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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费用全面分析    
     如果⻓者申请并获批了
居家养⽼津贴（Home
Care Package），则可以将
这笔补助⽤于个⼈所需的

家庭护理服务项⽬。⻓者

需要选择⼀家政府授权许

可的津贴管理机构

（Approved Provider）负责
接收和管理津贴，确保津

贴⽤于恰当的内容范围。

选择机构意味着⻓者需要

了解⾃⼰所选择机构的各

⽅各⾯，原因是不同的机

构在收费、提供的服务⼩

时数、服务内容、以及服

务地区都有所不同。快乐

⽣活将借此⽂分析居家养

⽼服务津贴收费项⽬中的

三⼤要点。

每家机构的管理收费都有所

不同

第⼀种收费：政府明确允许

津贴管理机构（即使是⾮盈

利机构）将收取⻓者⼀定的

管理费⽤。

1） 个案经理模式的管理费
（Case Manager）。在使⽤
个案经理管理模式的机构⼀

般收取2种费⽤ 包括⾏政管
理费⽤（admin fee）和个案
管理费⽤（case
management fee），⼆者加
起来占到⻓者获批津贴总额

的35%左右。⼀般情况下，
个案经理管理模式还会按照

级别（Package Level）

不同收取不同的管理费⽤；

2） 快乐⽣活的⾃主管理模
式（Self-Management）。
在加⼊快乐⽣活后，管理费

⽤只有⼀个就是津贴管理费

⽤（Management Fee）--
13%。 此外⽆论是1级都是4
级都是收取同⼀个管理收

费。

3） 以下图表对⽐了两种管
理模式在收费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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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奖励活动

推荐好友加⼊快乐⽣活

好友签约并加⼊后确认推荐⼈

您与您的好友即可获得各$100 奖励

参加⽅式

1.
2.
3.

咨询电话 1300 911 728
*活动最终解释权为快乐⽣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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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种收费：政府没有明
确，由管理机构决定是否收取

的费⽤。

1） 建档费（加⼊费）和退出
费，⼀般在$200-$600之间。
2） ⽇管理费（Basic Daily Care
Fee），⼀般在每天9-12澳
元。

管理收费决定您使⽤护理服务

的时间

     如果⻓者需要向管理机构⽀
付越多的管理费⽤，那就意味

着只能保留越少的津贴⽤于个

⼈所需的护理服务项⽬。相较

⽽⾔，⻓者在快乐⽣活以者在

快乐⽣活以13%的固定费率⾃
主管理居家养⽼津贴，能够享

主管理居家养⽼津贴，能够享

受接近在其它机构2倍的服务
时⻓。在⻓者使⽤基本的护理

服务内容以外，还能剩余更多

津贴⽤于额外的项⽬，包括购

买符合个⼈护理需求的医疗辅

助产品，以及出于对安全性的

考量对房屋进⾏⼩规模的改造

等。

   
     在快乐⽣活，⻓者可以将剩
余的津贴⽤于额外的服务内

容。例如有的⻓者获批的是1
级居家养⽼津贴，每年可得⼤

约8750澳元。如果在传统的管
理机构，扣去35%左右的管理
费⽤，外加各种附加费⽤，使

⽤价格较⾼的内部护理服务团

队⼈员，每周可能只能使⽤不

到2⼩时的服务。那在完成
了基本的服务，如家政清

洁、后院除草外，就没有

剩余的时间了。

    如果⻓者在快乐⽣活⾃主
管理居家养⽼津贴，能够

多出接近其它机构⼀半的

实际可⽤津贴，同时可以

⾃由选择价格更低的护理

服务⼈员，这样算下来，

同样是1级的津贴，每周却
能够享受到最多4⼩时的服
务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者除了基本的服务项⽬

以外，还可以根据⾃⾝的

需求，使⽤更多的护理服

务，如看中医、吃中药、

进⾏物理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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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者在申请居家养⽼
津贴的时候，经常都会产⽣

这样的问题：我个⼈的资产

和收⼊会影响到这笔津贴的

申请吗？

     答案是否定的。

     ⻓者获批居家养⽼津贴的
等级仅和个⼈护理需求的程

度相关，⽽与资产和收⼊⽆

关。

     但是，如果⻓者个⼈的年
收⼊超过了⼀定的额度，则

需要在启动居家养⽼津贴以

后，⽀付“收⼊测试费”。
  

     1.什么是收⼊测试费？

     在⻓者获批居家养⽼津贴
（Home Care Package）之
后，根据个⼈的财务状况，

可能需要⽀付额外的贡献费

⽤。这被称为“收⼊测试费
（Income Tested Fee）”。

     这部分费⽤由社会福利部
（Centrelink）收取，⽆法被
津贴管理机构减免，也⽆法

使⽤居家养⽼津贴⽀付。

      如果⻓者没有完成收⼊测

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收入测试费全方位解释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试，可能会被要求按照每⽇

最⾼标准限额（$30.86）收
取该项费⽤。领取全额养⽼

⾦（Full Pension）的⻓者⽆
需⽀付收⼊测试费。

     2.如何进⾏收⼊测试？

     ⻓者可以登录以下⽹址完
成SA486在线表格
www.servicesaustralia.gov.au/i
ndividuals/forms/sa486

     或者拨打电话1800 227
475（转中⽂翻译），联系
澳洲服务局（Services
Australia），申请SA456纸质
表格。

     澳洲服务局将会计算出⻓
者需要⽀付的收⼊测试费，

并将相关信息邮寄⾄⻓者及

其选择的津贴管理机构。

3. 评估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者的年收⼊超过以
下⾦额，则需要⽀付收⼊测

试费：如果⻓者独⾃居住，

年收⼊超过$27,736.80澳
元；如果⻓者夫妇同居，年

收⼊超过$21,502.00澳元；
如果夫妇因病分居，年收⼊

超过$27,216.80澳元。

    可以直接进⾏评估的收
⼊，包括从政府收到的补助

资⾦、租⾦收⼊、

⽣意收⼊、⼯资、海外退休

⾦、家庭信托分红等；

     ⽽需要按照⼀定⽐例计算
收⼊的项⽬，则包括银⾏存

款、现⾦存款、债券、股

票、⾦条等；固定资产项⽬

将不影响收⼊评估，包括房

产及内部家具、⻋辆、游

艇、古董、收藏、保险、农

场等。



澳洲封国令或将持续四个月!? 澳航取消了10月底前
的所有海外航班 稿/澳洲网

     据《每⽇电讯报》报道，
澳航已经取消了10⽉底之前
的所有国际航班，但⻜往新

西兰的航班除外。

     根据Executive Traveller杂
志的说法，该航空公司将取

消剩余的所有国际航班，这

也是澳洲海外旅⾏禁令短期

内不会解除的⼀个标志。

    贸易部⻓伯明翰（Simon
Birmingham）周三表⽰，澳
洲的边境可能会保持关闭⾄

2021年。

     参议员伯明翰在对

National Press Club的讲话中
表⽰，澳洲⼈很有可能要到

明年才能出国。⽽除了新西

兰之外，其他国家的旅客也

不允许⼊境澳洲。   

 “⽽那些虽然不是留学⽣但
在这⾥⻓期⼯作或有商务或

投资需要的⼈，理论上你们

可以继续在这⾥⼯作或投

资。“

     ”除了新西兰之外，其他国
家的旅客以及短期旅客的⼊

境则更有挑战性，但也不是

完全不可能。”

     

    “我希望最终能够和⼀些在抗
疫⽅⾯取得与澳洲和新西兰相

似成果的国家合作，找到安全

的⽅式来解决基本的商务出⾏

问题，为各国经济做出贡

献。”

“但让⼈难过的是，恢复进出
澳洲的旅游类出⾏还需要很⻓

⼀段时间，我们需要⾸先把澳

洲⼈的健康放在第⼀位。”当
被问及边境是否会在2021年重
开时，参议员伯明翰说：“我
认为这种可能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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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闻快讯
     1.澳洲州驾照或将取消，
实⾏全国统⼀驾照，道路法

规或也有变。

    2.留学⽣返澳计划细节！
800名留学⽣将先⾏返回南
澳三所⼤学。

    

     5.悉尼和布⾥斯班出租房空
置率创新⾼ 全澳或保持⾼位。

    6.留学⽣返澳计划细节！800
名留学⽣将先⾏返回南澳三所

⼤学。

    7. 全澳⾸个 维州新⽴法规定
雇主不完全⽀付⼯资为违法

⾏。

    

    3.悉尼⼈⼝不均衡激增，
到2041年，政府还需要给悉
尼⼈多建造100万套住宅！

    4.ANZ调升澳洲经济预期
仍称不会有V型复苏。

    

稿/yeyii新闻网



     2020年，对于澳洲来说注
定是不平凡的⼀年。先后遭

遇⼭⽕和疫情的打击，但⼀

路⾛来澳洲的抗疫努⼒⼤家

有⽬共睹。凭借着⼀步步踏

实的⾏动，澳洲的积极抗疫

成绩属实亮眼，澳洲9成选
⺠对政府响应表⽰满意。

   ⽽在与其他国家的⽐较
中，澳洲认可度依然不减！

由全球最⼤的市场研究公司

之⼀ Ipsos在5⽉进⾏的15国
⺠调的结果显⽰，有84％的
⼈ 评 价 澳 洲 政 府 的 表

现“好”或“⾮常好”，分别⽐
第⼆三名的加拿⼤和意⼤利

⾼8%和25%，也远超英国和
美国，认可度在受访国家中

最⾼！

    

⺠众对澳洲的赞赏是有理。     

    有据的。⾃疫情爆发以
来，澳洲政府没有⼀刻松

懈，凭借⾼度的重视和踏实

的⾏动再⼀次向世界证明：

这是个顽强⼜勇敢的伟⼤国

度！澳洲：竭⼒抗疫，打赢

这场仗澳洲的抗疫之路⾛得

并不轻松，但应对⼗分迅

速。

澳洲是⼀个神奇的国家它从

不惧怕任何挑战每⼀次危机

都孕育着我们新的希望澳洲

⽤⾏动证明了⾃⼰所有⼈都

努⼒地咬⽛坚持虽然现在的

疫情形势还⾯临挑战但还是

相信澳洲能带领我们跑赢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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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选民对政府响应表示满意！澳洲抗疫实至名
归！挺过疫情，必将浴火重生！稿/澳洲网

毒的传播速度迎来抗疫的最

终胜利！

    

墨尔本将超过悉尼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 稿/yeyii网

     如果使⽤不同的城市边界
定义，墨尔本将更早成为澳

⼤利亚最⼤的城市。澳⼤利

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等机构在估算
⼈⼝时通常使⽤较⾸府城市

群（greater capital cities）的
定义。⼈⼝统计公司的格伦·
卡普阿诺（Glenn Capuano）
表⽰，这些地区包括新州中

部海岸和Melton等墨尔本外

    

围地区。根据这⼀定义，截

⾄2019年年中，悉尼⼈⼝为
531万，⽐墨尔本多约23.4
万。

   但卡普阿诺先⽣表⽰，当
使⽤显著的城区定义时，澳

⼤利亚的这两个主要城市之

间的差异对只有⼤约2万。
他在 id.com.au的⼀篇博客中
写道：“因此，根据这个定

义时，澳⼤利亚的这两个主

要城市之间的差异对只有⼤

约2万。他在id.com.au的⼀篇
博客中写道：“因此，根据
这个定义，墨尔本可能在明

年超过悉尼，成为澳⼤利亚

最⼤的城市。

    



    不断下降的利率虽然对那些
有抵押贷款的⼈有利，但也让

依赖储蓄的⼈愁眉不展。  储
蓄和定期存款的利率继续下

降。过去⼀周，五年期存款平

均利率⼩幅降⾄1.09%的历史
新低。上周，⼀年期定期存款

的平均利率下降了0.25个百分
点，⾄1.2%的历史低点。 

    由于许多租⼾⽆⼒⽀付租
⾦，租房收⼊也⼤幅下降。该

联盟表⽰，这⼀切都意味着许

多澳⼤利亚退休⼈员的收⼊受

    由于新冠病毒⼤流⾏打击了
退休⼈员的退休⾦、个⼈储蓄

和股票收益，他们逾1,000亿
澳元的重要收⼊来源正⾯临巨

⼤损失。

    澳⼤利亚年⻓者表⽰，退休
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他们在

经济上处于弱势，他们不得不

呼吁莫⾥森政府考虑在⽼年

⾦、推定收益率和联邦⽼年⼈

健康卡等⽅⾯进⾏改⾰。

  
     代表数百万退休⼈员和年⻓
投资者的公平退休制度联盟已

致信财政和福利部⻓，敦促进

⾏改⾰，包括先前为减轻联邦

预算压⼒⽽采取的措施。

    

 到新冠病毒的严重影响，这
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

由于各国央⾏试图保护本国

经济不受疫情影响，导致全

球利率下降，政府已经降低

了“推定收益率”，这是影响
⽼年⾦收⼊测试的推定投资

回报率。但该联盟希望政府

能够更进⼀步，继续削减推

定收益率。

它还希望Centrelink⾃动对其
⽤于确定退休⼈员能否获得

⽼年⾦的资产进⾏重估，辩

称上⼀次重估是在股市达到

峰值时，也就是疫情爆发之

前。联盟还呼吁政府重新考

虑其在2017年推出的锥度率
（taper rate）调整，该调整
帮助节省了数⼗亿澳元的⽼

年⾦⽀出。

但这些变化现意味着资产近

90万澳元的夫妇每⽉的收⼊
要⽐资产45万澳元的夫妇少
1000澳元。

“但在⽬前的市场条件下，澳
⼤利亚⽼年⼈可能会进⼀步退

出经济领域，减缓复苏。如果

退休⼈员的收⼊继续⾯临重⼤

影响，他们不太可能有信⼼消

费。”退休⼈员正⾯临⼀系列
影响休戚相关的财务问题。”

   许多上市公司都削减了股
息，摩根⼤通估计，这将使投

资者在2020年的收⼊减少680
亿澳元。

    该联盟在信中表⽰，新冠病
毒⼤流⾏极⼤地打击了依赖投

资收⼊的退休⼈员，其程度已

经到了危及国家经济复苏的地

步。“退休⼈员的⽀出情况和
⽀出意愿，将对刺激计划后的

任何经济复苏产⽣重⼤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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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个人储蓄及投资收入全部缩水了 稿/1688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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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经济衰退局面尴尬，刺激经济还是强烈排斥？
移民问题或成焦点 ！稿/SBS中文

    据SBS报道，移⺠分析⼈⼠
呼吁澳⼤利亚政府顶住压⼒，

不要因为经济进⼊29年来⾸次
衰退⽽减少移⺠。此类经济冲

击带来的⼤量失业在历史上曾

在全球范围内加重过反移⺠情

绪，分析⼈⼠担忧这⼀现象将

会在澳⼤利亚重演。

 引进移⺠才能刺激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悉尼科技⼤学商
学院社会经济学教授科林斯表

⽰，我们需要尽快且全⾯地吸

引移⺠回归，从⽽获利于移⺠

带给我们的经济刺激。

    专家称，具有⾼等学历的澳
洲移⺠的⼈数突显了移⺠的经

济利益以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后尽快恢复到正常⽔平的需

求。据澳洲统计局（ABS）数
据显⽰，超过2/3（69%）的
澳洲新移⺠持有⾼等教育证

书。“2019年最近移⺠调查的
特 征 报 告 （ 2019
Characteristics of Recent
Migrants Survey）”显⽰，在过
去10年中，79%的移⺠持有学
⼠学位或更⾼，还有13%的移
⺠持有专科或⾼级专科证书。

对此，悉尼科技⼤学商学院社

会经济学教授科林斯（Jock 

Collins）表⽰，“这确认了移⺠
计划提供了⾮常熟练和受过教

育的合格移⺠。”柯林斯还建
议这⼀调查结果强调移⺠的经

济重要性及其在新型冠状病毒

后 经 济 复 苏 中 的 重 要 作

⽤。“有⼈因为危机呼吁削减
移⺠。但我认为相反我们需要

尽快且全⾯地吸引移⺠回归，

从⽽获利于移⺠带给我们的刺

激。考虑到危机和对经济的影

响，现在尤其需要。”科林斯
称。

澳洲经济进⼊衰退期

      ⼀般⽽⾔，经济学家将衰
退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的GDP
下降。

    财政部⻓Josh Frydenberg已
在上周确认澳洲的确已进⼊衰

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周三发布的⼀份报
告称，和其他国家相⽐，澳洲

经济受新冠疫情影响较⼩，但

如果澳洲出现第⼆波疫情爆

发，澳洲经济将会缩减6.3%。

      对于亲⾝经历过希腊最严
重的⾦融危机的墨尔本居⺠

Petros Gyftopoulos来说，经济
衰退带来的威胁仍历历在⽬。

    

移⺠⼈群成为经济衰退的“替
罪⽺”

      此前在欧洲进⾏的研究显
⽰，经济下滑和把移⺠当做群

体威胁的情绪有明显关联。学

者们表⽰澳⼤利亚也可能会出

现这种现象。

     西悉尼⼤学移⺠专家Shanthi
Robertson副教授警告称，在
经济形势不确定的背景下，很

容易将移⺠当做就业流失

的“替罪⽺”。

     “我们需要警惕起来，不能
陷⼊⼀种简单粗暴的讨论，把

减少移⺠数量当做所有经济问

题的解决⽅式……确保排外主
义和种族主义不被煽动起

来，”她说。

永久移⺠ vs 临时移⺠

    

     代理移⺠部⻓Alan Tudge此
前警告称，由于COVID-19疫情
⽽实⾏的国际旅⾏禁令⽬前仍

在⽣效 ,⽬前就移⺠系统的未
来进⾏猜测还为时过早。联邦

政府预测，下个财年澳⼤利亚

接收的移⺠数量和2018⾄19财
年相⽐将下降85%。悉尼⼤学
移⺠专家Anna Boucher副教授
说，政府已经在⾯临压⼒，被

要求在重开国界后继续压缩移

⺠数量。

    



政府给钱 ⾃管⾃花 经济实惠 快乐
服务周全 态度祥和 解释清楚 快乐
出谋划策 排忧解难 帮助把控 快乐
账⽬明细 每⽉清楚 ⼀⽬了然 快乐
⽉刊周刊 国内国外 内容丰富 快乐
疫情期间 有⼈值班 从不断线 快乐
不能聚集 别具⼀格 ⽹上活动 快乐
⽼男⽼⼥ 开⼼⼀起 有学有玩 快乐
⽼来⽆忧 常有活动 ⽣活多样 快乐
不是⼉⼥ 胜似⼉⼥ 嘘寒问暖 快乐
快乐⽣活 快乐⽣活 团结⼀⼼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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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您的故事火热征稿中，如果
您有故事与我们分享，您的好友
分享，或者会员之间的分享，欢
迎投稿！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全澳华人长者的“暖心人”。

有感长诗 稿/张兆渝

诗集 稿/王传锦

咏端午之⼀

粽⼦艾草雄⻩酒，

汨罗江上赛⻰⾈。

全⺠尊圣⻛俗好，

举国敬贤⼭河秀。

仁⼈⾼⻛传万代，

志⼠亮节撼九州。

⾃古英雄多磨难，

屈⼦光彩照千秋。

咏端午之⼆

⻳⼭垂泪蛇⼭愁，

凄⻛惨⾬⻩鹤楼。

⿊云压城城欲坠，

荆楚⼉⼥⾼昂头。

东⻛⼜绿汉阳树，

百花重开鹦鹉洲。

屈⼦故⾥冬去也，

和煦春阳照九州。

⺟亲节抒怀

⼈⽣路上学说话，

开⼝叫的是妈妈，

乌乌反哺⽺跪乳，

感恩之花遍天涯。

⺟亲节抒怀 ⼆

树⾼千尺不离根，

⼈活百年难忘本。

⽔流万⾥总有源，

⼼中永怀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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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稿/Jiguang Long

说出您的故事稿件征集 （一） 稿/吴高名

     我2014年初满66岁时从⼴州
移⺠到悉尼，住在好市围。

2014年底，原来在国内的膝盖
疼痛来到澳洲后加剧，我的家

庭医⽣和专科医⽣通过CT和
核磁共振检查后，认为我必须

换膝盖才有可能根治这种关节

炎症，于是我开始排队做⼿

术。当时的说法是必须等待9
个⽉，医⽣开出证明让我⼀⽅

⾯去Sutheriand医院做物理治
疗，另⼀⽅⾯交代我去游泳锻

炼膝盖附近和⼤⼩腿的肌⾁以

便应付⼿术和⼿术后机能尽快

地得以恢复。

     我的家庭医⽣是好事围柏宁
诊所的戴吉盛医⽣，他是⼀位

对⻣科造诣很深的医⽣。2015
年4⽉戴医⽣告知我说排队已
经轮到我了，专科医⽣准备七

⽉⼆⽇为我做膝盖置准备七⽉

⼆⽇为我做膝盖置换⼿术。

在这之前他详细地了解我物

理治疗和游泳的情况，他得

知我坚持每天在Ramsgate海
边游泳场游⽔后⿎励我坚

持，继⽽得知我在进⾏两项

锻炼后疼痛减轻，认为可以

暂时不进⾏⼿术，将7⽉2⽇
的预约取消。戴医⽣告诉我

膝盖的病情是不可以逆转

的，他主张只要做物理治疗

和游泳能有效减缓疼痛，就

不急于做⼿术。当然他有他

⼀套的科学的解释，总之按

他的计划去做，将锻炼尤其

是游泳坚持下去，有可能5
年以后再考虑换膝盖，这样

也就是⼀⽣就换⼀次膝盖

了。

    我从2014年底⾄今⼀直坚
持在Ramsgate海滩游泳，不

管寒冬酷暑，坚持不懈，每

天有25分钟。只有海滩修建
和前个⽉因肺炎疫情关闭，

我转去其他地⽅游之外，⼏

乎没有缺席。

    到澳洲后我深刻地体会到
澳洲是⼀个以⺠为本的公⺠

社会，它将⼈⺠的健康摆在

⼀个很⾼的位置上，⽽且这

种对健康的关注不是以治疗

为第⼀性的，⽽是以帮助⼈

⺠的⾝体达到⼀种⾼⽔平作

为第⼀性的。在Ramsgate海
滩游泳5年多，我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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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这个⼩⼩海滩游泳场

的完善设施：它有⻛⼒计、

⻛向标、温度计、时钟，有

全天候的热⽔洗澡，卫⽣设

施⼀应俱全，海岸边绿树成

荫，还有⼀个很⾼档的餐

厅，有游⼈休闲区域，也有

锻炼者的草坪和单⻋径道。

海滩公园还允许烧烤，每逢

节假⽇游⼈如织。平时每天

来这⾥锻炼和休闲的⼈并不

多，华⼈更少，但⼤家⻅⾯

后都会热情的打个招呼，互

相提醒：今天浪很⼤，⽔很

冷等等，在⽔⾥⼤家也互相

关照。

     五年多了，我与Ramsgate
海滩游泳场结下缘分，它不

但使得我的膝盖不再疼痛，

⽽且使我适应了悉尼四季的

天⽓，由于冬天坚持游泳，

我⼏乎没有感冒过。因为膝

盖的疼痛减轻，我⾛路恢复

到之前健康时的常态，去年

8⽉我报名参加了全球最⼤
规模的悉尼慈善万⼈⻓跑，

以两个多⼩时跑（⾛）完了

14公⾥。这次⻓跑是想通过
这个活动融⼊澳洲的社会，

同时也检验⼀下⼏年下来游

泳锻炼的成果。我⾃我感觉

良好，认为⾃⼰的膝盖经得

起考验了。

    能够延⻓⾄今不做膝盖置
换⼿术，我感恩澳洲社会的

良性运作，也感恩Ramsgate
海滩游泳场给我带来的快

乐，我相信再努⼒⼀下，安

全度过第⼆个5年到我77岁时
才做置换膝盖不是没有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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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乐园 趣味笑话三则 

我画你猜

笑话第⼀则

 
⼀名劫匪慌忙中窜上了⼀辆

⻋的后座，上⻋后发现主驾

和副驾的⼀男⼀⼥疑惑地回

头看着他，他⽴即拔出枪威

胁到“赶快开⻋，甩掉后⾯
的警⻋，否则⽼⼦⼀枪崩了

你！”于是副驾上的男⼈转
过脸对那⼥的说“⼤姐，别
慌，听我⼝令把刚才的动作

再练习⼀遍，挂⼀档，轻松

离合，轻踩油⻔，⾛...⾛，
哎 ⾛...哎，哎，对，⾛⾛...

笑话第⼆则

 
⽩雪公主逃出王宫，来到森

林，看到⼀间⼩⽊屋，⾥⾯

排列着七张⼩⼩的床。⽩雪

公主就躺下睡着了。傍晚七

个⼩⼈回来了，⽩雪公主

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
个⼩矮⼈吧。”七个⼈⾯⾯
相觑，然后说：“你⾛错地
⽅了，我们是⾦刚葫芦娃。

笑话第三则

 
⼀先⽣感冒去医院挂吊针，护

⼠⼩姐很⿇利的给这位先⽣插

上针挂好盐⽔，⼀个多⼩时过

去了，盐⽔瓶的⽔打完了，护

⼠过来⻢上⼜换上⼀瓶。这先

⽣不解，问护⼠⼩姐说：“⼩
姐，处⽅单上不是只开了⼀瓶

吗？”护⼠⼩姐指着打完盐⽔
的空瓶盖说，“先⽣，您运⽓
真好，这瓶中奖了，再来⼀

瓶！



数独

数独是⼀种⻛靡全球的智⼒游戏，每个题⽬仅有⼀种

解法。

规则

标准数独由9⾏，9列共81的⼩格⼦构成。

在格⼦中填⼊1到9的数字，并满⾜下⾯的条件：

每⼀⾏都包含1到9；

每⼀列都包含1到9；

每⼀个3×3的格⼦都包含1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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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天地 数独
游戏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