食，因為熱量甚高，讓
人又愛又恨，對於想減重的人是一大挑戰。若攝食
過多，佳節過後腰圍就會變寬、體重就會增加。

 一般市面上粽子大致可以分為廣東口味的裹蒸
粽、江浙口味的湖州粽、台灣口味的肉粽、粿粽及
鹼粽。廣東口味的裹蒸粽體積龐大，內容豐富，每
個約有3斤重，材料包括有糯米、金華火腿、叉燒、
五花肉、鹼蛋黃、栗子、香菇、蝦米、綠豆仁等，
所以一個裹蒸粽約有1000大卡以上的熱量，所以一定
要數人分食才不會過量。

 浙江口味的湖州粽，多半成長條型，有甜鹹兩
種口味，鹹的是鮮肉粽，以糯米與五花肉所製成，
一個約有400大卡熱量，但是由於肥肉比例比較高，
對於應忌食肥肉、高油脂的慢性病患都比較不適
合；甜口味的多半是豆沙或棗泥甜粽，一個大約有
600~800大卡熱量，由於甜餡內含糖與油脂比例偏
高，對於糖尿病人較不適合。

 對於一般人也會用來當正餐的台灣肉粽又可
分為北部粽及南部粽，北部粽是將糯米先炒過，再
包入豬肉、香菇、蝦米、鹹蛋黃等配料於竹葉中蒸
熱，有點像是油飯，一個400公克重的燒肉粽相當
於400~500熱量，口味、香味較重。至於南部粽是
以豬肉、香菇、花生仁、栗子、蝦仁、乾魷魚、鹹
蛋黃、糯米等，包在麻竹葉中，再整串放進水中煮
熟，由於糯米不經油炒步驟，所以熱量要比北部粽
稍低，口味、香味較清淡。不過由於南部粽多半會
灑上花生粉及醬料再食用，粽子中的花生與配料的
花生粉都屬於油脂類，對於需要限制油脂的人要特
別注意；

 至於粿粽因為體積小，餡料熱量較低，一個約
250大卡；鹼粽也因體積小，每個不到200大卡熱量，
不過若是沾糖吃，熱量就會提高。

 粽子的營養主要是以熱量為主，其次為蛋白、
脂肪與碳水化合膳食纖維；若以成年男女一天所
需的營養來說，粽子的熱量大多偏高、高纖普遍
不足、糯米又不易消化，所以不宜多食。營養師建
議，不妨試試在家包些少油、少鹹、少糖、多纖維
的健康粽，才能在端午佳節過得快樂又健康。

你吃的是什麼粽？                                 
編 輯 部

糯米

五花肉

鹹蛋黃

不健康粽: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談癌季刊

 《癌友美容示範講座》
 日期：7/20/11,	10/19/11	下午2:00~	4: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2011年度癌友服務義工訓練》
 日期：7/30/11			上午9:30	~下午4: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O’Connor	Hospital	-		MOB	Auditorium禮堂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國語「活力人生」癌友互助會》 
 每雙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主題：癌症初期檢驗		
	 	 伊斯曼博士	主講	
	 日期：8/20/11			上午10:30	~下午12: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主題：認識緩和療護（palliative	care）
	 	 趙菠倩	護理師主講													
	 日期：10/15/11			上午10:30	~下午12: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主題：癌友與家屬的心聲													
	 日期：12/17/11			上午10:30	~下午12:30
	 地點：Room	255&257,	Martin	Luther	King	Library,	
							 150	E	San	Fernando	St.	San	Jose,	CA	95112	

《乳癌癌友互助組》（Joy	Club	開心俱樂部）
	 日期：8/21/11,	地點未定

《腸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9/17/11,	地點未定

《攝護腺癌友互助組》
	 日期	:	9/25/11,	地點未定

《肝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	:	9/10/11,	地點未定

《粵語癌友互助組》
	 日期	:	7/13,	7/26,	8/10,	&	8/24		下午12:00	~下午2:00
		 地點：Room	2,	Oakland	Asian	Cultural	Center
	 388	9th	Street,	Suite	290,	Oakland,	Ca	94607.

《多彩多姿癌友互助組》
	 日期：	8/13/11	下午12:00~	3:00,	地點未定

《喘息服務義工會議》
	 日期	:	8/21/11下午1:30~4: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Suite	D-0,	Fremont,	CA	94538

《防癌教育講座》
	 日期：8/27/11下午2:00	~5:00
		 主題：新的治癌醫學-標靶治療		葉錦富醫師主講	
	 	 卸除癌症壓力,	穩健邁向康復		楊錦波醫師主講
	 	 癌症調息飲食	黃嘉慧營養師主講
	 地點：O’Connor	Hospital,	MOB	Auditorium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活 動 看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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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癌季刊讀者意見調查問卷
o	A. 您對季刊的整體感覺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 
  滿意 4.非常不滿意
o	B. 您看完季刊後獲益 1.很多 2.不少 3.很少
o	C. 您最喜歡看到 1.醫藥知識 2.癌友心聲 3.替代  
  療法 4.保健飲食 5.活動預報
o	D. 您希望多看到 1.醫藥知識 2.癌友心聲 3.替代  
  療法 4.保健飲食 5.活動預報6.其他------------
o	E. 您是 1.癌友本人 2.癌友家屬 3.癌友看護   
  4.一般人士
o	F. 您上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的網站 
  www.acssccu.org 閱讀本季刊? 1.經常 2.偶爾 3.不曾
o	G. 您希望繼續收到本季刊? 1.繼續寄發 2.我習  
  慣上網閱讀季刊，不需要再寄發
o	H. 請您把對本刊的建議以及期望，寫在下欄，  
  做為我們持續改進的動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問卷傳真510-797-0698	或郵寄至
39235	Liberty	St.	Suite	D-0,	Fremont,	CA	94538

感謝您的誠意，本辦公室在收到您的問卷後，
將致贈劉墉先生精美卡片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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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劉煥彰先生 紀念楊振明先生 紀念孫立先生
紀念鮑尚文先生/顧孔璋女士       紀念翁愛霞女士                 
紀念張善斌先生 紀念韓麗明女士  

  
黃肇崶/林佳懿 莊人川夫婦  廖裕人/柴馨惠     
劉孟宗/李玲     程有威/崔去病    康陳隆/李青紅
徐文彬/蔣雁平     楊茂興/陳民英 翁作新/蘇淑芳  
鄭紹康/鄭麗麗 伍自立/廖郁芬    鮑勝西/詹台英  
韓蕙明 胡   濱   無名氏

      

Ho, Shelby                     Hsuan, John                         
Kwan, Harry & Bernie       Tai, Shung Chiang (David)              
Tsai, Chung Chang & Catherine  Tsang, Cathy & David                      
Tsang, Cathy & David                      

• 本會季刊亦刊載於網站 www.acsccu.org    如不想收到季刊,請與本辦公室聯絡。

* 如漏登或誤登捐款者資料，本會謹致上最深的歉意，並煩請您告知本會更正,謝謝。 本季刊印刷經費由本分會 Endowment Fund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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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

敬 請 傳 閱

梁媽媽家眷村美食
BizLink Technology Inc. 
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華人癌症紀念基金會 
Dimension Performing Arts Inc 漢風藝術推廣中心
Etron Technology, Inc
El Camino Hospital
Hwa Tse Liang & Inru Kuo Family Trust
Liberty Assets Management
Lily Liu New York Life
Mike Tang Wells Fargo Foundation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Paddle For Life
Sparkle Power Inc. 
The Deng Family Fund
Yu Charitable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本會2010-2011年理事: 

 蔣雁平   曹知行   萬致昆   郭嘉麒   葉   瑾   李嘉毅 譚寶珠 劉凱莉   許麗芳   

 徐燕生   黄嘉慧   沈祖媯  白瑞雲   李祖昌   袁美華   楊錦波   李明瑱

本會榮譽董事  (03/31/2009 – 03/31/2011)
捐款$2,500及以上:  

紀念捐款：     

In memory of Jeneen Cavanaugh, Chiu-Wen Chen, David Chen, David T. Chen, Eleanor Chen, William Loring Cramer, 
Marjorie Lee, Nan-Tseng Lin, Theresa Lin, Mina Meskienyar, Susan C. Peng, Aldo Pistacchio, Winne Shao, Hong Ji Su,  

Chan-Jong Yeh, Janie Yuan, 張子平,	張秋金,	馬惟鳴,	何為成,	楊曉光,	袁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