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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老人月 A
未来五年澳洲养老服务业将加速度增长

       随着澳洲⼈⼝⽼
龄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医疗和养⽼服务

成为朝阳⾏业。尽管

公共医疗系统承压，

养⽼院服务商、公⽴

及私⽴医院运营商或

可从不断上涨的需求

中获益。

      随着澳洲⼈⼝⽼
龄化趋势越来越明

显，医疗和养⽼服务

成为朝阳⾏业。尽管

公共医疗系统承压，

养⽼院服务商、公⽴

及私⽴医院运营商或

可从不断上涨的需求

中获益。 据⾏业与市
场 研 究 机 构 IBIS
World 预 测 ， 截 ⽌
2022-23财年的五年
内，70岁及以上⼈⼝
年化增⻓率为3.7%，
⽽⽼年⼈较年轻⼈更

易遭受慢性病的侵

袭，例如⼼⾎管病。

同⼀时期内，预计总

体医疗⽀出项也会以

年化率3.7%的速度增
⻓。专业医疗及⽼年

护理服务需求将随之

增⻓。近年来，⽼年

护理服务商已开始提

供可供选择的多类型

的住所及养⽼服务，

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

关注，灵活的定价及

不断增⻓的政府资⾦

⽀持也为⾏业发展带

来驱动⼒。随着对建

设新型服务设施的需

求⽇益攀升，投资者

也积极布局养⽼⾏

业。⽬前，⽼年居⺠

对将不同护理阶段进

⾏⽆缝衔接的呼声越

来越⾼，这同政府提

倡 “居家养⽼ ”原则相
契合，即允许⽼⼈能

够尽可能⻓时间地⽣

活在⾃⼰选择的居

所。 IBIS World预
计，截⽌2022-23财
年，预计⽼年护理居

住式服务供商的营业

稿/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 

收⼊将上涨达278亿
澳元。 ⽼年⼈往往需
要更为频繁的住院治

疗，推动过去五年内

医院营业收⼊实现强

劲增⻓。据澳⼤利亚

健康与福利协会（估

测，75岁及以上的男
性中有63%的⼈患有
⼼⾎管疾病。另⼀⽅

⾯，私⼈健康险购买

者的增多促使私营医

院治疗需求呈现上涨

趋势，⽽购买者多为

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
⽼⼈。私营医院的优

势在于使病患选择⼿

术的等待时间缩短，

医疗设施资源更为丰

富，这种优势反过来

也使⽼年⼈购买健康

险的意愿增强。 截⽌
2023财年的未来五年
内，澳洲公⽴和私营

医院的营业收⼊预计

会上涨达到856亿澳
元。 IBIS World认
为，尽管澳⼤利亚⼈

⼝⽼龄化对政府⽀出

计划构成了挑战，⽼

年护理服务业的收⼊

会持续上涨，尤其是

未来五年。随着越来

越多的⽼年⼈⾛进养

⽼院，及各种疾病及

慢性病的治疗需求上

涨，⾏业收⼊将加速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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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老人十月公交免费坐
稿/快乐生活       从10⽉6⽇起⾄10⽉13⽇，

只要您是维州⽼⼈卡的持有者，

将可在维州范围内免费乘坐公共

交通，包括：

      墨尔本的⽕⻋，电⻋和公交
⻋；维州乡村地区的⽕⻋，⻓途

汽⻋和公交⻋（包括乡村城镇公

交⻋）我们建议⼤家避开上下班

⾼峰期出⾏，以确保能够找到座

位。

      乘坐公共交通时，请带好维
州⽼⼈卡和myki卡，切记上下
⻋时照常刷卡。在节⽇期间，

myki卡不会被扣费。
      如果需要乘坐V/Line⻓途
⽕⻋和部分⻓途汽⻋，请拨打

1800 800 007预定座位。预订
⼈数众多，如果⼤家有出⾏计

划，请尽快预定，免费乘坐仅限

于经济⻋厢。如果组团出⾏⼈数

超过12⼈，请拨打9619 2338查
询是否还有剩余座位。

      该今年的维州⽼年节将在全
州范围内举办超过2500个免费
或低收费的活

      10⽉将迎来第37届维州
⽼年节。维州⽼年节是⼀年⼀

度持续⼀个⽉的活动性节⽇，

在节⽇期间，除了在特定时间

内⽼⼈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的福

利外，还将在全州范围内开展

超过 2500个多种类型的活
动，同时会颁发6个与⽼⼈相
关的奖项。今天就让快乐⽣活

来给⼤家详细介绍⼀下，在节

⽇期间这些独特的安排吧！

动供⽼⼈们参加，活动形式丰富多

彩，包括戏剧，电影，⾳乐，⽂学，

⼿⼯，科技，展览以及各种健⾝项⽬

和游戏等等，预计将吸引超过去年的

15万⼈参加。活动将分布在各个不同
的社区，其中部分重点⼤型活动项⽬

安排在市中⼼举⾏。

      活动的⽬的是⿎励⽼⼈们⾛出家
⻔，参加各种社区间的活动，了解澳

洲社会多元⽂化的魅⼒，同时让来⾃

不同社区和⽂化背景的⽼⼈们可以加

深对彼此间的了解和认识。同时提倡

⽼⼈们多多参加各种符合个⼈⾝体情

况的体育健⾝类活动，培养健康的⽣

活习惯。

快乐⽣活将整理出其中值得参加的特

⾊活动，并于下周五的推送中呈现给

⼤家。

A

快乐生活定期讲座开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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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养老院，虐待，殴打，捆绑灌药，餐饮令人作
呕…没钱？不！养老行业年利润10亿澳元！ 稿/今日墨尔本 

     本⽉初，来⾃悉尼Hornsby
59 岁 的 达 娜 · 格 雷 （ Dana
Gray）被逮捕。位于Seaforth
的Bupa⽼年护理机构住着⼀名
85岁的⽼⼈，他的家⼈在房间⾥
安装了⼀个隐藏的摄像头，结果

发现惊⼈的⼀切。

      在相关镜头中，格雷被发现
从⽼年痴呆患者⾝上撕下⾐服，

然后粗暴地帮其穿上晚礼服。护

理助理还对受害者进⾏了四次拍

打，然后再次向她进⾏威胁，然

后⽤⼀袋垃圾将她打到头部。

       根据警⽅公布的视频显⽰这
名59岁的护⼯对这名85岁患⽼
年痴呆的⽼⼈强⾏脱⾐ ,⽤殴打 ,
⼤⼒推搡等令⼈发指的⾏为！！

卫⽣部⻓格雷格 ·亨特（Greg
Hunt）称此案是“澳⼤利亚精神
卫⽣保健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之

⼀”。
      59岁的看护达娜格雷被房间
的隐藏相机拍摄到其虐待所看护

的85岁⽼⼈的⾏为。今天早上地
⽅法官Robyn Denes判处格雷
六个⽉的家庭拘留，格雷被命令

佩戴电⼦监控设备，每周只允许

出⻔⼀次或出于医疗紧急情况，

以及最多被拘留17个⽉。

     根 据 营 养 师 ⾬ 果 博 ⼠
（Cherie Hugo）对澳⼤利亚
800多所养⽼院进⾏调查发现：澳
洲养⽼院给⽼⼈伙⻝费6.08澳元
每⼈每天，澳洲囚犯标准是8.25澳
元，正常⼈居家餐饮平均花费是

17.25澳元。
----澳洲医学协会称此次发现
为“国家耻辱”
      Oakden案，悉尼养⽼院35
岁护⼯强⾏脱⾐殴打推搡该院85
岁患痴呆症⽼⼈。

---卫⽣部⻓（Greg Hunt）称
是“澳神卫⽣保健史上最不光彩的
事件之⼀”
      阿德莱德养⽼院，经常将⽼⼈
捆绑在床上强制灌药。

---卫⽣厅发⾔⼈：该养⽼院⾏为
对⽼⼈健康和福祉构成了严重威胁

      
      最讽刺的是：2018年全年澳
洲养⽼院利润为10亿澳元。⽣⽼
病死是每个⼈逃不过的话题每个⼈

都会⽼ ,⽼了之后谁都希望可以颐
养天年。作为年利润10亿澳元的
澳洲养⽼⾏业 ,看看他们都做了些
什么？虐待！

      据The Advertiser报导
⼀次随机审查中发现，奥德莱

德东北社区⽼⼈院临床⼯作⼈

员经常把⽼年病⼈绑在床上喂

药。

      该家涉事的养⽼院 ,不仅仅
将⽼⼈强制捆绑灌药⽽且本⾝

环境“肮脏”。审计报告称，该
院有六个⽅⾯没有得到达到要

求，包括⾏为管理、⽪肤护

理、合规和⽣活环境等。

      审计得出结论称，这些问
题给患者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存带来直接和严重的⻛险。最

终这家养⽼院遭到处罚，政府

补贴被冻结⾄少6个⽉。
      据悉，所有员⼯还必须接
受病⼈护理⽅⾯的再培训，同

时需要有⼀名顾问监督制裁措

施，以确保政府的期望得到实

现。现澳总理莫⾥森将宣布成

⽴针对⽼年护理部⻔的皇家委

员会。

      做这⼀决定的部分原因是
南澳的Oakden养⽼院发⽣虐
待⽼⼈事件，总理⽆法再忽视

越来越多的⽼年护理⼈员“藐视
法律，让⽣命处于危险之中”。

B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1300 911 728 Level 1， 450 Waverley Raod Malvern East

澳洲老龄理事会：居家养老津贴等
待时间过长，必须采取行动
稿/COTA 澳洲老龄理事会 

1300 911 728

      澳洲⽼龄理事会公布了⽬前等
待居家养⽼津贴的⼈数⾸次出现了

下降的趋势，但表⽰等待时间依然

过⻓，⼤量在澳洲⽣活的⽼年⼈等

待这项津贴超过了18个⽉以上。
      澳洲⽼龄理事会⾸席执⾏官伊
恩 ·耶茨表⽰，根据本⽉发布的政
府数据报告显⽰，在2019年4⽉
⾄6⽉的这⼀季度中，等待批准其
居家养⽼津贴的澳⼤利亚⽼年⼈⼈

数从129,038下降⾄119,524。截
⾄⾄6⽉30⽇，已经有125,117⼈
正在使⽤居家养⽼津贴，这⼀数字

⽐去年同期增加了25,185⼈。耶
茨说：“等待居家养⽼津贴的⼈数
逐年增加，⽬前的下降趋势是⼀个

好消息，是等待名单和等待时间仍

然过⻓。”

      
“     第2级，第3级和第4级津贴
的正式等待时间仍超过12个⽉，
实际上等待时间通常超过 18个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政

府已经评估了他们的需要以后，

没⼈应该等待超过3个⽉以上的
时间。”
      耶茨先⽣表⽰，澳洲⽼龄理
事会对报告中提出联邦政府居家

补助计划可以代替居家养⽼津贴

的暗⽰感到担忧。联邦政府居家

补助计划只适合需要⼊⻔级服务

补助的⽼⼈，服务项⽬种类有

限，且津贴⾦额很低。“联邦政府
居家补助计划提供的⽀持⽔平远

远不能满⾜那些需要居家养⽼津

贴⽀持的⼈们的复杂需求。我们

还收到⼤量报告，称已获得联邦

政府居家补助计划⽀持的⼈员⽆

法获得服务，因为服务已满。政

府知道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已经

增加了⼀些额外的联邦政府居家

补助计划资⾦。”耶茨先⽣还表⽰

道，澳洲⽼龄理事会呼吁在12⽉
能批准更多的居家养⽼津贴，并

发布新的时间表，以确保没有⼈

为了得到津贴需要忍受超过三个

⽉的等待。 
 
      澳洲健康部告诉皇家养⽼⾦
委员会，为了将等待时间缩短⾄

三个⽉，每年需要花费20亿⾄25
亿澳元的开销。但耶茨表⽰，如

果政府在⼏次拖延后最终采取⾏

动，这个数字将会低于预期。

 
      耶茨说：“我们很⾼兴看到总
理作出承诺，将额外的居家养⽼

津贴作为其政府预算中的最⾼优

先事项之⼀。”

      “澳洲⽼⼈正在遭受着等待津
贴的痛苦，我们迫不及待要为了

明年11⽉皇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采取⾏动。“
 
      “现在，必须优先提供额外的
居家养⽼津贴，以确保⽼年⼈受

到应有的尊重，这是政府应该遵

循的⽼年护理标准。”

      可以看到，居家养⽼津贴的
问题引起了多⽅的关注，在未

来，等待时间过⻓的问题或许能

够得到改善，但⽬前来说，为了

及早过度漫⻓的等待时期，请有

需要的⽼⼈尽快开始申请。如果

在申请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快乐⽣活的中⽂服务热

线1300 911 728，我们专业的咨
询顾问将为您解答。

老年人网球俱乐部

活动内容：
和65岁以上的老人朋友们一起享
受网球和健身的乐趣。
活动时间：
10月11日 周五 及 10月18日 周五 及
10月25日 周五
上午10点15到上午11点15
活动地点：
Doncaster Tennis Club，
800 Doncaster Road, Doncaster
活动费用：
免费，且包含早茶
预订电话：
0403 129 648
预订邮箱：
vicky@slamin.com.au

社区午餐活动
活动内容：
结交社区里的朋友，一起享受美
味的午餐。
活动时间：
10月17日 周四中午12点30到下午1
点30
活动地点：
Brunswick Neighbourhood
House, 43a De Carle Street,
Brunswick
活动费用：
免费，且包含午餐预订电话：
9386 9418
预订邮箱：
info@bnhc.vic.edu.au

D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1300 911 728

1300 911 728 Level 1， 450 Waverley Raod Malvern East

什么是居家养老津贴？

      澳⼤利亚政府的居家养⽼
津贴可以帮助您尽可能久地在

⾃⼰家中独⽴⽣活。本计划为

能满⾜您个⼈需求的多种护

理、服务和个案管理提供补

贴。家庭护理配套服务有四个

级别。专业的评估员将与您⼀

起了解家庭护理配套服务是否

适合您，您需要哪⼀级别的服

务以及您何时需要该服务。这

四种配套服务的级别结构如

下：1级⽀持有基本护理需求
的⼈⼠。2级⽀持有低等级别
护理需求的⼈⼠。3级⽀持有
中等级别护理需求的⼈⼠。4
级⽀持有⾼等级别护理需求的

⼈⼠。

      每⼀个级别的家庭护理配
套服务所提供的补贴额不同。

稿/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 

该补贴会⽀付给您选择的获批

准的家庭护理提供商。该补贴

会⽤于⽀付您的服务和护理的

总费⽤。如果您的个⼈情况允

许，您也需要出资⽀付您的护

理 费 ⽤ 。 您 可 以 在

Department of Health的
⽹站了解更多有关补贴费率的

信息。

      家庭护理配套服务资⾦可
以⽤于哪些⽅⾯？您可以依据

家庭护理配套服务购买的服务

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个⼈服

务：为个⼈活动提供协助，如

洗澡、淋浴、如厕、穿⾐脱

⾐、⾏⾛和交流营养、⽔分、

⻝物准备和饮⻝：协助准备⻝

物，包括为健康、

宗教、⽂化或其他原因⽽准备的

特殊饮⻝，协助使⽤⻝具及喂⻝

尿控管理：帮助使⽤尿控设备和

器具，如⼀次性护垫和吸尿器、

便桶椅、便盆和⼩便器、导管和

尿液引流设备和灌肠剂移动性和

灵活性：提供拐杖、四⾜助⾏

器、助⾏架、⼿杖、起吊机械装

置、床栏、滑动套单、⽺⽪、三

⻆枕头、缓解压⼒的床垫，并协

助使⽤这些辅助⼯具护理、辅助

医疗和治疗服务：例如，这可能

包括⾔语治疗、⾜病科、职业或

理疗服务以及听⼒和视⼒服务等

其他临床服务交通运输以及个⼈

协助：协助购物、看保健医⽣及

参加社交活动维持⽪肤完整性：

协助使⽤绷带、敷料和润肤剂。

家庭护理配套服务也⽀持使⽤：

远程医疗：视频会议与数字技术

（包括远程监控），以获得更加

及时和适当的护理辅助设备：尤

其是那些帮助⼈们开展⽇常⽣活

活动所需要的辅助设备，这些设

备可以使⽤您的配套服务预算中

的资⾦购买。您的家庭护理协议

需要明确该设备是否为租赁或者

由谁拥有，以及谁会负责⽇常维

护和维修成本。获批准的家庭护

理提供商将与您⼀起定制护理和

服务，以便为您的需求和⽬标提

供最好的⽀持家庭护理配套服务

资⾦不可以⽤于哪些⽅⾯？家庭

护理配套服务资⾦

不能作为⼀般收⼊来源，例如⽀

付⽇常⽣活账单、⻝品、按揭付

款 或 租 ⾦ 。 您 可 以 在

www.myagedcare.gov.au 找

到完整的排除项⽬列表。我可以

得到家庭护理配套服务吗？如果

您还没有接受⽼年护理评估⼩组

（ 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简称ACAT）的家庭护
理配套服务评估，您（或您提名

的代表）应该致电 1800 200
422联系My Aged Care。联络
中⼼的⼯作⼈员会向您提问，以

便他们能了解您的需求和护理安

排，告知您之后的步骤。之后，

联络中⼼的员⼯会：安排⾯对⾯

评估您的需求，该评估由经过培

训的评估员在您⾃⼰的家中进⾏

根据您对特定服务提供商的偏

好，将您转介⾄⽼年护理服务为

您提供可能会对您有帮助的⽼年

护理服务

      为您提供可能会对您有帮助的
⽼年护理服务信息和详情。他们

也会询问您是否要创建个性化的

客⼾端记录。该记录会保存与您

的需求、所有评估结果以及您接

受的所有服务有关的最新信息。

本记录会减少您复述您的故事的

必要您也可以提名家⼈和朋友作

您的代表。然后，他们将能够在

My Aged Care系统上查看您的
客⼾端记录，并且可以代表您讨

论您的护理需求，以及接收与您

的家庭护理配套服务相关的所有

信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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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小刮擦竟索赔$3900？墨尔本老人疑遭骚扰，要
求支付修理费用 稿/Herald Sun

“虽然出现了轻微刮擦，但并没
有不开⼼ ”，⽼⼈的⻋没有受
损。

      三天后，她收到了⼀封来⾃
Express&Co的信，⾥⾯有来
⾃汽⻋⻋⾝修理公司Scope
Accident Repairs的 3900澳
元报价单。

      “我当时吓到了，那么⼩的刮
擦不⽤这么多钱来修的，”⽼⼈
说，“后来，我收到了来⾃该法
律公司的多个电话和短信，要求

我联系他们，这些电话让我很

慌，压⼒很⼤，我没办法处理

了。”
      ⽼⼈说，她给另外两名维修
⼯⼈看了被撞⻋辆刮擦部分的照

⽚，他们估计，修理费⽤在600
澳元以下。

      Caulfield South汽⻋⻋⾝
修理⼯Tony Benigno表⽰，
从照⽚看的话，修理费⽤根

本“不可能”超过600澳元。

      墨尔本的⼀名⽼⼈不慎撞
上了另外⼀辆⻋发⽣，导致另

⼀辆⻋出现轻微刮擦，法律公

司“接⼆连三”给其拨打电话，
要求其⽀付数千澳元的赔偿费

⽤，⽼⼈表⽰，她现在⽣活在

恐惧之中。

      ⽽据悉，⽼⼈表⽰，两名
汽⻋⻋⾝修理⼯⼈告诉她，这

⼀刮擦的修理费⽤只要600澳
元。

      ⽽负责追讨这笔费⽤的法
律公司Express&Co则否认
骚扰⽼⼈。这位⽼⼈名叫

Heather Gerber， 72岁，
她在Caulfield的Glen Eira
Rd倒⻋时，⼀辆⻋停下来让
她进去，但她的⻋与另⼀⻋道

⾏驶的⻋辆相撞。她说，她与

被撞⻋辆的司机互换了联系⽅

式，那名司机的⻋

      ⽼⼈说，她的丈夫Les，告诉
Express&Co法律公司，应该付的
钱他们⼀分都不会少付。

      但该律师事务所的⼀名⾸席律师
表⽰，该公司没有骚扰⽼⼈，正在

以专业的⽅式⾏事。

      他表⽰，过去的12年⾥，他的
公司已经受理了2.6万起成功的索赔
案件，如果需要的话，他很乐意听

取⽼⼈的意⻅，并组织独⽴评估。

      他说：“我们不会骚扰别⼈。我
会跟我的客⼾说，如果对⽅需要的

话，我可以代表对⽅对你的⻋进⾏

检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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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登全球最快乐之都 环球城市
指数第4位 稿/澳洲新闻网 

      股市急挫后市不明，天灾频
繁地震来袭，导弹危机领导疯

狂…… 现实世界往往充斥满令⼈
伤⼼失意担忧惊惶的新闻，幸好

在灰暗中还是传来点点令⼈兴奋

叫⼈满⾜的好消息— 我们居住的
墨尔本，是环球众多城市中最快

乐之都，⽽按⽣活质素排名的

《 TimeOut环球城市指数》
（ TimeOut Global City
Index），墨尔本亦夺得第 4
位，在澳洲城市中成绩最佳。

    《TimeOut环球城市指数》
访问了居于32个不同城市合共
15,000名市⺠，受访者就七⼤
范畴评分，从⽽得出各⼤城市排

名。七⼤范畴包括：

老年节茶话会

活活动内容：
欢度老年节，感恩老年人为社区做
出的多方贡献。
活动时间：
10月24日 周四上午10点00到中午
12点00活动
地点：
Glen Waverley Uniting
Church, Corner Bogong Avenue
and Kingsway, Glen Waverley
活动费用：
免费，且包含早茶
预订电话：9560 3580
预订邮箱：office@gwuc.org.au

老年节茶话会

活动内容：
早茶过后与U3A老年大学成员见
面，然后参加演讲。
活动时间：
10月24日 周四上午10点30到下午
1点15活动
地点：
Balwyn Park Centre, 206
Whitehorse Road, Balwyn活动费
用：
免费，且包含早茶
预订电话：
9817 7736
预订邮箱：
deepdeneu3avisits@gmail.com

美⻝：⻝物选择是否多采多姿？

⽂化：艺术⽂化活动是否繁多⾼

质？

关系：是否容易交上朋友？此城

是否好客热情？

社区：本地⼈享受当地⽣活吗？

那个社区最吸引？那个社区有过

誉之嫌？

负担：⽣活费太⾼昂吗？快乐：

⽣活满⾜吗？还是压⼒重重？

宜居：容易到处⾛动、发掘新奇

有趣的事物吗？

      结果显⽰，环球最精彩的城
市，是美国的芝加哥，⽽墨尔本

排名第4，悉尼则排第28。

      这是《Time Out环球城市
指数》第⼆次公布调查结果，对

上⼀次⽐较的城市数⽬只有 18
个，当时墨尔本排名第⼆，成绩

斐然。虽然今次论排名下跌了两

位，但在「最快乐城市」中得分

最⾼，多达92%受访者享受在墨
尔本的⽣活，每三名受访者中便

有两⼈表⽰居于此城，要认识新

朋友⾮常容易，反映墨尔本是⼀

个热情好客之都。

 
      饮⻝与⽂化亦是令墨尔本成
绩⾼企的主要原因—80%受访者
表⽰墨尔本的餐饮⽔准超卓；

74%认为在墨市要找节⽬毫⽆难
度；在「灵感启发」⽅⾯，墨尔

本排名第⼆，皆因总可发掘新事

新物等等。

      ⾄ 于 墨 尔 本 ⼈ 最 爱 的
Suburb是Fitzroy，最过誉的
Suburb则是St Kilda。原来不
少受访者对于游⼈如鲫的 St
Kilda 嗤 之 以 ⿐ ， 形 容 St
Kilda：「⼈多、物价贵、肮
脏……」，以及「满布背包客」。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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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令：月满花香
稿/Rubby Xu 

⽉满花⾹，莺啼近窗。

澳洲偷换春光。客居在远⽅。

⻛清⽉朗，橘绿橙⻩。

枫叶红了家乡。谁个不断肠。

重读水浒 

序 

⼆⼋少年读⽔浒，囫囵吞枣意模糊。 
拜学豪杰重义⽓，崇尚英雄⽔泊主。 
古稀⼆次⽔浒阅，宋史旧辙翻新⼟。 
重新认识旧史事，⽂⼴⽃胆论⽔浒。

  
天罡地煞播乱⼭东 

北宋徽宗坐⾦殿，⺠不聊⽣天下乱。

天罡地煞聚⽔泊，纵横⼭东打州县。

⽹收⿊道匪绿林，罗织地痞朝命官。

受招征辽平⽅腊，乌尽⼸藏后果惨。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魔主宋江郓城吏，仗义疏财施恩利。

救晁杀惜浔反诗，⼤闹江州梁⼭⼊。

聚义厅改忠义堂，只反贪官不反帝。

征辽平腊部属殇，蓼⼉洼中葬⾝地。

 
天罡星⽟麒麟卢俊义

 
北京⾸富卢俊义，盖世⽆双精武艺。

吴⽤施计骗上⼭，汨中位居⼆交椅。

闹州打县屡⻅功，盼主招安合吾意。

征辽平腊副先锋，免死狗烹不⼆例。

天杀星⿊旋⻛李逵

天降杀星李狂魔，乱杀⽆辜⾎成河。

性情粗狂酒如命，俯⾸听命宋三哥。

创建⽔泊多奇功，征辽平腊敌胆嚇。

愚忠宋江铁杆粉，诱饮毒酒命奈何。

天伤星⾏者武松

⼈颂好汉武⼆郎，武艺⾼超杀⼈狂。

景阳岗上打⽼⻁，杀戮本事胜⻁强。

⽃杀西⻔杀亲嫂，醉打⻔神夺酒⾏。

鸳鸯⾎溅诛三五，平腊断臂做和尚。

天巧星浪⼦燕⻘

 
眉清⽬秀帅燕⻘，览通世故⼈中精。 
匪前忠伺麒麟主，寇后外事任先⾏。 
义结师师京名妓，促就圣上招安情。 
平腊帮源作卧底，激流湧退乖精灵。 

天寿星混江⻰李俊

浔阳江上⼀渔霸，经营⽔产交天下。

⼤反江州救公明，落草⽔泊宋部下。

屡败⾼俅扬神威，征辽平腊江南夏。

识破⻦尽⼸藏韬，暹罗国中君天下。

天机星智多星吴⽤

本是私塾⼀先⽣，⾜智多谋卧⻰雄。

六韬三略俱精湛，梁⼭谋囊智多星。

⽻扇纶⼱儒雅⼠，只⾝胜似⼗万兵。

协江成就梁⼭业，⾃缢蓼洼伴宋兄。

地贼星⿎上蚤时迁

 
偷鸡摸狗地贼星，⻜檐⾛壁轻功能。 
常窜固城放烟⽕，屡潜敌营奸细⾏。 
征辽平腊多功绩，凱旋回朝受皇封。 
休道出⾝位卑贱，⽔泊不死为英雄。 

天雄星豹⼦头林冲

苦⼤仇深属林冲，祸因艳妻娶家中。

⽣来命运多坎坷，发配沧州命险终。

雪夜投奔梁⼭路，⽕并王伦⽴⾸功。

虽居梁⼭五⻁将，未刃⾼俅憾终⽣。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好汉鲁达真英雄，倒拔垂柳显神功。

路⻅不平拔⼑助，恶霸郑屠三拳终。

三⼭聚义和尚⾸，梁⼭⼊伙罡煞盟。

帮源洞顶擒⽅腊，听潮⽽圆合塔中。

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地中。

千古为神皆庙⻝，万年⻘史播英雄。

G

稿/刘吉臣 文/衣文广

中秋
征文
活动
获奖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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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诗歌二首 
稿/王传锦

敬贺快乐⽉刊创刊之喜 

树上喜鹊叫喳喳，快乐⽉刊开新花。 
居家⽼⼈唱主打，澳华只有这⼀家。 

快乐⽉刊我喜欢 

快乐⽉刊我喜欢，乡⾳乡情暖⼼间。 
中华牡丹⾹万⾥，澳洲多元谱新篇。 
快乐⽉刊我喜欢，居家养⽼资讯全。 
推陈出新信息⼴，与时俱进永向前。 
快乐⽉刊我喜欢，诗⽂会友⼼相连。

相互传递正能量，携⼿笑迎四⽉天。

快乐⽉刊我喜欢，陶冶性情⼼⾃宽。

快乐公婆⼈不⽼，⼼宽体健享天年。

中秋
征文
活动
获奖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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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今宵月色多美好
稿/温凤兰 吕順

      年年中秋，今⼜中秋，在南
半球⽟兰花开的季节，迎来了东

⽅古⽼传统的中秋佳节。

      嫦娥奔⽉，给⼈留下奇异的
幻想。“今⼈不⻅古时⽉，今⽉
曾经照古⼈。 ”在皎洁的⽉光
中，因饱含了中秋佳节游⼦对家

乡的思念⽽凝重，因承接了千年

⽂化蕴藏⽽深远。佳节依旧，却

已是别有洞天。

     ⽉亮在天⽂中本是⼀种怪
物，忽圆忽缺，诸多变异，潮⽔

受它的呼唤，古⼈⼜相信其与⼥

⼈⽣活有关。等到⽉亮渐渐的圆

了起来，它的形象也渐和善了，

难怪能够得到许多⼈的喜悦。

      中秋佳节或是全家，或是邀
友，或是社团聚会赏⽉，⽆疑成

了⼈们对⽉亮的⼼灵赏析。今年

我们有幸与“快乐⽣活居家养⽼
服务”的⼯作⼈员⼀起欢度中秋
佳节，顿时觉得今年中秋的⽉夜

是胜过往年的娇媚亮丽，举头望

⽉⼰融⼊这⾊之中，顷刻滤去了

⾼龄⽼⼈世俗的忧虑，跨进了宽

松豁达安⼼养⽼的境界。

      这⽚⽉⾊弥漫了千年，弥漫
了世界所有的⻆落。佳节之际，

今晚在《快乐，庆中秋》的联欢

会场：⽉光万⾥依旧，情系团圆

延续。

     让我们举杯邀明⽉，与吴刚
对饮，与嫦娥共舞，去享受澳洲

多元⽂化⼤环境下，“快乐⽣活
居家养⽼服务”帮助我们实现这

          

种幸福与和谐！且忘记年龄，放

下寂寞，怀着释然的⼼境，静守

着中秋⽉夜的明朗，感悟着⼈⽣

的美丽，珍惜着⾼龄⽼⼈获得的

亲情和温暖。

      在我已往的岁⽉⾥，我不曾
记忆与明⽉相约相伴了多少时

⽇。今年的中秋，我忽然发现成

为“快乐⽣活居家养⽼服务”的会
员，我的⼼情变得因为满⾜⽽滋

润起来，虽然我不是歌⼿，我却

要豪情的吟唱“明⽉⼏时有，把
酒问⻘天。” 的名曲，虽然我不
是画家，我却要潇洒地绘画“但
愿⼈⻓久，千⾥共婵娟”，的画
卷。

      如果说过去中秋有味道，那
就是不断进取。在奔波的路上进

取的动⼒来⾃对家的牵挂。为了

家会努⼒再努⼒，在中秋团圆的

⽇⼦，享受全家团圆，中秋的味

道是冷暖酸甜。

      如果说今天中秋有味道，那
就是安度晚年。当那轮⽉亮悬在

空中，⼀份明亮，⼏份纯净。原

来⽉亮的美好，在“快乐⽣活护
理服务中⼼”那份热情服务中融
化，告别所有的坏⼼情，我向往

的养⽼⽣活，原来就在这⾥。

     总是阳光明媚胜过阴⾬连
绵，总是晚年美好覆盖艰⾟岁

⽉。今年中秋，我找到了想要的

感觉。圆满的，将不只是天上的

⽉亮，⽽是我们现实的⽣活。这

个时间跨进“快乐⽣活护理服务
中⼼ ”，让我们零距离享受幸
福，我们也希望普天下的⽼⼈都

能享受晚年的幸福。

      在这《快乐，庆中秋》的夜

晚，我们历经⼈世间不同经历的

⽼年⼈，融⼊“快乐⽣活居家养
⽼服务”为我们提供的，欣赏歌
舞，饮茶赏⽉。

      看；今宵⽉⾊多美好，当空
皓⽉，举头共仰，她给⼈欢乐，

给⼈佳兴，给⼈安逸，给⼈幸

福。

中秋征文
获奖作品
长者手工作品
稿/付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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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定期讲座开讲啦！
居家养老的服务类型

 快乐生活将于10月30日礼拜三2点30
在公司内部进行定期讲座。本次讲座
将为到场长者解析政府居家养老政策
、津贴可以使用的范围、服务类型等
。我们将会为到会参与者提供精美茶
点和养生茶水。我们活动的地址是-
Level 1， 450 Waverley Road East- 
Malvern（East Malvern 火车站下车)

报名热线：1300 911 728

快乐生活保证金活动
$1000 澳元保证金 让您放心

在13%的固定费率之外，
- 不会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 给客户提供比其他管理机构更多种
的服务项目或服务时长

否则快乐生活将支付客户$1000澳元
作为补偿，并免费帮助客人转移到其
所想要的其他福利津贴管理机构。

报名热线：1300 911 728

支付更少管理费，享受更多服务
了解更多活动内容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请拨打中文咨询热线 1300 911 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