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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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庚 子 年 五 月

总策划：Tina Li   责任编辑：Parko 免费订阅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happylivingaus

H a p p y  L i v i n g  M o n t h l y  M a g a z i n e
2020年06月 墨尔本  | 悉尼 | 布里斯本  | 堪培拉  | 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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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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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Living Monthly Magazine
2020年08月#11
月刊

庚 子 年 七 月

墨尔本 | 悉尼 | 布里斯本 | 堪培拉 | 珀斯

总策划：Tina Li   责任编辑：Parko，Adam  平面：Bruce   免费订阅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happylivingaus

您的津贴管理机构能否降低收费标准？
在最近，很多长者朋友向快乐生活反映了居家养老津贴管理行业中存在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当用户想要转到其他收费更加合理的机构时，当前的公司就会提出新的待遇条件，承诺大幅降低收费标准，或者可以在市场范围内自由选择价格更低的服务提供人员等。
快乐生活很高兴看到其他管理机构愿意降低费用，让长者节省津贴，获得更多的护理服务时间。
我们鼓励正在使用居家养老津贴的长者，咨询当前机构能否降低管理费率至合理的范围（15%以下），以及使用较低价格（$45/小时左右）的服务提供人员。

同时，我们更加希望看到降价的行为面向所有长者用户，而不仅仅针对有意离开的个人。
快乐生活的服务理念是帮助长者最大程度使用津贴，因此在保证长者自主管理居家养老津贴过程中能获得有效指导和协助的基础上，将收费标准降到了最低。
在快乐生活，长者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仅为获得津贴金额的13%，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费用。
另一方面，快乐生活鼓励长者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符合个人要求的服务提供人员。
长 者 最 清 楚 实 际 需 要 的 服务，同时，自主选择服务人员不但可以确保支付合理的服务费用，

避免隐藏费用的产生，更能够获得 更 优 质 的 服 务 体 验 和 服 务 效果。
折算成服务小时数，长者在快乐生活能够使用接近在其它管理机构时两倍的服务时间。
这也意味着长者可以保留更多的津贴余额，将资金花费在不同种类的护理服务和项目购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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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对比 部分其他津贴管理机构
管理模式 个案管理 自主管理
管理费用 35%+ 13%
附加费用 包括加入费、退出费等 0
服务人员 55澳元/小时 45澳元/小时



A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长者专访：疫情期间，如何安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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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从 新 冠 疫 情 在 澳 洲 爆 发以来，很多长者朋友的日常行为都受到了影响。记者通过快乐生活居家养老电话联系了长者孙叔叔，了解他在这段特殊时期里如何适应全新的生活模式。从孙叔叔的回答中，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记者：孙叔叔您好！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孙叔叔：您好！感谢您来采访我。最近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家里，有的时候还是挺寂寞的。您能够给我打电话，也增加了我生活的乐趣。
记者：最近基本留在家里可能也是目前大部分长者的常态。那么您一般是怎么安排自己生活的呢？
孙叔叔：我和老伴一起生活，最近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差不多。我起得比较早，就会自己去附近的超市买菜。
记者：疫情期间，您还是继续自己外出买菜吗？我听说您的腿脚不好，外出买菜不会不方便吗？你有居家养老津贴，为什么不请

护工帮您去买？
孙叔叔：我过去几十年都是每天自己买菜，习惯了。别人帮我去买，我不放心。我在先前的管理机构时，个案经理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护工，每周帮我去买一次。那个菜啊，本来就选得不好，而且一周一次，过几天就不新鲜了。那段时间啊，我心里真的很不开心。
我看很多老人腿脚也不好，开着那个电动车就出去了，很方便，所以我就让个案经理也给我买一部。但是当时她就一直推三阻四，一会说政府不允许买，一会说我津贴余额不够，一拖就拖了大半年。
后来我通过了解，知道快乐生活收费比较合理，比较容易就能存到足够的资金，而且津贴的花费相对比较自由，于是我就转过来了。
现在我每天就是开着电动车去买菜，吃的食物更新鲜了，心情也更好了。因为我虽然腿脚不太好，但是我买菜是没有问题的，我还是希望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了，这样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好。

记者：您觉得在疫情期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孙叔叔：影响最大的就是不能参加活动了。我本来有报名参加3个老年中心的活动，但是因为疫情，现在全部都已经关闭了。
快乐生活的也是一样，去年会有演出、吃饭、聚会、电影这样那样的活动，今年就都没办法举行了。还有活动中心，也暂停开放了。
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快乐生活继续组织更多的活动。
记者：活动取消了，孙叔叔有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来消磨时间吗？
孙叔叔：最近我开始向老伴学习做一些简单的菜，味道还不错！
记者：孙叔叔平时买菜做饭都是自己操办，那有请护工做哪些服务吗？
孙叔叔：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做了，但是有的实在没办法的，就只能请护工帮忙了。比如说我们后院的除草，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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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长者专访：疫情期间，如何安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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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要来一次；还有家里的清洁，我们做着也很吃力，就安排服务人员两周来一次。
我们自己挑选的服务公司，对防疫这方面的措施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我们也都比较放心。
但是有一些需要外出的，比如原来我会要去看中医，做一些理疗的，这段时间就暂时停止了。毕竟还是要响应政府号召，不能频繁外出。

记者：那孙叔叔在快乐生活自主管理津贴，有因为疫情受到什么影响吗？
孙叔叔：在这方面倒是没有太多问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事情基本通过微信和电话就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在快乐生活都会分配一个护理顾问，平时很照顾我们，人很热心也很耐心，遇到问题都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所以在管理津贴上我们还是很放心的。

疫 情 期 间 她 们 也 都 照 常 工作，没有收到影响，我们也很感激她们的辛苦劳动。
记者：谢谢孙叔叔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祝您身体健康，每天过得开心！
孙叔叔：不用客气，也谢谢您的时间，祝您工作顺利！

抗击疫情，
我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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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都注重食补，那我们就来聊聊和饮食相关的内容，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更好地对抗病毒。
饮食当中，首先要保证能量。主食是我们饮食中比较快提供能量的，所以要尽可能保持主食摄入的足量和摄入的多样化。除了精细粮食，包括白米、面条等以外，还建议大家吃一些五谷杂粮，这些植物种子的外皮或壳含有可发酵型的膳食纤维，进入大肠，通过调整肠道益生菌，可以有效提高呼吸道抗病能力。
还可以多吃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像是莲子、 百合、山药、红薯、板栗、红枣、银耳等这一类养肺健脾的食物，充当一部分的主食。
在蔬菜方面，应该增加深色蔬菜的摄入，保证每人每日有半斤蔬菜。
蛋白质是免疫力构成的一个“建筑材料”，我

们要注意补充优质动物蛋白，如牛奶、鸡蛋等，以及优质植物蛋白，如豆制品和坚果等，动植物蛋白均衡摄取。
最近除了有这个疫情的影响以外，天气也是变化无常。温度都相对较低，有时候会出太阳，有时候又下大雨。因此我们也要学会根据天气、以及身体状况来选择食物。
如果一连几天阴天多雨，应该适当多吃一些驱散寒湿的食物，像是洋葱、大蒜、生姜之类的，少吃一些粘腻难消化或者质地比较滋润的食物，像糯米、银耳、燕窝、番茄、木瓜之类的。如果冬天天气寒冷，身体觉得手脚冰凉，可以适当多吃羊肉、牛肉这些温养身体的食物。如果这段时间肉或者补品吃多了，觉得消化不好，可以适当吃一些白萝卜，或者喝点陈皮水，起到消食除胀满的作用。如果自己觉得喉咙干、有点上火，这个时候就要少吃辛辣，多吃一些清热滋润的食物，像是雪梨、银耳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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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长者在饮食方面有哪些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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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快乐生活在公司总部定期举办居家养老专题讲座。今年年初开始，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无法继续在线下为各位长者朋友组织活动，因此快乐生活移师线上，每周五通过微信群聊举办网络讲座，与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居家养老相关信息。
截至发稿，快乐生活微信讲堂已经开展了25期，每期除了固定学习关于居家养老津贴的实用知识，我们还会根据长者的需求和建议，指导更多有助于长者独立自主居家养老的内容。
比如说，
在澳洲没有中国银行卡，如何绑定微信钱包？
在澳洲看本地医生，需要掌握哪些英文说法？
疫情期间，长者如何在家锻炼身体？
有哪些适合长者使用的微信小程序？
每期讲座当中更有多个微信红包等您来抢！
眼看群里人数即将满500人，快乐生活决定开放二群！
欢迎大家参加群聊，和来自全澳范围内的华人长者一起谈天说地，分享信息。
我们也将在二群同步开展讲座活动，希望能和更多长者朋友一起学习。
加群方式十分简单，打开微信扫描文中二维码，添加快乐生活客服号，发送您想要参加微信讲座的意愿，我们即可加您入群！
或者拨打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指导您完成这一操作。
在疫情期间，快乐生活还将继续筹备和开展更多网上活动，
赶紧行动，加入我们一起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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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微信活动中心开放二群！

赶紧扫一扫二维码，
进入微信线上课堂。
我们与您一起探讨
澳洲居家养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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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Australian News

稿/澳洲红领君

提前领取养老金或增加资格审核？相关报告称大多养
老金被用于非必要花销

澳洲蔬菜水果价格或将上涨60%，只因大把农活没人干

此前澳洲税务局表示，因为任何澳洲居民都可以参与澳洲政府颁布的早期提领养老金计划，已有三百万名澳大利亚居民中动用了280亿澳元的储蓄用于偿还抵押贷款或者存放家中。与去年相比，银行增加了10%的顾客正在用25000澳元抵押贷款，人们可能正在利用此计划购买房产。 
根据信贷局和咨询公司AlphaBeta的分析显示，使用该计划的人在得到这笔养老金后的两周内，比正常情况下多消费近3000澳元，其中三分之二为非必需消费，如赌博，购买家具和酒。 
银行也表示房主正在用这些现金来抵押贷款以便购买新的资产。一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高级银行人员表示，相较于上月，正在利用25000澳元抵押贷款的客户数量增加了10%。 这位银行人员

新冠疫情使背包客的数量减少，127,900个工作岗位可能空缺，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或将上涨60％。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外国劳动力大量流失，包括来自欧洲和东南亚的年轻人，这将使澳大利亚的GDP减少130亿澳元，同时将种植业的价值削减6.3亿澳元。为了解决人们担心的这一问题，种植业呼吁联邦政府提供一笔1200澳元的特殊一次性付款补贴，以吸引澳大利亚人从事农场工作。
打工度假者约占种植业劳动力的80％，业界担心COVID-19导致的边境关闭和限制可能严重影响能够在澳大利亚工作的背包客数量。今年有成千上万的背包客离开澳大利亚，估计将有127,900个工作岗位流失，包括收成工人，以及由于收成大大减少导致影响的其他行业，包括运输、食品制造和零售中的角色。
新鲜农产品巨头Perfection Fresh的首席执行

表示，早期养老金准入是促成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人们出售投资房产，不少家庭也因lockdown减少了日常开支而拥有更多储蓄去抵押贷款。当然，也确实客户正在利用提前领取的养老金作为缓冲，以防出现财务困难。 
对此，咨询公司数字金融分析的董事总经理马丁·诺斯（Martin North）表示，他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提前领取退休金的人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把钱用来抵押贷款或者放在抵销账户去申请贷款。
对此，ATO声称现在已经提议对提前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进行初步审查，人们需要证明因为新冠病毒流行而面临经历困难，联邦政府才允许人们提前领取至多20000澳元的养老金储蓄基金。

官Michael Simonetta表示，背包客多年来一直是种植行业至关重要的劳动力。澳大利亚农民需要继续确保劳动力，为澳大利亚家庭收获水果和蔬菜。澳大利亚新鲜农产品联盟提议向收割工人支付1200澳元，只有在他们完成三个月的工作后才能支付。
AFPA从会员公司、其他种植者和劳务雇佣公司获得的数据表明，从2020年3月至2020年6月，这些公司收到了23,000份工作咨询。其中只有8％的查询是由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进行的。
澳大利亚新鲜农产品联盟担心，如果没有背包客劳动力，水果和蔬菜将枯萎腐烂，甚至无法种植农作物。该组织首席执行官Michael Rogers表示：“澳大利亚农民需要继续确保劳动力，为澳大利亚家庭收获水果和蔬菜。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那就是我们将缺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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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墨尔本青年俱乐部

澳洲推出“电子处方”，足不出户即可看病买药！药价更
便宜，还能送药上门

据澳媒报道，从今年9月份开始，人们不用出家门半步就能向医生咨询并拿到电子处方。 
根据澳洲政府的改革方案，病人通过电话就能咨询到全科医生和专家，并以电子条形码的形式获得处方。与此同时，在今年晚些时候，这些电子处方将存储在云端，药剂师将在病人同意时下载这些信息。 
病人可以选择上门送货，或者在指定的门店中取药。如果不习惯电子处方，仍然可以选择传统的纸质处方，这并非强制性的，不过无法同时选择。 
目前电子处方正在ACT、维州、新州、塔州、西澳和昆州的17个社区试用，另外还有22个社区也即将开始试用。截至目前，已经有20名医生和166个社区药房开出了2000多份电子处方。 

卫生部门表示，电子处方可以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在疫情期间保护更多的人，并且病人可以将电子条形码转发到自己选择的药房。如果选择的药房有送药上门服务，病人就可以要求把药送到家里。 
至于邮费的问题，目前澳洲政府将负责确诊患者、70岁以上的老人、孕妇以及有婴儿的人垫付送药上门的费用。此外，免疫功能不全的慢性疾病患者和50岁以上的澳洲原住民在疫情期间也可以享受免费送药服务。 
Chemist Warehouse的首席运营官Mario Tascone说，“新的电子处方是我们在线业务的一个规则改变者，因为不再需要等待人们把他们的纸质处方邮寄过来，或送到线下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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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新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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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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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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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

新冠病毒太猖狂，三番五次将人诓。
传播全球身心疾，男女老友被你伤。
白衣战士昼夜忙，三日建起大病房。
闭门封城来隔离，以免病毒来游荡。
整城整市无市场，金融财富你扫荡。
聪明人儿岂能容，令你处处难阻挡。
口罩洗手都用上，人群聚集需避让。

居家上班不接触，严防坚守全得当。
老哥老姐且莫慌，家中静养理应当。
政府指导有新规，随时可查阴或阳。
相应疫苗供市场，试看新冠哪里藏。
一撇一捺最伟大，开天辟地人最强。
风雨之后现霞光，遍地开花生活爽。
再活一世不足奇，快乐生活有保障。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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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欣赏 稿/丘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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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笑话四则

害羞

烹饪方法在我这儿

前面也在下雨

老了十岁

一天，阿凡提发现家里来了小偷，他立刻就躲进一只箱子。小偷找不到值钱的东西，打开了那只箱子，看见阿凡提在里边，问：“你在箱子里干什么？
“我家里没有什么你们能拿的东西，羞于见到你们，于是躲进了箱子里。”阿凡提说。

一天，阿凡提集市上买了一些羊肝，提着往家走。邻居看见后问他：“阿凡提，您知道羊肝的烹饪方法吗？我来教您吧！”邻居写在纸上，交给了阿凡提。
阿凡提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羊肝若有所思地往家走。突然，一只老鹰俯冲下来，把阿凡提手里的羊肝叼走了。阿凡提紧追不舍，可哪能追上飞到天上去的老鹰呢？
阿凡提挥舞着手里那张写有羊肝烹饪方法的纸，望着高高飞去的老鹰喊道：“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羊肝的烹饪方法在我这儿，你把羊肝叼走也是白搭。”

一天，天气很闷热，怕热的阿凡提出来散步，并盼望着下一场雨。过了一会儿，果然下起了雨。阿凡提舒心地在雨中慢腾腾地走着，一位路人认识阿凡提，边跑边催他说：“阿凡提，还不快往前走，你没看到天在下雨吗？”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莫急，前面也在下雨。”

一天，阿凡提的妻子准备参加一个婚礼。她在衣橱里东挑西拣，最后选了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穿上。她问阿凡提：“快点参谋一下，我穿这件衣服行吗？”
“很漂亮，你看起来年轻了十岁”。阿凡提说。

阿凡提的妻子一听，赶紧脱下衣服，说道：“那我不穿它了，等我参加完婚礼回来，一脱下便会老了十岁，那该怎么办呢？”



J 快乐生活 · 益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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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紧急转弯

1. 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2. 什么书你不可能在书店里买到？

3. 汽车在右转弯时，哪一条轮胎不转？

4. 什么时候有人敲门，你绝不会说请进？

5. 一天，一块三分熟的牛排在街上走着，突然他在前方看到一块五分熟的牛
排，可却没有理会它，它们为什么没有打招乎？

6. 小李喝酒，撞伤了脸，回家怕太太知道会责备，去洗手间对着镜子贴上创
口贴，可第二天还是被太太骂了一顿，为什么？

7. 世界上每一件东西加热都会熔化，唯独一样东西一加热便凝固，请问是什
么东西？

8. 一次考试中，一对同桌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但老师认为他们肯定没有做
弊，这是为什么？

9. 你身上的什么东西，你用右手去拿将永远拿不到

10. 大灰狼拖走了羊妈妈，小羊为什么也不声不响地跟了去？

答案：1.球门 2.秘书 3.备用轮胎 4.上厕所的时候 5.因为他们不熟 6.创口贴贴在了镜 子上

7. 蛋 8.他们交的都是白卷 9.右手 10.小羊在羊妈妈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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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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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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