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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資源，分享關愛，讀後請繼續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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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醫療改革法案』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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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幅照片為:

左: 6月2日癌友義工一日遊，在穆爾樹林 

  公園集體合照

中: 6月2日郊遊，會長蔣雁平(左)及理事 

  萬致昆

右: 3/27/2010 毛寄瀛博士與開心俱樂
 部(Joy Club)的姐妹們合影

本會服務項目及報告

項目          2/2010 至 04/2010

癌友電話資詢服務 9am~5pm 43次電話    

癌友電話資詢服務 5pm~9pm 73次電話 

交通/就醫服務 29人220趟

家庭探訪 71人216次

後續關懷 35人28次

邁向康復 5人21次

喘息服務 7人15次

東灣癌友互助組 24人

國語癌友互助組 32人

乳癌癌友互助組 50人

肝癌癌友互助組 14人

腸癌癌友互助組 20人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47人

粵語癌友互助組 28人

癌症教育講座 4場463人

容光煥發(髮) 2場17人

 今年三月下旬美國聯邦府
通過的「醫療改革法案」對
我們大眾究竟有何影響呢？

 本會理事郭嘉麒以其健保
專業經驗及背景，為讀者列
出已知改革項目大綱，實施
的時間表及華人策略....... 
... ..............P.3/4/5

※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的網站(http://www.ACSCCU.org)已經

換版更新，方便您隨時查看參

考。主要更新項目如下：

 1. 行事曆 Calendar

2. 談癌季刊 Newsletter

 如您願上網閱讀季刊，但仍在季

 刊郵寄名單上而不想收到季刊， 

 請與本會辦公室聯絡。

3. 訓練課程 Free Training Classes

 網上隨時可以報名。

4. 服務項目 Services and Programs

5. 聯絡本會 Contact us

本期摘要

主編: 石錦莉    編輯: 沈悅、謝勳、連淑惠、孫瑞芳、魯秋琴 出刊: 二零一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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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筱虹(Kathy Mei)在本季正式成為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新任職的
員工，主要負責分會的病人服務項目，包括與義工及社區團體組織連繫，並
負責辦公室電腦自動化、資料庫及網站等行政工作。

分會短訊:

特別的六月 蔣雁平

會長的話

                           今年六月份在華人分會是一個特別的月份，全會上下藉著抗癌接力賽將華   

                                     人的力量聚集在Union City 市的 James Logan 高中。抗癌接力是一個全民        

                            活動，工商界的捐贈和個人組隊義走，今年更有台灣著名歌手趙詠華小姐

當晚的義演，使全球經過電腦網路可以同時一起參加抗癌，為所有癌友打氣。全體上下熱鬧起

來，大家不分彼此將心比心，全心全意為了這件大事動起來。感謝所有義工的付出和捐獻，如

果沒有您們的支持，我們哪裡會有這麼多的力量往前衝?

 今年三月份我有機會參加了三月二十七日肝癌互助組的按時聚會。才知道他們的聚會早在八

年前就開始了。當天印象特別深的是兩位換了新肝的癌友，因為他們當天的分享才知道換肝的

經過和風險。當醫院通知他們有肝臟準備好時，他們得隨時待命，隨傳隨到去醫院。有時希望

落空白等一場，就只好等下一次了。

 當天又參加了毛寄瀛營養博士在開心俱樂部的精彩演講有關體重和乳癌的關係。肥胖是現在

全球發達國家中的一個文明病，肥胖可以造成心血管、高血壓等疾病。聽了毛博士的講說後才

知道肥胖也將乳癌機會提高。三月二十七日當天又參加了攝護腺癌友的互助組聚會。當場看了

一段心驚肉跳的電影片，電影是描述現代飼養的雞、牛、豬在飼養時所受到的不公平處理和用

激生素促使快速成長的過程。此片段是呼籲大眾少吃肉食多吃素食的觀念。

 我以前也沒有參加過互助組的聚會，這次一天去了三場獲益良多。希望各位讀者都上華人分

會的網站尋找下次聚會時間並踴躍報名參加。每一位癌友的分享都是我學習的機會，每位癌友

都是我終身的老師。因為有了他們的經驗，我們才能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預防的重要性。在此

要呼籲大家多花一點的時間將生活習慣規律好，要運動，注意飲食，多休息精神放鬆才是真正

抗癌接力！我們六月二十六日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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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總統把徹底改革醫療體系

的意圖，簽署成法規以來，已經有

好幾個星期了。美國人試著費心瞭

解這範圍廣大的法案，以及它什麼

時候會如何影響到他們。因為迷惑而引發的問題

，大量湧至保險公司、醫師診所和公司的人事部

以及各單位的辦公室。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如何獲得歐巴馬說的免費醫

療？我該如何登記呢？」目前普遍的想法以為，將

來每一個人都可享有免費的醫療保險。在醫療改革

之前，估計約有五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改革之後

，仍將有二千五百萬人未保。

 事實上，沒有所謂的免費保險。將來會有某些措

施幫助低收入者，但大部分要等到2014年才會生

效。當罹患"既有病症"的成人知道保險公司在那

之前不必付醫療費的時候，他們將覺得洩氣(不過

，十八歲以下的人今年九月底就能受到保護)。接

著，當他們發現未來幾個月內，聯邦政府將成立

一筆款項用來保護他們這些高風險族的時候，他

們會既抱著希望，又覺得迷惑。要瞭解醫療保險

，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現在醫療改革

也許使它變成更複雜了。

 已經有很好的醫療保險的人不會擔心目前將有什

麼大影響，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承認自己也感到很

混淆。許多小型企業的雇主覺得緊張，因為有不少

法規對他們的要求將逐年生效。

 歐巴馬的改革只不過是一個兩千六百頁長的法規

概要呢!未來詳細的內容還有待美國衛生部帶頭催

生。當各個政府機構全面推出細節時，我們可以

預料到，法案的全部頁數將會堆積到天花板那麼

高。換句話說，政府將隨著時間，制定新的條例

。許多機構已經製作出進度時間表，來解釋哪些

條款在什麼時候實行。但是，目前醫療體系的消

費者仍然感覺混淆；因為政府尚未發佈更多的條

款，所以我們目前沒有細節可談。我僅將依據實

施法案的時間表，針對醫療的消費者，談一談醫

療改革的一些特點。

※ 從2010年9月開始：

§ 小型企業稅金的減免：提供合乎條件的醫療保
險給員工的某些公司可以享受一種暫時性的小型
企業稅金的減免。但是，雇主必須經得起一系列
複雜的測驗才能計算出實際的減免額：﹝1﹞很少
數的小公司(10個或少於10個員工)可享受到全額
的減免；員工人數在11至25之間的公司的減免額
隨著人數遞減；而雇用25人以上的公司則無法享
有稅金的減免。﹝2﹞唯有那些平均每人每年收入
在2萬5千美元或以下的公司才有資格享有全額減
免。當平均年薪升高，減免額就逐漸減少，直到5
萬元時就完全沒有減免；﹝3﹞公司必須提供員工
的一半以上的保險費才有資格享受任何減免；﹝4
﹞減免期限不超過六年。法規制定後才成立
的新公司，另外還有相關的條款必須遵守。

華人策略：如果你是一個小型企業的雇主，而員
工的平均年薪少於五萬元的話，你也許可用稅金
減免的錢為你員工購買醫療保險。如果你的公司
合乎條件，減免額最高可等同於保險額的35%；在
那情況下，你只要負擔員工醫療保險額的50%。所
以，今年(2010年)你掏腰包為員工買保險的部分
，只要付15%。到了2014年，最高減免額50%開始
生效，你就不必掏腰包了。要是你工作的小公司
不提供醫療保險的話，你應該提醒雇主，享用
新法規所提供的賦稅減免來買保險。

§ 26歲的限制：26歲以下的兒女，可以和父母一
起投保醫療險。

華人策略：不論兒女是否在學，是否未婚或者是
否居住外州，這項新條款都適用。但是，如果兒
女有了工作，有自己的醫療保險的話，他﹝或她﹞
就無法再使用父母購買的醫療保險了。

§ 短期內"既有症狀"(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病人的保險：政府下令暫時提供一個全國性高

醫療改革如何影響你？ 郭嘉麒 撰

謝  勳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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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群的儲備金，讓那些既有症狀的個人得以繼
續接受醫療。法規生效後90天開始，一直到2014
年1月1日為止。

華人策略：政府要求保險公司成立一個高風險群
的儲備金，讓既有病症的人有所保障。這是一個
政府補助的計畫，預計今年6月底開始實行。請打
電話給你當地的保險經紀人，詢問詳情。這個暫
時性的計畫將於2014年失效。到那時候，一個
新的州政府保險交易計畫將取而代之。

§ 不再有一生最高額醫療付費的限制：政府禁止
個人或團體的醫療保險限制一個人一生的最高醫
療付費額。在2014年之前，保險公司只能限定每
人每年的最高醫療付費，而那金額將由政府決定
。除了詐欺的原因，保險公司不得撤銷個人保險
，也不得拒絕既有症狀的兒童。

華人策略：當個人申請購買保險時，因為沒有聲
明既有病症而被發現，過去保險公司一貫的做法
是取消保險。但新法規將使保險公司更難以執行
。所有十八歲以下的兒童，不得因為既有病症而
被拒絕保險。不過，這新法規並不適用於成人。

§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D部分﹝處方藥品﹞
的退款：如果保險者醫療保險D部分，一年累積的
處方藥品費用達到所謂「保險間斷範圍」
(coverage gap)的下限時，新費用全由保險者自付
，直到該範圍的上限為止。今年他﹝或她﹞將獲
得$250的退款。「保險間斷範圍」這個漏洞將
逐年縮小，到2020年完全消失。

※ 從2011年開始:

§ 聯邦補助的長期照護﹝long-term care﹞：雇
主可以自動參加社區生活輔助服務式(CLASS)長期
照護的保險。在那情形下，除非選擇退出保險，
員工就能自動列入保險名單內，而每個月從薪
俸裡扣除保險費。

§ 聯邦醫療保險D部分：2011年開始，製藥公司必
須給予受「保險間斷範圍」影響的人半價優待購
買名牌藥(brand name prescription)。同時聯邦
也開始逐年補助「保險間斷範圍」學名藥(generic 
prescription)的購買。年收入超過$85,000的個人
或$170,000的夫婦購買D部分時，政府補助年費的
數額將減少。

§  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聯邦醫療保險B部分適用
在醫師診所看病時的費用。目前B部分的保費跟收
入有關。從2011到2019年之間，保費的門檻將凍
結在2010年的數目而不變更。

§  彈性開支帳戶﹝FSA﹞/健康償付帳戶﹝HRA﹞/
健康儲蓄帳戶﹝HSA﹞的改變：
健康儲蓄帳戶及彈性開支帳戶的限制：這兩種帳
戶裡的專款不得用在購買不需醫師處方的藥品上
(胰島素例外)。不符合條件地挪用健康儲蓄帳戶
的專款將受到10%到20%的罰款。到了2013年，雇
員存進彈性開支帳戶的最高額將訂為每年$2,500
，之後每年將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 從2012年開始：

 這一年內多半的改變只影響醫療供應者，對醫
療消費者沒有直接的關係。

※ 從2013年開始：

§  可減稅的醫療費用越來越少：個人所得稅申報
表上可以減稅的醫療費用將有新的限制。過去，
醫療費用超過調整後總所得的7.5%即可減稅；新
法規提高那個門檻到10%。至於年屆65歲﹝以及他
們的伴侶﹞的長者，在2016年以前仍以7.5%為準。

§  "聯邦醫療保險"工資稅：受雇或自營者的個人
年薪所得如超過$200,000(或共同年薪所得超過
$250,000)，所需繳納的聯邦醫療保險薪資稅將提
高到2.35%，不隨通貨膨脹指數調整。這是史上首
次原本只用來醫治聯邦醫療保險適齡者的基金，
轉移到其他用途-用來補助那些未達適齡的人購買
保險。這將成為先例，把醫療保險薪資稅當
作增加的一般政府收入，以達到其他目的。

§  "聯邦醫療保險"投資稅：工資稅之外，新法規
將從高所得(由薪資及其他因素決定)的個人的投
資所得中徵收3.8%的稅金。和聯邦醫療保險薪資
稅一樣，這新的投資稅將花費在聯邦醫療保險
適齡者以外的人的身上。

§ 彈性開支帳戶的限制：各種不同的彈性開支帳
戶每年的存款上限將設為$2,500。2013年後依通
貨膨脹指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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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4年開始：

§ 醫療保險交易計畫：醫療保險交易計畫開放給個
人或雇員少於50人的小型企業(各州可自行提高最高
人數至100人)。這計畫將永遠消除既有病症的疑慮。
在三年內，保險公司必須開始提供保險給這高風險群
的人。

§ 保險費的補助：收入在聯邦貧窮標準的四倍以內
的個人，將可受惠於政府的補助。一家四口人如果總
年收入在$88,000以下，可自行向保險交易中心購買
醫療保險，但傳統的透過雇主購買的保險不得享受補
助。

§ 低收入殘障醫療補助的對象增加：低收入殘障醫
療補助的收入條件放寬，上限提高，讓好幾百萬或
上千萬的人變成新的合乎條件者。因為這項條件的
放寬而新增的保險者的數目，大約佔了醫療改革後
新增保險者總數的一半。起初幾年，聯邦政府將承
擔所有有關的費用；以後，州政府逐漸分擔負荷。

§ 沒買保險就罰款的執行令：從2014年開始，所有美
國公民和合法居留者都必須具有合乎條件的保險，否
則將會受罰。2014年的罰款將是$95或全家收入的1%
(取其中數目大者)。2015年罰款將提高到$325或全家
收入的2%，而2016年再增加到$695或全家收入的2.5%
(取其中數目大者)。2016年以後，罰款數目依物價指
數調整。 

※ 從2018年開始：

豪華健保稅：政府將徵收所謂「豪華健保稅」，也
就是向每年健保額超過$10,200的個人或$27,500的
家庭徵收40%的消費稅。對55歲以上的某些退休者
以及高危險職業的員工來說，這個門檻將提高
$1,650(個人)或$3,450(全家)。這些門檻可能在
2018年之前，隨著醫療費用的上升而提高，也可能
讓某些公司的員工因年齡及性別的特殊性而提高。
豪華健保稅門檻的提高將和通貨膨脹(而不是和醫
療費用)相連繫。當醫療費用上升，每年將有更多
的人被捲入這個新的消費稅的潮流中。

 去年十二月，在O'Connor醫院舉行的美國癌症協會(ACS)華人攝護腺癌互助小組的年終聚會，我們Riceballs
樂團獲邀請，給癌友們帶來一場音樂表演。據說癌友們從來沒有聽過類似的音樂會表演，他們剛開始都有
點遲疑，然而氣氛很快就變得熱烈起來，他們逐漸陶醉在樂團美妙的音樂表演中，伴隨著我們的演出一起
拍手，歌唱。

 去年夏天，我認識了Riceballs這個慈善音樂團體，他們當時正在一個老人中心裏義演。雖然那時這個團體
只有五到六個成員，他們卻能使老人滿是風霜的臉上綻放出笑容，在那個時刻，我知道那就是我想要
做的，若我也能將長者們帶進一個舒適恬靜的音樂世界裏，我的目標就達成了。於是我加入了這個樂團。

 到目前為止，團長Michael Luo已召募了十八位具音樂天賦又發心回饋社會的團員，近一年來，我們已經為
6個敬老院帶來了16場的音樂表演。這次在接到ACS的表演邀約時我們都很興奮，把空餘時間都用來準備這次
演出，希望能給癌友們最高品質的表演。我們到聖荷西 O'Connor醫院時，精神抖擻，充滿了期待，為了這次
的演出，我們前一個星期已經合練了超過八小時，就希望能在這個耶誕佳節呈現一個轟動閃亮的表演節目。

 這一天風颳得很大，觀眾似乎也覺得不甚有趣，各個目無光采。我擔任司儀，一開始我就使出我最愉
悅的聲音鼓舞大家，然而我知道是聖誕音樂的魔力帶動了我們的觀眾群。一個半小時的音樂會分成了古典
音樂和傳統的聖誕節頌歌，以韋瓦爾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的"冬"揭開序幕。漸漸地，我們的觀眾熱絡了
起來，開始享受著樂曲，有些人一起低聲哼唱，更勇敢的大聲高歌;另有一些人隨著"平安夜"歌曲搖擺舞
動，配合著快節奏的"聖誕鈴聲"打拍子。我發覺他們雖然歷經了癌症病痛的折磨和悲傷，原本消沉抑鬱的
態度卻已經融化，取而代之的是歡欣燦爛的臉龐，在觀眾的喝采聲中，我們高興地微笑以對。

生命的旋律
Margaret Shen
Mo Luo 
Je�rey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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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開心俱樂部(Joy Club)很榮幸請到了營
養師-毛寄瀛博士，為我們講體重控制和防禦乳
癌。

 毛博士講了乳癌發病與體重的關係。體重增加和
腹腰部的多餘脂肪，使更年期後乳癌發病機率增加
。另外成人增重22~44磅會使患乳癌的機率增加5%
，穿衣的尺寸增加，也會使乳癌的機率增加。如果
大家注意體重的管理，保持健康的體重，美國乳癌
患者可能會減少40%。體質指數BMI(Body Mass 
Index)在35~40之間的話，乳癌，胰臟癌，腎臟癌
，子宮癌，直腸癌的發病機率都非常高。同樣，體
重對壽命也有很大的影響，只要不是體重過
輕，越胖壽命就越短。

 現代人的營養特點是:營養過剩、科技太發達、
生活節奏緊張、壓力過大、資訊爆炸、外食多、原
始食物減少、靜態生活取代動態生活。所以我們在
生活上有幾點要特別注意﹕
 一. 保持健康的體重 
  * 體質指數BMI的計算方法是體重(公斤)/身
   高米數的平方，即Kg/㎡。
  * 最佳體重指數BMI應在23~25之間，亞洲人 
   指數是18.5~23之間。如果BMI指數多於 
   40，死于癌症的機率:男人會提高52%，
   女人提高62%。
  * 健康腰圍上限為﹔(男)37吋，亞洲人35.4 
   吋，(女)均為31.5吋。
 二. 每天肢體活動要30分鐘以上
 三. 避免酒精             四. 餵母乳

 對於身體肥胖度，最佳體重指數BMI，毛博士的
個人建議是﹕
  * 從童年期至青春期階段的體重，要處於 
   BMI的最低端。
  * 從21歲起保持在正常範圍。
  * 成年期，儘量避免腰圍，體重增加。

 睡眠與肥胖也有很大關係﹕睡眠時間少于6個小
時，肥胖機率增加33%。睡眠時間多於9小時，肥胖
機率增加26%。睡眠時間正常的人，肥胖機率為22%。

 關於能量消耗﹕肢體活動的能量消耗為25%~35%
，飲食時消耗能量為10%，基礎代謝的消耗能量為
60%~65%。

 那麼什麼是基礎代謝率﹖與以下幾點有關﹔

 1. 遺傳會影響代謝率
 2. 性別﹕男人代謝率高於女人
 3. 年齡﹕年齡小代謝率高 
 4. 身高的人代謝率高
 5. 甲狀腺多的人代謝率高   
 6. 環境溫度高，代謝率高
 7. 體溫﹕體溫高代謝率高
 8. 情緒不好代謝率高
 9. 餓肚時，代謝率低 
 10. 肌肉消耗更多的能量，脂肪是儲存能量

 下面切記幾點減重金科玉律﹕          
 1. 3500卡路里=1磅脂肪，每天少吃250卡路里
 2. 要長期作戰，每週減0.5~1磅，一年減26磅
 3. 不可操之過急，減1~2磅/1週為標準。要小 
  心基礎代謝率下降 
 4. 以低能量食物飽腹 
 5. 要減脂重，不損肌肉，絕對不可餓肚子。

 在營養素方面，毛博士給我們參考了幾個簡單的
例子，希望大家在卡路里(cal)的攝取和控制上有
個概念﹕
 碳水化合物(4 cal/g) 蛋白質(4 cal/g)
 脂肪(9 cal/g) 維生素(0 cal/g)
 礦物質(0 cal/g) 水(0 cal/g)
 酒精(7 cal/g)
多攝取45 cal，就要走15分鐘路來消耗。

 最後毛博士給我們每個人留了個作業﹕
  1. 21歲以後，成人增重多少﹖目前過重多少﹖ 
   腰圍增長多少﹖
  2. 增重的原因是什麼﹖
  3. 設立減重目標
  4. 抗拒9cal油脂，不用大杯和大碗
  5. 好好讀食物的成份表 

 了解了以上毛博士所說的，想必對我們減重有很
大幫助。我想現在有很多的減肥方法，應該找到適
合自己和使用正確的減肥方法。飢餓減肥會降低基
礎代謝率，我們要健康飲食，鍛鍊身體，睡眠時間
保持在7、8個小時。讓我們一起努力保持健康的體
重和身材吧！

 如果想了解更多這方面的資訊，可參考
dietandcancerreport.org。

高島悠華
體重控制和防禦乳癌

註: 高島悠華又名曾春暉，為現任乳癌互助組(Joy Club)組長。



起，有更多一點時間彼此自由交流意見，分享經驗。
我鼓勵每一位肝友都坦白的將自己的經驗與其他肝
友分享，彼此幫忙。我們這個小組的目的就是互相
鼓勵，彼此分享本身的經驗，來激勵並幫助別人。這
些年來，有好幾位肝友相繼離我們而去。今年又有
兩位肝友離開了我們。這次的相聚給了我們彼此回
憶，互相安慰的機會。

 死亡是一件不能避免的事，就如聖經所說的：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不論我們
怎麼地去注意飲食，鍛鍊身體，但最重要的還是我
們知道將來要去到那裡。我發現帶給我最大的安慰
是莫過於那些在生前有永生確據而已離開世界的癌
友們，因為知道他們已去了一個更美好的，再也沒
有痛苦，沒有眼淚的地方。對認識神的人來說，是
生是死都不再重要。著名的神學家巴刻在"認識神"
書中記著：
 主啊，是生是死，非我要操心的事；
 我的本分是愛和服伺你，求你為此賜我恩典。
 活得長久，我固然欣喜，因能長久順服你；
 活得短暫，要升往無窮的永活日-又有何悲？

 僅用此文與我們所有的癌友及癌友的家屬分享，
願大家都可以得到這永生的福氣。如果你願意知道
更多相關的資訊，請與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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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友互助小組在2002年成立，一晃眼已有將近
九年的歷史了，如今回想當初成立這小組的情景仍
歷歷在目。當時還在養病中的我，沒有忘記當初是
如何依靠神，以及教會朋友的愛心走過來的。所以
深深感到我也應該為其他的肝友盡一份力量，決定
用自己在心、身、靈三方面的經驗來幫助肝癌朋友
。經朋友介紹與當時的美國防癌協會華人分會龔振
成主任連絡上，與他分享我的意願：成立一個專門
為肝友設立的互助小組。不久就被邀請到華人分會
董事會上與各位董事見面，當時我仍是抱著那仍然
疼痛的傷口去的，但很高興的是在得到全體董事會
的熱烈支持後，肝友互助小組就此正式成立了。

 第一年的聚會都是在我家裡舉行。當時的龔主任
，在每次聚會的時候，也都特地趕來參與幫忙。後
來他建議我不需要每次都自己掏腰包，而且可以在
歐康諾醫院(O'Connor Hospital)聚會時，我才知道
原來還有別的地方可以讓我們安心聚會。那時沒有
什麼經驗，只要是認為可以幫助肝友的任何機會就
去與龔主任商量安排聚會，真的是一面做一面學。

 話從籌備第一次的聚會開始，當我拿到名單的時
候，有洋洋大觀的數頁名字。我和其他幫忙的義工
分頭打電話，才發現許多的癌友已先後離開了。回
想起來還好將邀請名單過濾一次。但是之後，我卻
做了許多次的更改和過濾，一直到發現原來有許多
不同的名單，存在不同的資料庫及不同的電腦裡。
每次發出去的邀請名單似乎都是由不同的資料庫裡
出來，故此常常有人收不到邀請函。如此幾年下來
才漸漸穩定下來。這些年來除了本地的癌友外，也
陸陸續續接到癌友從美國各地的來電詢問，我們也
都盡力用本身的經歷和經驗來幫助他們。

 其次就是請講員，好的講員不容易請到，但原則
也必須堅持。比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在臺灣
榮總的一位李醫生，正是我們所盼望的肝臟科的放
射線專家(radiologist)，每年來灣區探訪家人。
我們抓住機會請到了他來介紹最新的肝癌治療資訊
，並且給每一個人機會替他們看MRI的結果。大家
都獲益不少，這種機會是少有的。

 最近在今年三月份的一次聚會，採用與往常聚會
方法不同，就是沒有安排講員，而是讓大家聚在一

陳東彥
肝友互助小組點點滴滴

互助組組長陳東彥(Donna Tao,後排右四)，肝友

們與台灣榮總醫院放射科李潤川醫師(前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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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就在開幕的前一個月，經醫生檢查後宣佈
我得了癌症，起初我不相信，素來身體健壯，尤其
是腸胃，從沒鬧過胃酸、胃痛、消化不良、拉肚子
等症狀，吃什麼都能消化，還嫌自己消化太好，體
重減不下來。這麼好的腸胃，竟然得了胃癌？醫生
會不會搞錯了？但醫生鄭重地說我胃部的腫瘤不但
已經大到不適合開刀，還伴隨著嚴重的出血，當時
以我失血的程度來看，我的意識還清醒已經是奇蹟
了。除了立刻住院輸了四袋血，還接著做電腦斷層
掃描，並展開放射療法的療程，達到止血和抑制腫
瘤成長的目的。

 我一心想著看奧運，絕對不能錯過這個千載難逢
的機會，就勇氣百倍，答應醫生和家人會配合治療
，無懼死亡的威脅。唯一的念頭就是要活著撐過奧
運就值了！

 一個多月的放射治療，這期間每天跑醫院，與放
射科的護理人員，雖然語言不通，卻會比手畫腳地
表達善意，雖然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他們總是用
微笑與攙扶來迎接我。這期間，除了家人接送外，
還有好幾位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的義工，在
夏天的大太陽下，接送著我這個素昧平生的老太太
往返醫院，激勵著我奇蹟式的完成了26次放療，沒
有間斷。對這些熱心助人卻不求回報的華人義工，
我衷心感激。

 趕在奧運開幕前，我的療程結束了，我打起精神
天天看報紙看電視轉播。開幕典禮時全球精英領袖
齊集在中國北京，冠蓋雲集，觀看由中國人主導的
儀式與節目，每分每秒都讓人驚豔。姚明出場，又
高又帥，鶴立雞群。北京專為奧運而建的鳥巢、水
立方更是美輪美奐。剛知道得了癌症的時候，我沒
有掉淚，還告訴家人不要為我而哭，但看到開幕致
詞的那一刻，我熱血沸騰熱淚盈眶，是光榮的淚水
喜極而泣。

 2008年在中國舉辦奧運，從
授旗開始，我這個年屆九十的老
太太就天天盼望，想要親身經歷
這百年難得一見的盛會，它代表的
是中國人的驕傲。

 每次看到中國人又奪得金牌，就興奮的忘了自己
的病痛，身為中華民族與有榮焉。我每天看運動員
的表現，尤其愛看游泳、跳水，越看越著迷，完全
不去想自己身上還有癌細胞的問題。我原來估計，
中國人加起來總可以得四十個金牌吧？出乎意料的
共得了五十一面金牌，太讓我感動了。兩岸三地的
華人選手個個抬頭挺胸，展現出來的自信與鬥志，
泱泱大國的風範，洗卻了「東亞病夫」這個百年來
的屈辱。爽啊！

 奧運圓滿結束，我也忘記了身上和我共存的癌細
胞。一個月後，再去掃描檢查，身上癌細胞的活性
幾乎降低到測不出來了。醫生興奮的宣布，這個結
果比他預期的好了兩百倍。這個奇蹟，應該是那些
可愛的中國運動員的鬥志激勵了我吧！在我的抗癌
之路上，北京奧運功不可沒！

 如今，我生活起居和平常一樣，雖然癌細胞隨時
會再度活躍起來，但能看到奧運精采落幕，我已無
憾。除此之外，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有位義
工每週來陪我聊天，帶我去公園散步，還有去一個
狗公園，看那些狗兒們旺盛的生命力，每次出遊回
來，心情都特別興奮，雖然身體感到疲累，晚上卻
因而能睡個好覺。我愛熱鬧，有年輕人來，我就忘
了身體的不適。

 我常對自己說：「不要怕，活了九十多歲，稱得
上是健康長壽了。死亡是每個人的最後歸宿，到那
時就閉上眼睛，內心平靜地走向另一個世界。」如
果時辰未到，就處變不驚，照常吃飯睡覺就是了。
癌細胞也有生命吧？寄生在宿主體內，想要和主人
和平共存？還是同歸於盡？就由它去吧！

完稿於2009年10月

後記：本文作者在與癌症和平共處兩年後，於
2010年3月平靜辭世，大體依囑捐贈給加州大學
舊金山分校大體捐贈計劃部門 (UCSF Willed 
Body Program)用於醫學研究。

處 變 不 驚
奧運帶來的奇蹟

呂凝芬

呂凝芬於1951-1983在台灣高中女校執教，著有獲獎
的「家政教育教科書」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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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友，當聽到這個名詞的時候，您腦海中所呈現
出來的畫面是什麼呢？孤獨、哀傷、無助？事實上
，癌友也可以互相關懷鼓勵，並且變得快樂和美麗
。今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舉
辦的美容訓練課程，就為正在做化療的女性癌友帶
來了美麗與快樂。

 在美容訓練課程的當天，十名癌友陸續地進了教
室，也許因為身體不舒服、也許因為心情難過、也
可能是因為彼此不認識，剛開始的沉默的氣氛，讓
人感到有些窒息。在放了一段有關美容訓練課程的
影片後，專業美容師Sandy請學員們做自我介紹，
因為同病相憐，學員們開展了彼此間的對話，很快
的就有了交集。

 其中一位學員-戴月琴很驕傲地告訴大家，自己
曾經是擁有最長頭髮的世界記錄保持人，以前一天
至少要花二小時的時間，才能梳理好留了三十多年
，長四米多的頭髮。但她很豁達的說，為了身體好
，只能犧牲頭髮了，她並笑著說，開刀期間，先生
正好也丟了工件，看起來好像所有能遇到的壞事，
全都遇在一起了，不過也正因為糟到谷底了，也就
沒法再更糟了，所以只要能快快樂樂的度過每一天
，那就好了。

 一位從一進教室就一臉哀傷的學員，聽著聽著就
掉起淚來了，同學們看了都很不忍心，大家就一人
一句話的，關心起她的病情。結果，她竟然是十位
學員中，腫瘤最小，最早期發現的，其他的學員可
都是沒有她這麼幸運，與大家相較之下，她終於破
涕而笑了！

 這天的課程，老師Sandy從洗臉、上底妝、打粉．．
等等到上妝完畢，仔仔細細地教著，每一位學員都
很興奮的認真學習，有些因為化療副作用的關係，
無法將手舉起來做化妝的動作，但仍然很細心地，
照著老師說的步驟，一一的將所有的化妝品按順序
擺好，準備等身體好一點的時候，就可以幫自己化
一個美美的妝。化好妝後，台上的學員模特兒，就
好像一位準備去參加宴會的小姑娘似的，嬌滴滴的
，美容訓練課程也至此正式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種的美容訓練課程真的是讓女性癌友們得益不
淺啊!但是，妝化好後，要是能讓頭髮也能美上一
把，那可就錦上添花了，不是嗎? 幸運的是「容光
煥發」免費課程結束後，參加課程的癌友們還能得

到一頂假髮。於是，義工們趕快將假髮一頂一頂的
拿出來讓大家試試，好像一群久識的戰友們，學員
們都熱心的幫著彼此，找一頂適合的假髮，有飄逸
的長髮、俏皮的短髮、落落大方的捲髮、也有青澀
的西瓜皮。一位頂著一頭時髦髮型、臉上塗著妝的
老媽媽，有點害羞的說，不知道等一下出去，老公
還認不認得自己？

 短短兩小時的課程，學員們不僅學到了化妝的技
巧，更認識了一群朋友，下課時，彼此忙著交換聯
絡電話，並互相鼓勵，一定要加油！學員中有剛開
始做化療的，也有正在化療中的，當然也有已完成
化療的，不管她們處於治療的那一個階段，最重要
的是她們都可以容光煥發，維持好心情哦！

 如果您還沒有參加過美容課程，下一次課程的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兩點，課程
舉辦地點位於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的會議室
: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歡迎您報名參加，給您自己和其他癌友一個彼此
交流打氣的機會，也讓自己在抗癌的路上漂漂亮亮
，快快樂樂地度過每一天。

容光煥發

「打扮這麼漂亮要去哪裏？」
「要去探訪一位不願意做化療的新病友，讓她

看看我做完了化療之後沒變成醜八怪。」



美國癌症協會透過電話提供以下免費訓練課程。目地在提升大眾的知識，以及義工的服務技能，進而改善癌友與照護者的
生活品質。您可以在家裡或任何地方使用電話參加，課程以英語為主，不定期有國語課程。如有任何註冊程序問題，請聯
絡本會(510)79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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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電話訓練課程

技能提升訓練 Skill Enhancement
(課程對象：美國癌症協會義工)
如何面對失去 (When Loss Comes) 
June 23                    10am - 12pm
發揮義工的功能，成為最佳的癌症資源
Be a Cancer Resource - The Power of Volunteering 
July 8                     12pm -- 1pm
新！癌症病患的被雇用權力和健康保險選擇：義工能
幫些什麼
Employment Rights and Health Insurance Ooptions for 
People Facing Cancer: How Volunteers Can Help
August 24               11am -- 1pm

更新版電話課程內容
交通服務更新版(Road to Recovery Update)(可做為「交
通服務」義工每兩年定期更新檢定的需要)
     July 21                   11am - 12pm
新！邁向康復：探訪標準，最佳和最新病患和照護者
支援(Reach to Recovery: Visit Standards, Best Practices 
and New Ways to Support Patients and Caregivers)(可用
於「邁向康復」義工每兩年定期更新檢定的需要)
     July 22                   10am - 12pm
容光煥髮更新版(Look Good…Feel Better 
Updates)(可用於「容光換髮」義工每兩年一次定期更新檢的
需要)
     August 9                   10am - 12pm

癌友和照護者免費的英語電話課程/
我能面對 I Can Cope  
(課程對象：癌友與照護者)

如何緩和癌症痛苦/Relieving Cancer Pain
Wednesday, June 2, 2010  (請於五月二十五日前報名/Register by 
May 25)  
10:00 a.m. - 12:00 p.m.      

癌症治療後的營養/ Nutrition After Cancer Treatment
Wednesday, July 7, 2010  (請於六月三十日前報名/Register by 
June 30)     
10:00 a.m. - 12:00 p.m.      

如何應對因癌症而引起的疲倦/ Managing 
Cancer-Related Fatigue
Wednesday, July 21, 2010 (請於七月十四日前報名/Register by) 
July 14)     
10:00 a.m. - 12:00 p.m.      

如何理財/ Taking Charge of Money Matters
Wednesday, August 4, 2010   (請於七月二十八日前報名
/Register by July 28)     
10:00 a.m. - 12:00 p.m.

如欲參加「我能面對」的電話課程,，請於上課日期的一週前報
名，請打電話 1-800-ACS-2345 註冊。
網上同時提供過去課程(影音檔案)，隨時可自行上網研習：
www.cancer.org/onlineclasses

醫生論談Doc Talk: 每個月一次 
(課程對象：一般大眾 )

對重要的癌症議題，每個月會由專業醫生舉辦一系列的講座
，目的是將最新的抗癌資訊提供給您！
 
化療：對治療中和長期存活的影響（Chemobrain: 
E�ects During Treatment and into Long-Term 
Survivorship)
 (可用於「邁向康復」義工每年定期檢定的需要﹞
June 16              12pm - 1pm           Arash Asher, MD 

皮膚癌入門指南以及癌症治療對於皮膚和指甲的所
起的影響(Skin Cancer 101 and the E�ects of Key 
Cancer Treatments on the Skin and Nails) 
July 19              12pm - 1pm         Susan Swetter, MD

基因和癌症：（Genes and Cancer: Exploring the 
Role of Genetics in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July 20              12pm - 1pm         Lisa Madlensky, MD

當癌症復發（When Cancer Returns: 
Understanding Recurrence Risks & Treatments - 
Spotlight on Breast Cancer Recurrence）
August 4             12pm - 1pm       Catherine Dang, MD

美國癌症協會服務項目訓練
(課程對象：美國癌症協會義工 )
Program-Speci�c Teleconference Training
後 續 關 懷I (Call Back I) : 了解後續關懷對癌症患者及照護
者的價值 
 - June 18　　　 10am - 12pm
 - July 8                2pm - 4pm  中文
 - July 17             10am - 12pm
 - August 18        11am - 1pm
後 續 關 懷  II  (Call Back II)：練習如何增進對癌症患者及照
護者的關懷技巧 (必須先完成「後續關懷 I」課程)
 - August 28       10am - 12pm

容光煥髮初訓 (Introduction to Look Good Feel Better)：為
康復中的癌患婦女恢復容貌
 -July 14             10am - 11am

邁向康復初訓 (Introduction to Reach to Recovery): 為新乳癌
患婦女提供有效的互助與支持
 - August 16       10am - 11am

攝護腺癌友互助 (Man to Man I ): 為新攝護腺癌友提供資訊與
支持
 - July 13            10am - 12pm

攝護腺癌友互助 (Man to Man I I：Program Promotion, 
Outreach, and Group Facilitation): 
        - July 29            11am - 1pm
(Reach Recurrence ): 為曾經歷乳癌復發，邁向康復的義工
        - July 12            10am - 12pm
交通服務 (Road to Recovery): 駕駛義工需知
        - June   2       2pm - 4pm
 - July   1       10am - 12pm
 - August  5     2pm  - 4pm



《「活力人生」國語癌友互助組》
日期：每雙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的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408) 947-2500
 06/19/10 消化道〈肝腸〉腫瘤〈大腸癌/肝癌〉篩檢  李嘉毅醫師
 08/21/10 如何擁有健康體能的生活 莊雯婷醫師
 10/16/10 癌友有關的社會資源 陳莉娜女士
 12/18/10 生命關懷和事前醫療指示 陳明慧 護理長
   曹知行 前理事長

《乳癌互助小組》（Joy Club 開心俱樂部）

日期：6/05/10下午2:00~5:00
地點： MOB Auditorium, O'Connor Hospital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肝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6/19/10 下午3:00~6:30
地點：South Bay CCM Gospel Center
       10975 Wolfe Road, Cupertino, CA 95014

《腸癌癌友互助組》長虹俱樂部

日期：06/19/10 上午10:30 ~下午1:30 (與「活力人生」

互助會合併談消化道〈肝腸〉腫瘤〈大腸癌/肝癌〉篩檢)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的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408) 947-2500

《東灣癌友互助組》
日期：7/20/10 (時間TBA)

地點：未定

《癌友美容示範講座》
日期：7/2/10   下午2:00 pm ~ 4:00 pm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抗癌接力》
日期：06/26/10  下午12:00 ~ 06/27/10上午8:00
地點：James Logan High School
           1800 H St., Union City, CA 94587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趙詠華星光晚會》
日期：06/26/10下午7:00
地點：James Logan High School, 1800 H Street
           Union City, CA 94587
票價: $45, VIP: $100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訂票:1-888-566-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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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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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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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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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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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電話：（510）893-3210  傳真：（510）893-3220
逢星期一至六   上午9:30 ~ 下午5:00
 
互愛小組（癌友互助組）
逢星期六早上10時至中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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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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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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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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8/21/10   下午2:00 pm ~ 5:00 pm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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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榮譽董事(3/31/2008 - 3/31/2010)
捐款$2,500以上：
紀念王陳美枝女士 紀念邱宣澄先生 紀念陳奕先生
紀念劉煥彰先生 紀念楊振明先生 紀念曹玲女士
紀念鮑尚文先生/顧孔璋女士 紀念翁愛霞女士
紀念曾澤永先生/董晉榮女士 紀念倪傑先生
紀念韓麗明女士 黃肇崶/林佳懿 莊人川夫婦
廖裕人/柴馨惠 陳雅夫/李美嬌 程有威/崔去病
石賡/林綾錦 林文釗/林美惠 曹知行/倪小蓁
翁作新/蘇淑芳 鄭紹康/鄭麗麗 伍自立/廖郁芬
鮑勝西/詹台英   楊茂興/陳民英 劉孟宗/李玲
徐文彬/蔣雁平   蔣志恆/何佳玲 徐大麟/沈悅
陳芳玲 康陳隆/李青紅 林建昌/李鴻英
韓蕙明    徐婉真 戴勝益                                   
               
Chang, Olivia Huifen               Chen, Yn  
Fong, K. & P.                              Hla, Tin Tin
Ho, Tsai-Luan                            Ho, Ming Shen Ivan                         
Hu, Birong                                 Huang, Robert & Lily
Kwan, Harry & Bernie             Jeng, Shuhui  C.                                
Lee, Choo B                              Lee, Florence                                     
Liang, Marcel                         Peng, Roger/Penny                           
Seto, May                                    Tai, Edmund & Kam-Har Yung       
Tsai, Chung-Chang/Catherine   Tsang, Cathy & David
Wang, Cecilia & Marguerite       Yu, Joanna    
Zhang, Zili/Ouyang, Rusha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FREMONT, CA

PERMIT NO. 491

敬 請 傳 閱
American Cancer Society-California Chinese Unit
39235 Liberty Street, D-0, Fremont, CA 94538

Ansian LLC, Bay Area Dragon Boat Associate 
BizLink Technology Inc., Charles Schwab
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 華人癌症紀念基金會
Dimension Performing Arts Inc, Hwa Tse Liang & Inru Kuo Family Trust
Inko Industrial Corporation , Isabel Chiu & Co., LLP  
Kingston Technology Company Inc., Laurel Industrial Co., Inc
Ma Laboratories Inc., Paddle For Life, Pharmout Laboratories, Inc.
Sparkle Power Inc., Tsai Family Fund, Teg Micro Technology Inc.
Wealthnet Charitable Gift Fund, Yu Charitable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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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謹致上最深摰的歉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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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捐款：

In memory of Joe Agius, Chiu-Wen Chen, David Chen, Eric 
Chen,Chi,  Mei-Yin Huang Chiu, William Loring Cramer, Margarete 
H. Freger, Shellie Hanksi, Frank Kiang, Yun Chi Liao,Nan-Tseng 
Lin,  Ann Ma, Mina Meskienyar, Aldo Pistacchio, Mary Russell, 
Winne Shao, Jack & Betty Speciale, Jackie Tikvica, Chan-Jong 
Yeh, Janie Yuan,張子平,錢文瀾,安子平,彭仲平,翁月卿,張秋金,

張善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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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寶珠 蘇玲雍 劉凱莉 許麗芳 陳唐夢君 楊  磊  
白瑞雲 羅彥宇 李祖昌 賀宗寧 李兩穎

 由於與大家息息相關的「醫療改革法案」意外地
由"難產"狀態轉而在三月呱呱落地，經歐巴馬總統
簽署成為新法。對此新法大家卻甚為迷惑，因此我
們把原訂的主題「如何調適病中心情」順延至下期
，與本期主題對調。理事郭嘉麒及編輯謝勳迅即執
筆為眾解惑，在此致謝。

 數十年來美國的健保制度並未對癌患者提供適當
的服務，甚而有之被拒在保險大門外，對"既有症
狀"人士提供不充足的保單，更有病友被驚人的高
額帳單壓得喘不過氣來。原來的醫療健保法條對美
國超過三十萬的癌友來說是失敗的。

 美國癌症協會認為這次的新法雖不完美，但其中
有些法條會對癌友及其家屬提供改進的健保制度。
CAN(Cancer Action Network)是美國癌症協會(ACS)
為癌友參與辯論的出聲筒，CAN的目標是要為癌患者
及其家屬爭取更完善的健保制度。

 如果您讀完本期主題而有相關感想、意見及值得
分享的經歷，歡迎來稿。

主編的話 石錦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