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刊: 二零壹壹年三月

39235 Liberty Street, D-0, Fremont, CA 94538 Tel: (888) 566-6222 • (510) 797-0600 • Fax: (510) 797-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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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csccu.org

各位看官照過來~~~~

2011華人分會抗癌接力開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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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行防癌，為慶生而走
華人分會合唱團首次演出    

詳情請上網

www.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或經由www.acsccu.org 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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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互助組癌友家屬年終歡聚

心動不如行動！

鼓勵您的親友、街坊鄰居組隊為抗癌
添薪火。青少年組隊除有社區服務獎
勵之外，尚有領導才能訓練與參加才
藝選秀機會。歡迎義工加入募款、燭
光義賣與活動籌畫工作行列。讓你我
的熱情照亮六月的星空. . . . . . . . 請洽

acsccuvolunteer@gmail.com

春

抗癌接力籌備會籌備小組

June 25-26, 2011
Foothill College
12345 El Monte Rd.
Los Altos Hills, CA 94022

Spring 2011

珍惜資源 分享關愛
讀後請繼續傳閱

乳癌互助組癌友家屬熱歌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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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至12/2010

癌友電話諮詢服務

9am至5pm

45次

癌友電話諮詢服務

5pm至9pm

60次

交通/就醫服務

48人

273趟

家庭電話/探訪

78人

265次

後續電話/關懷

56人

35次

邁向康復電話/探訪

37人

42次

乳癌癌友互助組

1次聚會

110人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1次聚會

53人

腸癌癌友互助組

1次聚會

24人

肝癌癌友互助組

1次聚會

14人

國語癌友互助組

3次聚會

70人

粵語癌友互助組

4次聚會

91人

東灣癌友互助組

1次聚會

20人

從小就學時都讀過‘光陰似
箭’這句話，接任協會會長工
作後更有所感。總覺得有無數
的工作及策劃須要達成。如接
任初期協會的年度工作規劃—
確認癌友與家屬服務及其有關
的活動均照顧周全, 抗癌防癌
有關的健康講座能提供最佳的
內容及符合社區的需求，以至於〝抗癌接力〞大
方針等等均能到位。並盡可能做好人與事各方面
的溝通，以求在一年間可一一運作實現。為力求
癌友與家屬服務的質與量的增進，與各組長的溝
通絕對有其必要。三月間將有第一組的聚會。希
望以後每年可固定有一至兩次的溝通，多方與組
長們配合一起提供好的服務。在抗癌防癌健康講
座方面，會持續在需求大而較少有華人健康講座
的區域舉辦並多與當地相關非營利組識合作。感
謝劉凱莉副會長的多方聯繫，協會今年將首次在
Berkeley/Richmond/El Cerrito 城市間舉辦健康講
座（已於3月6日舉行，俞小安醫師主講，感謝
Berkeley公共圖書館協辦）。Sacramento的健康講
座也將試著延伸至Stockton地區。協會將一本創
會初衷—做雪中送炭之事。
除此而外，希望能加強協會工作計劃上的‘延
續性’。所謂延續性即是除了一貫協會的工作項
目外，任何有價值的改進可開展以求提供更好更
多加州華人社會的服務，會長、副會長、執行理
事、協會相關人員或相關人士討論制定方針並加
以執行。而有些是在一個年度或一屆會長任期內
難以達成目標的。相關人士則須在新任會長領導
下持續參與而加以實現。當然除了有’延續性’的
建立，更重要的是要心動，而後有心的參與及行
動。而協會各項服務及活動的達成，行動中更包
括數不盡的溝通、異中求同、尊重、不分彼此以
至於達成最終共同的目標—協助華人。在我們人
生中，許多時候是知易行難。讓我們一起心同心
肩並肩為健康的華人社會前進。
在此謹代表本會再一次感謝諸位默默協助本
會的每一位人士，並敬祝各位有數不盡如早春般
的欣欣向榮、健康愉快的新年。
美國癌症協會加卅華人分會會長
葉瑾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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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康復

楊錦波醫師 - 現任本會理事

近年來癌症醫療的進步大
大的增加了病人的存活率，然
而對很多人來說，與癌症共存
仍然是一樁令人畏懼沮喪的經
驗。罹患癌症有可能康復嗎？
康復的道路到底要怎麼走？康
復旅程的終點站又是像什麼？
自從1999年，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Mental
Health 強調以康復為導向的醫療服務之後，倡導康
復的運動就在全美國如火如荼的推展開來。什麼是
康復？簡單來說，康復是一個願景，它幫助病人重
新燃起希望和夢想，來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康復
是一個過程，它激發病人的意志力，來邁向自己理
想的目標。
康復並不等於痊癒，它不是只要減輕症狀，或
是恢復病前的原狀。它是一個機會，讓我們來喚醒
內心的真我，來響應內心的呼喚，來把生命發揮到
極致。癌症有如一個無法無天的惡棍，它悄悄的潛
入我們的家，肆無忌憚的肆虐破壞，把我們的日子
鬧得天翻地覆。災難過後，我們重整家園，來回復
正常的生活。然而它的個性難纏趨之不去，我們只
好空出一間房，留著它在家裡長住。我們學著接受
它，與它和平相處。假以觀察，我們發現它居然也
有優點，我們可以藉由它，來幫我們蛻變昇華 。
我們內心的深處是一種完美，康復的過程在於
發現與表現這種完美。癌症其實是一件禮物(出自癌
友家屬陳正芬文章”病與死”---- 癌症協會 2010 年刊)
，只是用了另類包裝，讓一般人不容易辨認出來。
假如您留心體會，您會發現生病就是一個幫助您成
長的過程。癌症列車在來回穿梭於否認，震驚，哀
傷，接受各個中間站，最終會抵達心靈桃花源的終
點站。到此一遊的旅客們，對於生命會有深刻的體
悟，他們從自我的狹小軀殼中超脫出來，蛻變為無
私的大我。在走出生命低谷之後，癌友徐女士描述
她的心境說：「我的內心無比的沉靜，我不再對死
亡心存恐懼，不再追求名利財富，不再為小事與人
計較。我珍惜與親人的相處，我感激生命的賦予。
平常不注意的日常小事，例如陽光空氣食物飲水，
現在都顯得格外珍貴。我要在人生的短暫歲月裡，
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燃燒自己來照亮別人！」

聆聽過來人的心聲，可以幫助我們編織康復的
綺夢，點燃希望的明燈。朋友們！不論您是病人或
是家屬，不管您身處癌期的哪個階段，讓我們集結
社會上所有的資源和力量，手牽手心連心，共同邁
步向前，走向康復！

楊錦波醫師演講，詳情請見P10活動看板

了解化學療法
美國癌症協會

因為癌症各有不同，你的化療程序是為你特別
制定的。和你的醫生密切配合，以決定怎樣是對你
最好的。你也許要問下面幾個問題：
1 我將接受化療多久？
2 我們怎麼知道化療是否有效？
3 你認為通常有那些化療副作用？
4 有沒有辦法使副作用減輕？
5 副作用會持續多久？會不會成為永久的？
6 化療如何影響我癌症治愈的機會及長期存		
活率。
7 在化療期間，我可以去工作或上學嗎？
8 我應該事先做些什麼事。來準備接受化療？

化學療法之運作
如果你的醫生建議你用化學療法（簡稱化療）
，乃意謂著你的癌症可用化學藥物去控制，甚至治
癒。
癌症是一群分裂快速，難以控制其生長的細
胞。癌症是個廣泛詞，包括各種不同的疾病。它們
以不同的方式來損害你的身體。但這些疾病有一共
同點：它們的細胞以難於控制的速度生長。每個人
的癌病不同。化療方法也互異。
你和你的醫生將決定，何種化療對你的癌症最
有效。並且一齊計劃完善的治療程序。

化療的方法
多數的化學藥物用以下三種方式給予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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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服藥丸：假如你的化學藥物是藥丸，請照		
醫生指示吞服。
2 注射：有時如打流行感冒預防針似的，在醫
		 生診所或醫院門診，或者在家中，以打針方
		 式給予化療藥物。
3 靜脈注射：有時藥物直接用針輸入靜脈血管
		 中，稱為靜脈注射（IV）。
你的化療可能每天一次，或者每週一次甚至每
月一次，因你癌症的類別及所用的藥物而異。化療
期的長短，也根據癌症類別，及依研究結果，而獲
得最佳的治療效果。

化療的副作用
有些人在做化療時，根本沒有任何副作用，
但有時化療會使你感到病弱。這是因為所用的藥
物極強,它破壞所有分裂快速的細胞，不管是癌症
細胞或正常細胞，所以身體內分裂迅速的非癌症
細胞，也一齊被傷害了化療可影響身體之部位 。
1
2
3
		
4

joycehsu

頭髮細胞：使頭髮脫落。
骨髓細胞：讓病人感到疲倦，易於感染。
皮膚和口腔細胞：會使口腔潰瘍，皮膚乾
燥。
腸胃細胞：會讓你的胃部不適。

骨髓之變化
骨髓存在於一些骨骼之內管，其功能乃製造
血細胞，包括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對骨髓
的影響如下：
1
		
		
		
		
2
		
		
		
		
		
3
		
		
		
		
4

紅血球之功能，是由肺部運輸氧氣到身體
各部位。在化療期間，骨髓也許不能製造
足夠的紅血球，紅血球不足乃是「貧血症
」，會導致呼吸短促，衰弱和極端疲倦之
症狀。
白血球之功能是抵抗感染。化療期間會降		
低白血球，因而減弱對感染之抵抗力。你
的癌症治療小組，可能會建議一些預防傳
染的措施,譬如戴外科口罩，不要 接觸傷風
感冒者，不吃未煮熟的食物，經常徹底洗		
淨手。
血小板功能乃使血液凝固，使割傷擦傷易
於痊癒。如果骨髓不能製造足夠的血小		
板，血液不易凝固。一個極小的傷口，可
能會引起大出血。所以當血小板很低時，
你必須特別小心，避免任何割傷或擦傷。

		 甚至用稍硬一點的牙刷刷牙，也可能誘發
		 牙床出血。也許你須要用特別牙刷。
頭髮，皮膚，口腔，腸胃
頭髮，皮膚，口腔及消化系統（胃和小腸）
都會受化療之影響。可能引起頭髮脫落，皮膚乾
燥, 口腔潰瘍及腸胃不適噁心嘔吐。
性能力
化療對男女病人的性能力均有影響。有時會
減低性慾，但過一段時期又會恢復。化療時所用
的某些藥物，可能會影響女性荷爾蒙（激素），
而誘發熱潮及陰道乾燥副作用之預防與治療 。
幸好，有方法可以減輕或避免一些副作用：
1 在化療期間，同時使用某些藥物，以預防
		 噁心、嘔吐等胃部不適。
2 有種新藥叫「成長因素」（Growth
		 Factor），注射該藥可幫助受化療損害之		
		 骨髓恢復，開始製造新的血液細胞。
3 輸入健康人所捐助的紅血球或血小板，可
		 幫助很多癌症病患。
記住！不是每個人，都用同樣的化療藥品治
療。對某種癌症可能用較強的藥物，所以其副作
用也較用其他藥物嚴重。同時，每個人是不同
的，你的健康及運動情況，可影響你身體對化療
的反應。
在做化療期間，你也許可做在正常情形下所
做的事。你也許不必停止工作，不需要特別飲
食。由另一方面來看：有些人必須住在醫院中，
以便醫生密切
照顧並治療某
些副作用。詢
問你的癌症照
顧小組，當你
接受化療時，
你能夠做些什
麼？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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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兩次罹癌的心路歷程
鄧世蓉

我是1999年11月底來到美國。來到美國因常常
去教會，很快就認得一些朋友，好心的朋友告訴
我，50歲以上的女人，最好每年都做一次乳房檢
查。那時我55歲了，我們中國朋友都知道，中國人
ㄧ般是沒有病就不會去醫院，當然就不會做一些預
防性的身體檢查。我聽從朋友的建議，在2000年的
8月份去作了乳房檢查，結果很好，沒有問題。當
時，我還認為朋友太小心了，沒必要每年做一次檢
查吧！我從來沒做過乳房檢查，幾十年了，這不是
也沒事嗎！幹麻要搞的這樣緊張！所以，第二年
（2001年）我就沒去檢查。可是到了第三年（2002
年），也大概是八月份左右，就出問題了。我發現
內衣有一點血漬，當時只認為是自己抓破了皮留下
的血點，也就沒在意。第二天晚上又發現內衣的同
一個地方又有一點血漬，我也感到奇怪了，怎麼回
事呢？低頭看乳房沒有什麼地方紅腫，也沒有感到
哪裡有痛。我在右邊乳房摸到一塊像鳥蛋一樣大的
腫塊，右乳頭有血出來，我這才覺得該去做乳房檢
查了。
第二天告訴了我的朋友，正好第二天她休息，
陪我一起去醫院。醫生先讓我做超音波檢查，做完
後醫生對我們說，根據腫塊的形狀，99%是惡性腫
瘤。當時我不相信，我身體一直很好，沒有任何紅
腫或痛，怎麼可能是癌症，可能是誤診吧！醫生看
出我不相信，於是要我去做切片檢查。

第一次化療在醫院裡吊針兩個半小時，之後的幾次
是三至三個半小時。我對化療的藥物反應很大，坐
著心理難受，站著也難受，想吐又吐不出來，全身
不是滋味。回到家後藥效更明顯，它讓人更加難
受，坐不住、站不住、睡不著，想吃東西吧，又吃
不下，就是喝一點水也會吐出來，翻腸倒肚，連苦
膽水也會吐出來，而且全身都痛。這樣的日子要熬5
天才能過去；5天一過，我趁吃的下時趕快吃東西，
我知道要盡快補好身體，才耐的住下次的化療；如
果身體不好，白血球低了，就不能做了，我不能拖
延自己治療的時間。
第二次化療後，我的頭髮全脫了，這也是個不
小的打擊，在鏡子裡看到一個光頭的我，自己都不
認自己了，太難看了，我真不想再做化療，這樣活
著不如死了乾淨！可是看到自己家人這樣愛我、擔
心我、在乎我，親朋好友又這樣關心我，想想我還
是不能放棄，我要活著，生活還是很美好的，我要
看這美的世界，有了這個想法，以後化療的日子雖
然還是不好過，但也就一天天的熬吧！化療做完接
著是電療，每星期五次，每次五分鐘。電療還好，
我沒有什麼不良反應。28次電療也做完了，做完治
療後也沒吃藥，就這樣在家一共休息了七個月，身
體恢復得很好，就回去上班了。

切片的結果確定是「癌」。我不信，我不信
哪！我的身體這麼好，能吃、能做工，睡覺也很
好，平時感冒都很少，怎麼會是癌症呢！我的眼淚
不停往下流，我沒辦法接受得癌症的事實。回到家
裡我忍不住ㄧ直哭，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從來
沒做過壞事，也沒有做對不起人的事，為什麼我會
這麼不幸！親朋好友打電話來關懷，我ㄧ拿起電話
就哭，根本沒辦法說話，滿腦子裡都是亂七八糟的
想這想那。這樣在家裡休息了一星期，幸好有宗教
信仰的支持，讓我接受事實，願意配合醫生接受治
療。2002年的10月30日，做了切除右乳房的手術，
由於我右邊淋巴11個有7個都發現癌細胞，所以我右
淋巴也全部切除。

本以為沒事了，誰知道四年後，它又回來了。
一開始，我是感覺左胸感覺有點壓痛，X光檢查看
到肺邊上有一個一公分大小的黑影。因為我曾經得
過癌症，所以醫生更加重視，要我進行切片檢查。
我問醫生，我可以多等些時間再進行切片嗎？我
想回中國去玩玩，回來再檢查好嗎？醫生同意了。
於是，我回中國去，想吃的吃了、想看的看了，夠
了！不怨了！一個月後回美國檢查，確定就是乳
癌，要做化療。我ㄧ聽要做化療，眼淚像斷了線的
珠子一樣，四年前做化療的痛苦再現眼前。不要！
我不做化療了，死了算了！我問醫生，如果不做化
療我能活多久？醫生勸我說：「妳的癌細胞很毒，
發展很快，最好盡快做。如果不做化療，能活多久
我們說不來。妳的癌症是可以治療的，為什麼要放
棄？」

手術做得好，術後我沒有明顯痛的感覺。切除
手術還好過，可大家都知道化療可難過啊！我ㄧ共
要做8次化療和28次電療。化療是兩個星期做一次，

當時醫生的勸說，我聽不進去。知情的家人和
親朋好友，都不同意我的決定，大家都勸說：「妳
不能放棄治療！來到世上不容易，不能輕易放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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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變黃鶯
Angel Sun

命。」是啊！生命不易啊！上帝告訴我們，要愛上
帝、愛世人、愛自己；如果自己都不愛自己，那你
還能愛誰呢？反覆的思考，是啊！生命是可貴的，
不能輕易放棄。接受治療吧！
2005年的12月我又做了發病後的第一次化療，
那日子跟四年前做化療後的難過日子沒有兩樣，真
不想再做啊！這時我的一位好朋友從美國癌症協會
得知有幾種治癌新藥效果很好，她告訴了我，我把
這幾種藥的名字寫下來，看病時帶給醫生，醫生看
了說：「你們真行！」這些新藥當時可能還沒有普
及，他要研究一下，可否用哪一種。感謝上帝！醫
生大膽用了Herceptin的新藥（那時，我本來該做第
二次化療了）。由於是第一次用新藥，醫生只使用
了250個單位的量，我沒有一點不好的反應。比較起
來，全然沒有化療後的那些難受情況。我的身體用
新藥後都全無不良反應，像正常人一樣，太好了！
第二次醫生加大了用量，每次420個單位，每三個星
期一次，就這樣我只用Herceptin治療一直到現在。
我目前身體很好，認識我的人都說我不像癌症病
人。是啊！我在親朋好友的關心、關愛下，我度過
一次次難關。回想起來他們持續的探望和問候，都
增加我的勇氣，也帶給我很多的快樂，我非常非常
感謝他們。
現在我已經退休了，每天都活的很開心。我
每天都會運動，也會吃三種以上的水果和生菜。人
嘛！高興是一天，憂愁也是一天，我們為什麼要自
尋不快呢！所以啊，我們要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
joycehsu

我從小學就開始參加合唱團，
雖然有個烏鴉嗓，但練唱時，
仍十分努力認真。每當想到隔天又可以翹課去台北
比賽，歌聲不覺嘹亮了許多，再想到比完之後，校
方會準備可口的剛出爐麵包慰勞，喉嚨已不聽使喚
地嘶吼起來……回到家中，仍未鬆懈，扯開嗓門，
繼續向全家傳「符音」，直到家人抗議，方才罷
休。這樣「聲張正音」的美好日子，一直持續到大
學畢業後才劃上休止符。
大約半年前，癌症協會華人分會的副會長（現
為會長）葉瑾女士送了一個很有誠意的email給大
家，告知想邀癌友，家屬與義工組成一個合唱團，
並於2010年的年會中演出。這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消
息，年會節目由「自家人」演出一直是我的想法，
因為如此可以促進成員間的交流，也可以調劑成員
的生活壓力，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更何況，副會長
凱莉還邀請到灣區知名的指揮家方玉山博士來指
導；這樣好的機會，當然不能錯過，我即回電告知
可參加。
話說「萬事起頭難」，這個計劃雖然美好，但
仍有許多問題要解決。首先是練唱的場地，不能學
「孟母三遷」搬來搬去，必須找一個長期可用，地
點適中，寬敞明亮，備有鋼琴，還要不收費的dream
場所。幸好團員瑪麗引薦到聖荷西一所精緻小巧的
教堂，讓我們終可在此“大鳴大放”了好幾個月。

3/25/11 7:31 AM

我勸癌症病人的朋友們，有病不要怕，我們接
受事實，要相信科學、相信醫生，配合好好治療，
心情一定要好，不要因為有病影響自己的生活，該
怎麼過就怎麼過，只要自己舒服就行。
我用心寫出
我生病 的 過 程 ，
我的悲喜和憂
慮，希 望 能 幫 助
到癌友們。

第二個問題是團員人數不多，約在二十位左
右，音樂資質有高有低，經驗有深有淺，要找到
適合大家唱的曲目，實在是很難。誠如一位團員
所說，我們是一支「雜牌軍」；大家七嘴八舌亂出
主意，搬出各種曲目，方指揮一個頭兩個大；幸好
他帶兵經驗豐富，樂性了然於胸，很有耐心地一一
解釋，終於敲定了三首雅俗共賞，難易適中，兼之
又能抒懷胸臆，激勵自我的曲子感恩的心，卡布列
島，快樂行。事後證明這些曲子由我們唱出，效果
還蠻不錯的哩！
第三個問題是大家的練習時間，很難一起湊
在星期六上午，有些人有小孩要接送，有些要上醫
院，有些要加班，還有些要探親，旅遊或公幹。為
了彌補因缺席所失去的練習機會，有些聲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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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找了場所練習，但因為沒有樂器和專家在旁輔
導，效果不佳；還好有人對電腦媒體熟悉，在網路
上找到這些曲子的電子檔並傳給大家，團員「洗耳
恭聽」多次後，不會唱來也會哼。

巨大的掌聲，在觀眾席中響起，我的心中充滿喜
悅，充滿感恩；我們這支雜牌軍，終於在大家的努
力下，脫胎換骨成一群黃鸝鳥，這樣說也許太誇
張，但至少不再是一群黑烏鴉了！

分部練習數星期後，大家皆摩拳擦掌，準備
好好合一合，不知道為什麼，事與願違，出來的「
笑」果奇佳，第一部聽起來像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聽起來像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聽起來像別首歌……
有人見義勇為，換去別部幫唱，也有人徹底覺悟，
自己只能適合他部；方指揮看到這些亂象，只能語
重心長地說「請大家回去後，一定要好好練習……
」。
我們雖然唱得不是很好，但是沒有功勞總有
苦勞；貼心的葉會長，在休息時間，會請大家吃些
水果點心，有些團員們也自動加入，輪流帶點心分
享，大家一邊吃一邊聊天，暫時把癌症，壓力和工
作都拋到腦後，彼此的距離也逐漸拉近。在五月份
的時候，有個團友不幸發生了一個小車禍，大家連
忙寄去了一張卡片問候，希望他早日康復歸隊。兒
時合唱團的美好回憶，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悄悄爬
上心頭。
隨著公演時間越來越逼近，大家渾水摸魚的心
越來越不安，大事不妙，怎麼很多人的音調還是捉
摸不定？很多人聲音跑得比鋼琴伴奏還快？還有人
會突然冒出別段的詞。看著方指揮並未氣餒，敬業
地一遍又一遍地指導大家練習，大家下定決心，從
即日起，每天在家好好吊嗓子，還要把歌詞背得滾
瓜爛熟，不然太對不起方指揮的愛心與葉會長的「
點心」了。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九月十二日是癌症協
會華人分會的年會日，也是我們「既期待又怕受傷
害」的合唱公演日；這在協會史上是無前例的，我
們有抛磚引玉的責任，希望藉演出而吸引更多的癌
友，家屬與義工來參加。方指揮義行感人，當天上
午仍在洛杉磯公幹，中午便搭機趕回會場，我們看
到他就像吃了一粒定心丸，他殷殷交待一些該注意
的地方，並鼓勵我們放輕鬆，但是大家口乾舌燥，
來回踱步，難掩緊張。終於，輪到我們出場了，一
排明亮的舞臺燈光，照得我們眼睛快打不開，方指
揮答禮站定後，氣定神閒，臉上綻放出如陽光般的
笑容，刹時間，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好擔心的，看著
他指揮，唱就對了。我專心地看，用心地聽，開心
地唱，整個世界彷彿就只剩下美妙的音樂！末了，

徵求駕駛義工
我們需要您!

多年以前,在一個夏令營裏的晚會上，指導
員把一支燃亮的蠟燭交給一個小女孩，他說：
「把它傳給你身邊的人!」那個小女孩遲遲不
肯傳出去，終於，燭光愈來愈微弱，在熄滅之
前，她才緊張地傳了出去。結果，那一點星星
之火傳遍了營區，很快的，每一個人手中的蠟
燭都被點燃了。
面對各種不同的癌友，您將體會到那星
星之火的意義！他們勇敢地向癌細胞挑戰，甚
至不惜煩勞地記載下自己的治療過程和各種
反應，當我們提供了適當的服務，他們不僅能
更堅持地走下去，更能將寶貴的經驗與大家分
享。
許多擔任過癌友交通車駕駛員都感慨的
說:「我以為自己伸出手去照顧人，誰想到竟捧
回滿手的果寶，我以為自己成了癌友的代步公
車，他們卻教會了我惜福知命！」許多人的見
證令我們體會到付出之後的收獲，關懷中的回
饋！
基於需求增加，癌症協會提供了中文駕駛
員訓練班，將在五月十四日正式培訓，辦公室
電話為510-797-0600，請踴躍參與我們的陣容！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支蠟燭，在點燃之後散發
無比的美麗光彩！

談癌季刊

7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知識即力量
防癌的救命重要性

你可能聽說過美國癌症協會經由尋求療方、
對抗癌症，幫你保健、康復，得以挽救生命、延長
壽命。挽救生命始於保持健康——幫助人們預防癌
症，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這就是協會至關緊要的工
作重點。

由於你的慷慨贊助，美國癌症協會加州分會持
續和加州各行各業的人們和社區接觸，不管年齡、
性別或語言，幫助他們防癌抗癌、早期發現，以及
其他更多。

採取保障生命的生活方式

兒童及青年每週至少五天，每天至少六十分鐘
的中度至劇烈體能活動。老年人請遵循醫生指示。

近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歸因於使用菸草，但是
在加州，由於全州菸草管制措施成功，使得與菸草
有關的癌症死亡持續下降。另外三分之一的癌症死
亡歸因於營養和身體活動因子，包括超重在內。

一個份量是12oz的啤酒，或5oz的葡萄酒，或
1.5oz的烈酒。視個人身體健康狀況，每天可容許的
酒精飲用量有可能少於此建議份量。請以醫生指示
為準。

研究顯示不抽菸、飲食均衡、一直運動和維
持健康的體重是降低致癌危險因子的有效方法。因
此，美國癌症協會提出下列方針：

(翻譯“Knowledge is Power”, page 6, advances winter 2011.)

1

2

➢ 禁用任何菸草製品。如果你抽菸，立刻戒菸。
➢ 在你有生之年，維持健康的體重。如果你超
			重或肥胖，請開始減重，永不嫌遲。
➢ 多多運動。成年人每週五天或更多，每天做
			至少三十分鐘的中度至劇烈體能活動1。
➢ 飲食健康。每天攝取至少五份蔬果，吃全穀		
		 粗糧而非精製糧食，吃極少量的加工肉製品
		 和紅肉。
➢ 限制飲用含酒精飲料。女性每天不宜超過一
		 個份量2，男性每天不宜超過兩個份量。

一份的意思是：
•
•
•
•
•
•
•

一個份量的酒是：

不要忘記做篩檢
做好預防之後，抗癌的下一步就是早期發現。
另一個保命原則就是和你的醫師談及癌症篩檢。定
期作篩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有癌症家族病史的
人。因為癌症初期的治痊率很高，及早發現可以挽
救生命。一般常見的癌症在初期診斷治療，存活率可
高達98%。

1/2 杯水果
3/4 杯純果汁
1/2 杯煮熟的蔬菜或生蔬菜
1 塊中等大小的水果
1/4  杯乾果
1     片麵包
1/2 杯煮熟的麥片、米飯、或麵條  

•
•
•

12 oz的啤酒
5 oz的葡萄酒
1.5 oz的烈酒

體力活動 :
輕度：散步、園藝、瑜珈、太極、壘球、玩遊戲
中度：游泳、溜冰、騎單車、緩坡、滑雪、遠足
重度：跑步、網球、越野滑雪、快速舞蹈、籃球

依據不同的癌症形式和篩檢種類，有些篩檢可
以避免癌症的發展。以結腸癌為例，發現並切除尚
未變成腫瘤的息肉，可以在癌症還沒有開始前就結
束它。有鑒於此，年過50的男女都應該和醫生討論
結腸癌篩檢。

8

請參閱美國癌症協會網站
http://www.cancer.org/Healthy/EatHealthyGet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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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贊助以及參與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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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本著民胞物與的精神
提供捐贈，除了金錢，捐贈物品
還可以是汽車、頭髮等，並可抵
稅；凡一次捐款超過$2,500以上
者，即成為本會的榮譽董事。歡
迎您慷慨解囊，使本會有更多能力服務華裔同胞。
支票抬頭請寫ACS-CCU
在加州Santa Clara County境內的公司職員可透過
United Way捐款，並指定ACSCCU為受益者。感謝您的
支持。
我們的連絡方式：
地址: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電話: 1-888-566-6222, 510-797-0600
傳真: 510-797-0698
隨著服務對象漸增，本會極需您參與義工，以便提
供癌友及其家屬更多的協助與服務。

本會義工服務內容簡介

服務性質/對象：透過電話提供癌友及家屬資訊
引導、社會資源轉介及聆聽 。
服務內容:
• 聆聽來電者的需要及介紹社區資源
• 提供中英文抗癌資料郵寄給病人及家屬
• 使用電話聯絡癌友提供後續關懷和服務
5. 探訪義工組

服務性質/對象：探訪癌友及家屬、聆聽、陪伴
服務內容: 去住家、醫院、老人院探望癌友及做
陪伴聆聽的工作協助癌友查詢其他抗癌資料和資
源，支持癌友和家屬抗癌。
6. 『容光煥發，心境更好』癌友美容示範義工

服務內容：協助本會舉辦一年四次的癌友美容化
妝示範，教導在治療期間的女性癌友化妝技巧，
幫助癌友重拾信心。
7. 國語組癌友及家屬互助小組

服務內容: 提供安全及支持性的討論環境鼓勵及
協助病友和家屬表達內心的感受或所關心的話題
提供癌友和家屬正面的支持 。
8. 季刊及防癌資訊編輯義工組

隨著服務對象漸增，本會亟需您參與義工，以
便提供癌友及其家屬更多的協助與服務。
1. 社區公眾演講講員及助理人員義工

服務內容：每年出刊4期，內容包括癌症最新資
訊，癌友及義工心得分享，好書推薦，活動報導
及後記等，期望能提供更深，更廣的健康資訊給
社會大眾。

講員背景: 專長於癌症治療的專科醫師，護士，營
養師或癌友 。
服務項目: 公眾教育義工組服務性質/對象: 社區公眾
，社團，公司/工廠員工 。
服務內容: 舉辦社區公眾演講，以達到宣導防癌教
育的目的 。

9. 交通服務

2 . 募款活動義工

10. 網頁設計

服務內容： 辦公室目前採取直接邀請捐贈為主，
本分會也透過其他募款活動例如抗癌接力（Relay
for Life）等方式進行募款。

服務內容：設立及維護中文癌症資訊網站網頁平
面圖形設計 。

3. 健康邀約義工

服務內容：協助評閱翻譯成中文的抗癌及防癌資
料，或不定期協助英翻中的工作 。

服務內容： 配合其他醫療機構在他們做健康檢查
時或其他大型社團活動時，提供防癌資訊和協助招
募義工 。
4. 辦公室義工

服務性質/對象：提供癌友赴診所或醫院看病/治
療往返時的交通服務。
服務內容：駕車至癌友家接去診所/醫院，或由
診所/醫院送回家中的接與送往返。

11. 醫學新知翻譯組

12. 「邁向康復」探訪義工
服務內容：關懷乳癌患者及其家屬，並提供相關
資訊。

談癌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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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活動看板
《 抗癌接力》

《攝護腺癌友互助組》
日期：3/2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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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6/25/11 ~ 6/26/11 兩天

地點： Foothill College, Los Altos Hill
12345 El Monte Road, Los Altos Hills, CA 94022

國語/粵語社區防癌教育：

		

《國語「活力人生」癌友互助會》
《肝癌癌友互助組》

* 運動與防癌 * 營養與防癌 * 乳
* 大腸癌
* 子宮內膜癌 * 肺

日期：4/16/11上午10:30 ~下午1:00
主題：邁向康復  楊錦波醫師 主講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癌友美容示範講座》

癌 * 攝護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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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日期： 4/20/11, 7/20/11下午2:00~ 4: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Suite D-0, Fremont, CA 94538

《 沙加緬度癌症教育講座》
日期：4/30/11, 下午 1:30 ~ 4:00
地點：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7000 65th St. Sacramento, CA 95828

免費義工電話訓練課程

《喘息服務義工會議》
日期 : 5/1/11, 7/31/11下午1:30~4: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Suite D-0, Fremont, CA 94538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分部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 California Division)
提供義工免費電話培訓和學習機會。 必須在上課
前5天報名，以便及時寄送課程資料給您。

《義工初訓》

課程內容、報名方式：請直接上網：  
http://www.acsMissionTraining.org

日期： 5/14/11下午2:00 ~ 5:00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Suite D-0, Fremont, CA 94538

或撥打 1-877-227-0320 報名參加。

《多采多姿東灣癌友互助組》

課程包括：

日期 : 5/31/11 下午12:00~2:00
地點：未定

癌友服務基本培訓、進階培訓、技能提升訓練 、
醫生論談 Doc Talk

《開心俱樂部（乳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6/4/11, 下午2:00 ~ 5:00
地點：未定

如果您無法參加透過電話的培訓，也可以聽取過
去的課程錄音接受訓練。

《國語「活力人生」癌友互助會》
《大腸癌癌友互助會》
日期 : 611/11, 上午10:00 ~12:30
主題：崎嶇抗癌路上的珍貴祝福  
主講：王意平 Emily Wong主講
地點：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Library
150 E. San Fernando St., San Jose, CA 95112
10

網址：
http://www.acsmissiontraining.org/index.php/trainingslearning-opportunities/listen-at-your-leis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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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親愛的癌友和家屬：
大家好!
美國癌症協會- 加州華人分會將於6月25-26日在山麓學院 (Foothill College, 12345 El Monte
Road, Los Altos Hills, CA 94022 ) 舉辦第8屆的 “抗癌接力”籌款活動，所籌得的善款都
將用於提供抗癌資訊，推廣防癌教育及各項的癌友服務，不論您目前是正在接受或已完成
治療的癌友，或是癌友的親友，我們誠摯地邀請大家來參加這項活動，尤其希望大家能加
入6/25下午開幕式中打頭陣的癌友繞場隊伍，第一圈癌友繞場深具意義，它代表了我們在
抗癌的過程中是勝利者，即使您只出現一分鐘，都會帶給癌友莫大的鼓舞，讓我們牽手走
過抗癌路。
希望你們不但自己參加，還可以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帶來走第一圈。你如果有任何問題，或
可以打電話給任何一個由癌友組成的隊伍聯絡人：乳癌癌友（請洽高于婷408-480-8666 或
羅冰 510-931-8633），攝護腺（前列腺）癌癌友（請洽孫瑞芳510-979-1188）或一般癌友（
請洽夏少娟510-490-7187）。
參加抗癌接力的癌友不用報名費，大會將為你預備一件T-Shirt和晚餐。
假如您願意支持這項活動，可寄任何面額的捐款，支票抬頭請寫ACS-CCU，註明Chinese
Relay，寄回辦公室 (地址：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謝謝大家，希望在六月的抗癌接力會場見到您們！
衷心的祝福！健康！平安！如意！
「抗癌接力」癌友服務組召集人 陳素嬌敬邀

2011年3月1日

cut--------------------------------------------------------------------------------------------------------------------------------------------------------------

我願意參加開幕繞場典禮:
癌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癌症部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屬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癌友T恤: ( r S

r M r L r XL)

華人分會地址﹕39235 Liberty St., Unit D-0, Fremont, Ca 94538 傳真﹕510-797-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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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2010-2011年理事:
蔣雁平
徐燕生

曹知行
黄嘉慧

萬致昆
沈祖媯

郭嘉麒
白瑞雲

葉 瑾
李祖昌

李嘉毅
袁美華

譚寶珠
楊錦波

劉凱莉
李明瑱

許麗芳

本會榮譽董事 (12/31/2008 – 12/31/2010)
捐款$2,500及以上:
紀念劉煥彰先生
紀念倪 傑先生
紀念翁愛霞女士
紀念韓麗明女士

紀念楊振明先生
紀念鮑尚文先生/顧孔璋女士
紀念張善斌先生
紀念孫 立先生

黃肇崶/林佳懿
陳雅夫/李美嬌
徐文彬/蔣雁平
鄭紹康/鄭麗麗
楊茂興/陳民英
徐婉真

莊人川夫婦
程有威/崔去病
曹知行/倪小蓁
伍自立/廖郁芬
劉孟宗/李 玲
胡 濱

廖裕人/柴馨惠
康陳隆/李青紅
翁作新/蘇淑芳
鮑勝西/詹台英
韓蕙明

Ho, Shelby
Ho, Tsai-Luan
Hsuan, John
Kwan, Harry & Bernie
Jeng, Shuhui C.
Peng, Roger/Penny
Tai, Shung Chiang (David) Tsang, Cathy & David
Tsai, Chung Chang & Catherine

Tsang, Cathy & David
梁媽媽家眷村美食
BizLink Technology Inc.
Charles Schwab
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華人癌症紀念基金會
Dimension Performing Arts Inc
Etron Technology, Inc
Hwa Tse Liang & Inru Kuo Family Trust
Inko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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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捐款：
In memory of Jeneen Cavanaugh, Chiu-Wen Chen, David Chen, Chi, Mei-Yin Huang Chiu, William Loring Cramer,
Nan-Tseng Lin, Theresa Lin, Mina Meskienyar, Susan C. Peng, Aldo Pistacchio, Winne Shao, Hong Ji Su,
Jackie Tikvica, Chan-Jong Yeh, Janie Yuan, 彭仲平, 翁月卿, 張秋金, 馬惟鳴, 何為成, 楊曉光, 袁美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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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