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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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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费用全面分析

如果长者获批了居家养老津贴，则可以将这笔补助用于个人所需的家庭护理服务项目。长者需要选择一家政府授权许可的津贴管理机构负责接收和管理津贴，确保津贴用于恰当的内容范围。管理机构将收取长者一定的费用，这是长者做出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管理机构将收取长者一定的费用，这是长者做出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 每家机构的管理收费都有所不同。 所有津贴管理机构都会收取管理费用，不同管理模式之间的收费差异较大。 个案管理模式：使用个案管理模式的机构收取行政管理费用和个案管理费用，二者相加通常占到长者获批津贴总额的35%左右； 自主管理模式：在加入快乐生活后，长者仅需支付13%的津贴管理费用。   此外，部分管理机构还会收

取附加费用。包括：建档费和退出费，一般在$200-$600之间；日管理费，一般在每天9-12澳元；2.管理收费决定您使用护理服务的时间。 如果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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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在快乐生活以13%的固定费率自主管理居家养老津贴，能够享受接近在其它机构2倍的服务时长。例如长者获批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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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长者在快乐生活自主管理居家养老津贴，能够多出其它机构一半的可用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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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费用决定您能否享受更多的服务内容。 如果机构管理费用太高，在长者完成基本的护理服务以后，就无法满足其它的护理需求，这种现象在级别较低的津贴所有人身上尤为明显。 如果长者在传统的管理机构，即使获得较高等级的居家养老津贴，但在扣去大量的费用以后，连花费较多的高级护理服务需求都难以充分满足，就更别说想要其它了。 快乐生活的管理费用更低，即使长者获批津贴等级较低，也同样可以留存津贴用于更多的服务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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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构采用的个案管理模式 快乐生活采用的自主管理模式
管理收费 35% 13%
每周大约可使用服务小时数 1级—1.5-2 小时2级—3-4小时3级—7-8小时4级—10-11小时

1级—3-4 小时2级—6-7小时3级—14-15小时4级—22-23小时
每周大约可用津贴金额 1级—$1002级—$1803级—$3404级—$590

1级—$1502级—$2553级—$5604级—$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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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辅助设备，改善长者行动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行动不便对于大部分长者而言似乎难以避免。多种原因可能导致行动不便的情况出现，其中主要包括：
• 肌肉、关节和骨骼问题，如关节炎、骨质疏松等；
• 心肺功能和循环系统问题，如慢性冠心病、周围血管疾病等；
• 神经系统问题，如中风、帕金森症等；
• 心理和认知问题，如恐惧失去平衡导致再次跌倒的消极情绪等；
• 外界因素，如缺少适合或足够的行动辅助设备等；
• 其它因素，如营养不良、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身体虚弱等。

行动不便是可以通过恰当方法有效改善的，即使些许的进步，也能一定程度降低情况的严重性。以下方式可以舒缓或者预防行动不便带来的后果：
• 长者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尽量保持日常生活行为，避免他人代为处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 经常锻炼，如伸展关节的运动，保持肢体灵活以及血液循环；
• 保持社交往来，多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 保证体内水份供应充足，每日摄入6到8杯流质；
• 使用可以改善行动能力的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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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行动不便的原因

改善行动不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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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辅助设备，改善长者行动能力？ 在澳洲，有几种常见的行动能力辅助器材，同时也发
展出各种的款式，适合不同需求的长者。

拐杖是最基础的行动辅助器具，适合总体情况较好的长者，为个人的平衡能力提供额外的支持。随着技术的发展，款式和细节上都较过去有所变化。一般整体由金属铝制成，较为轻便；把手处针对人体力学设计，可以更安全地抓握；有的底部还装有四脚基座，进一步提升稳定性和安全性。

轮椅适合基本丧失独立行走能力的长者，主要分为手动轮椅和电动轮椅两种类型。手动轮椅一般比较轻便，有的可以折叠，便于驾车携带外出。有的轮椅需要他人推行，有的可以直接由长者独立控制移动。为了确保长者以正确的坐姿使用，通常座位的位置和高度等都可以进行调整。

如果长者获批居家养老津贴，在出现了这样的需求时，在完成基本的护理服务以外，只有还有剩余津贴，则可以使用津贴购买适合的产品。其中，如果长者需要购买电动轮椅或者电动车，需要提前经过职业治疗师的评估批准后才可以购买，而其它的如拐杖、助行架和手动轮椅则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是因为电动车和电动轮椅功能较为复杂，针对特定的需求和情况，同时需要长者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而不完全适合所有的长者使用。

助行架的外形就像椅子的四个脚，比拐杖更加稳固。适合腿部无力的长者，改善行动时的平衡性和稳定性，有助于重新建立对行走的信心。有的助行架下方装有滚轮，在手把处安有手刹，移动起来更加方便和安全。有的上方还会配有座椅，长者可以随时行走或是坐下休息，适合较为中等距离的路程。不同的设计带来了不同的功能，针对不同的实际需求。长者应该征求专业人士的建议，选择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款式。

电动车需要长者具备独立驾驶的能力，相比其它种类的行动辅助器具有着更高的使用要求。电动车的机动性最强，移动速度最快，适合中远距离的行程。和轮椅类似，有的电动车款式可以折叠，有的则可以拆卸。一般在车头处装有小篮子，方便长者驾驶外出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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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

轮椅

使用居家养老津贴购买辅助器具

助行架

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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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提前支取170多亿澳元养老金          
7月初迎来第二轮高峰!

唾液新冠测试成功率仅为87％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6月30日讯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澳大利亚税务局收到了240万份提前支取养老金申请。 澳洲养老金已被经济困难的澳洲人提前支取170多亿澳元。截至6月21日，支付总额为171亿澳元，平均每人支取7492澳元。澳洲联邦政府实施了提前支取养老金计划，以帮助那些因新冠疫情而失业或工作时间减少的人。他们在2020和2021财年都可以提出提前支取养老金的申请。新一轮申领浪潮预计出现在周三，也就是新财年开始的日期。澳 洲 智 库 格 拉 坦 研 究 所（ G r a t t a n Institute）6月25日告诉《澳大利亚人报》，第二轮申请的资格要求应该加强，因为目前的程序允许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稿/SKYS NEWS

稿/澳华财经在线
不符合资格要求的人享受该项目提前支付的养老金中，近一半来自五大行业基金。AustralianSuper、Sunsuper、Hostplus、Cbus和Rest支付的养老金总额为81亿澳元。其中，全澳最大的养老金管理公司AustralianSuper支付的金额最多，该基金支付了23亿澳元的养老金，受益人数接近33万。

skynews：唾液新冠测试成功率仅为87％维州已经开始对新冠病毒采用了一种新的，非侵入性的唾液测试（saliva test）。

该测试仅需要从测试者口中获得唾液样本，但该测试的成功率仅为87％。这意味着约八分之一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可能未被测试出来。墨尔本 Doherty研究所的Sharon Lewin教授说，当然，最高的金标准是使用全球通行的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而新冠唾液测试的优点是，被测试者会更加容易接受测试。Sharon Lewin教授说说，测试者只需将口中的唾液收集一两分钟，然后将其吐入一个小罐子中。在将这个瓶子送去化验室进行化验就可以了。她说，维州当局希望这项唾液测试检查能够增强全州的测设覆盖率。如果弱势人群和儿童进行喉咙拭子有困难，那么唾液测试将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选择。 唾液测试是墨尔本 Doherty研究所研发出来的。澳洲医学会主席Tony Bartone 就说，唾液测试仅应作为拒绝喉咙和鼻拭子测试的人的替代测试。一般来说，如果操作程序正确和正常，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可达96％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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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没用? 600万澳人下载新冠追踪APP，                    
却1例感染也没发现.....

在过去两个月内有600万澳洲人下载了联邦政府的COVIDSafe应用程序，但该程序迄今没有识别出任何一例被人工追踪漏掉的新冠感染者密切接触人士。随着维州感染病例激增，中央联盟（Centre Alliance）参议员帕特里克（Rex Patrick）认为政府没有如实告知这款APP的有效性。 总理莫里森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吹捧这款APP是抵御重大疫情的“防晒霜”，也是解封的关键。帕特里克参议员具有工程学背景，曾是快速原型设计和测试的项目经理。他说，政府就是不肯承认这款应用程序的“运行根本不正常，假使它真的有在运行的话”。这位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理和政府对澳洲公众不诚实，这太可悲了。”他自己也被诊断出新冠病毒，也曾对开发新冠追踪应用程序的想法表示支持。这款耗资200万澳元的应用程序子4月26日推出以来被下载了644万次，旨在帮助各州和领地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小组发现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这些人士可能曾在餐厅、咖啡馆或商店等公共场所身处感染者1.5米的范围内，并停留了15分钟以上。但提供给参议院的测试数据表明，它的有效性，特别是在iPhone手机上的有效性，始终是一个问题。 数据显示，当iPhone处于锁定状态时，这款APP便很难侦测到附近其他安装了这款APP

的iPhone用户。在5月26日进行的锁定状态下的iPhone对iPhone检测中，这款APP只有25％到50％的时间可以正常运行。 而在刚推出时，情况更糟，在锁定状态下，iPhone对iPhone只有25％或更少时间可以正常运行。而且，这款APP在后台运行时也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在Android智能手机上，问题也很普遍，到5月26日时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当应用的测试人员试图让iPhone和Android共享信息时。但政府却驳回了这些批评，坚称这款APP可以安全有效地运行。英国在本周推迟了其追踪应用程序的发布，并宣布在发现距离估算不够精确之后，计划使用Apple-Google模型对其进行重新设计。而澳洲政府发言人表示，负责开发这款APP的政府部门数字转换局（Digital Transformation Agency）以及联邦卫生部正在与Apple和Google合作，继续对这款APP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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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澳洲袋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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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无忧澳洲
联邦与新州联合拨10亿，改善大悉尼道路交通

7月1日起悉尼家庭水费将下降

联邦和新州政府今天宣布将拨款10亿元升级大悉尼地区的道路，帮助缩短工人开车和乘巴士上下班的时间，改善交通安全以减少重大车祸伤亡人数，并创造工作岗位和刺激新州经济。莫里森（Scott Morrison）总理星期一宣布的联邦与新州联合拨款改善大悉尼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中，包括2.4亿元用于改善悉尼11处道路拥塞热点，3.80亿元用于改善各市政厅管辖的道路，3.98亿元用于改善悉尼乡郊公路的安全。这些道路工程项目，总计能直接和间接创造5,450份工作岗位，其中一些项目最快将在下个月动工，以缓解COVID-19疫情对新州经济的影响。悉尼“压力点”的道路改善工程，每年将使司机节省数百万小时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它包括升级悉尼市区的牛津街（Oxford St）和邦迪枢纽（Bondi Junction）的道路。从百年纪念公园（Centennial Park）到金斯福德（Kingsford）区，沿唐卡斯特路

据news.com.au报道，悉尼水价将采用双重价格制度，分为正常期和干旱期价格，并降低供水服务费。一个普通悉尼家庭每年的水费账单可能下降80澳元。独立定价和监管法庭（IPART）宣布，从7月1日起，当悉尼水库水位降至60％以下时，干旱价格将生效，直到水位上涨至70％时才实行正常价格。干旱期的水价为每立升$3.12，正常期的水价为每立升$2.30。但是无论干旱与否，服务费这笔固定费用都会降低。IPART说，鉴于目前悉尼水库的水位是81.3％，因此适用于正常期的水价，悉尼家庭会看到水费账单降低悉尼水务公司说，如果用户不在干旱期间减少用水量，那么干旱期间家庭年平均账单可能会增加7％。如果用户在限制期间节水，他们的账单依然会减少。去年悉尼干旱期间用水量减少了11.4%。

（Doncaster Ave）修建一条新的自行车道，并从麦觉理公园（Macquarie Park）起，改 善 通 往 叶坪（Epping），赫林（Herring），兰谷（Lane Cove）和滑铁卢（Waterloo）的巴士专用车道。太平洋公路（Pacif ic  Highway），芬莱路（Finlay Rd），巴拉玛打路（Parramatta Rd），沃德维尔路（Woodville Rd），乔治河路（Georges River Rd）和米尔顿路（Milton St），乔治王路（King Georges Rd）和坎特伯利路（Canterbury Rd）的一些重要交汇路口也将获升级。联邦政府的拨款来自不久前宣布的15亿元优先工程项目资金，而新州政府的拨款则来自30亿元的加快工程项目基金（Project Acceleration Fund）。

悉尼水务公司总经理Maryanne Graham说，新的水费计价方法能鼓励人们在水资源短缺时节约用水。新州州长Gladys Berejiklian也表示，新州居民在干旱期间都经历了困境，希望降低水价。她说，“当水很多时，我们不用过多考虑，当水短缺时，就会对价格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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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龙济洸
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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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端午节
一袋由中国漂洋过海的粽子，回家用微波炉加热，仔细打开绿色的苇叶，热气升腾，醇香的粽子甜蜜扑散开去，把我带进一个遥远又现实的境界，勾起了我尘封多年的那份难以割舍的回忆，粽子带着岁月发酵的甜蜜，思绪更加澎湃。飘香的端午，溢满了粽香，伴我度过大半生的时光。

无分儿时中国沈阳的老家还是现居澳洲墨尔本的家，只要进入六月，粽子飘香的端午节总是喜滋滋跨进华人的家门。每逢这个季节我实在难以分清；是为纪念那位屈原老夫子，还是为了不舍的淡淡粽香。澳洲超市的粽子早已林林总总摆满了货架，还没到卖粽子的柜台，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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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您的故事》栏目火热征稿中，如果
您有自己亲历的故事，或者家人朋友的故
事，想要和我们以及全澳华人长者分享，
欢迎投稿！所有的记忆，都弥足珍贵。

长者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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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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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长者投稿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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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左方二维码
添加微信投稿或
发送您的作品至

adam@happyliving.com.au

文/温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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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吐沫，再拿眼睛偷看一下母亲。到底抗不住“馋虫”作弊，偷一个红枣送到嘴里，哎呀！满嘴的爽甜味儿，嚼后齿颊留香。母亲抿嘴一笑，眼睑梢和嘴角边尽情舒展开来。感谢老天爷的厚爱，这一年全家无病无灾，母亲才能从父亲微薄的教师工资里逐月省下一点，提前买好了糯米，不仅一改往年母亲总要为端午节忧心，还能多包一些粽子分赠亲友和邻居。母亲看着包好的粽子，疲惫的脸上挂满了笑意，我在旁边数着成堆的粽子，数啊数啊睡着了。清晨母亲叫醒我：“快起来吃粽子”，我有些奇怪，包完粽子已经深夜，糯米粽子要煮几个小时，母亲准是又没睡好，要不哪能这么早有粽子吃。母亲掀开锅盖，粽叶的清香、糯米红枣的甜香，飘荡弥漫在整个房间。在我洗漱时母亲为我打开粽叶，黏黏的白白的糯米锥形体，酿上红红的甜枣，滋润出淡淡的清香。我左看右看恨不得立即咬上一大口，又有些不舍，那浓郁的粽香，浸润着浓浓地母爱，深藏进我儿时的记忆中。曾经多次想把满腹的端午节情思付诸文字，终是不能如愿。只因面对粽子就会想起母亲，让我无法释怀，每每提笔，思念不能自解，在粽子飘香时踌躇徘徊。儿时端午节的心情不能重塑，过了多少个端午节也都模糊了，但母亲包粽子的场景却清晰如昨日。走过大半个中国，到过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端午节让我无限的感慨，无限的怀念；品尝了南北各款式的粽子，我总是觉得母亲包的粽子最好吃又最耐人寻味。

我的老家在东北偏远的一个小镇，儿时我生活在困难时期，那时很少吃到粽子，只有眼巴巴的盼着端午节，才能吃上几个粽子。除非大灾年景，小镇的端午节分外隆重。可能是贫穷居民太多的缘故吧，因为无须大鱼、大肉，穷人只要买几斤糯米就能过节，至于红枣来自院里的枣树，棕叶则由我们小伙伴到苇塘随用随取就是了。我常常从今天的粽子嗅到当年老家粽子的味道，岁月沧桑，这种味道一直挥之不去。东北的夏天给人一种短暂的灼热的感觉，记忆最深的一次端午节恰逢酷暑中绵绵的细雨接连下了几天，雨刚停，我和小伙伴们光着上身在无边的芦苇荡里窜来窜去，细长的苇叶像鸡毛掸子柔顺地抚摸我们的脸和胳膊，不知道甚么时候苇叶上挂满的晶莹的水珠转移至我们的脸上，顺手抹去妨碍视线的水珠，跑着、追着，寻找肥大的苇叶。在小伙伴收获苇叶地戏闹中，整棵，整片芦苇发出悦耳地沙沙声，引来了更多地孩童投入到采摘苇叶的阵营。 采摘来的苇叶交给母亲蒸过，不止去掉了青涩的生草味，还增添了苇叶的清香和柔韧性，再浸泡到水里直到包粽子才随取随用。包粽子通常由母亲在晚饭后独自完成，父亲晚上要批改学生的作业，我躺在被窝里手捧着下巴瞧着母亲的手上下翻飞，三只粽叶、一勺糯米、两棵红枣、还有期盼全家平安的愿望，被母亲一齐包进待煮的粽子里。母亲熟练地包着粽子，每一勺糯米透过母亲的手用粽叶轻快一裹，我的口中就会多加一个数字，包好的粽子一个一个堆集在盆子里，我已经睡眼惺忪，仿佛一个一个被我大口吞咽进了肚皮。我小心翼翼地将粽子堆了又拆，拆了再堆，轻轻地理顺绑绳，轻轻地摆好放正，每摆一个，嗓子里都要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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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笑话六则

沙和尚的挑子里装的是什么？
不可能是衣服，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换过衣服。
不可能是食物，因为他们吃饭从来都是靠化缘、采野果。
不可能是经书，因为他们在取经的路上。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行程十万八千里，风吹日晒，脸竟然没晒黑！
可见沙和尚的挑子里是护肤品！

在上大学的时候追过一女孩，数次表白，此女均无应答。 终于有一天，女孩短信告知我:“周末去黄河边玩玩吧。”
我激动得晚上没睡好觉。周末应邀来到黄河滩。走了一阵， 女孩说:“我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说。”
我那个激动啊！心想这事有戏，就说:“你说吧，我听着。”
她说:“黄河也看了，这回死心了吧！”

一个上京赶考的穷书生到破庙避雨，偶遇一位小姐，书生和小姐吟诗作对，非常投契，当晚他们便私定了终身。
第二天，书生不得不继续赶路，他和小姐依依惜别，并许诺：“若我考中状元，必定登门迎娶。”
小姐等书生一走，便将他的名字记录在册，嘴里还自言自语道：“这已经是第60个书生了！总会有一个会考中的吧！”

朋友网上卖充值卡，他总是等交易平台上显示“买家已付款”后，就给对方电话充值。
这天他告诉我说，他被骗了，我很纳闷，款都付过了，还可能被骗？
他说：“那个人的网名叫‘买家已付款’，我没仔细看，就给充了......

一男子去请一算命先生给他算命，本想让算命先生看看他右手的手相，没想到那算命先生却一下子把他的左手拉了过去，才看了一眼就开始唠叨起来。
该男子无奈至极。
等算命先生唠叨完，听到该男子对他说了一句让他很羞愧的话：“你拉着我的手说了这么多，还没发现我的左手是假肢啊？”

租房到期，中介检查的时候说门上有3个洞，一个洞需要扣100块钱。
我问:“确定一个洞100块钱吗？”
中介说:“确定！”
我分分钟拿起菜刀咔嚓咔嚓把三个洞连成一个大洞，
回头对中介说:“能省二百就省二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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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猜成语

1.说字排成一个圈

4.杯子、弓、蛇

7.一个一，一个3 8.很多此一个举 9.火、岸、目三个字

5.蛾子与火堆 6.合字里面一个应字

3.中年人与一个章字2.天枰上一个无，一个伦

答案：1.自圆其说 2.无与伦比 3.出口成章 4.杯弓蛇影 5.飞蛾扑火 6.里应外合

7. 举一反三 8.多此一举 9.隔岸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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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独
游戏

数独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智力游戏，每个题目仅有一种解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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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X3的格子都包含1到9。

数独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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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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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时事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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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