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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模式下 合理分配津贴

导语：
最近一位赵爷爷顺利获批了2级的居家养老津贴，每年约有1万5千澳币的服务津贴，他选择了快乐生活的自主管理模式，固定费率为14%。  由于费率较低，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隐藏收费，赵爷爷有大量的可用津贴使用在居家养老津贴允许使用的服务和项目内。当然赵爷爷有时候也是有疑惑，为什么有时候护理顾问会提示说“津贴使用不在预算内，或者需要更新护理需求”。这些专业的术语有时候也让赵爷爷摸不着头脑。本文，我们就请通过一些案例为您讲解，在居家养老津贴的范畴内如何合理分配津贴额度。 

居家养老津贴是按需分配的， ”需”是指护理需求(care needs)
在申请津贴的评估过程。 评估员会全面记录长者的情况，包括：

• ADLs （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 Cognition（认知能力）
• Medical （医疗问题）
• 家庭状况
• 复杂程度

根据以上的情况，共生成 11个不同类型护理需求 (care need)，当您顺利获批居家养老津贴后，津贴金额的分配就是根据 11个护理需求来制定的。
例如，赵爷爷的腿脚不太好，在行动能力方面有一定的需要，而通常评估员都会通过在评估时常看长者的health summary得知行动不便的程度。那么护理需求中就会有一项 行动方面（mobility）需要支持。

11个不同的护理需求，对应哪些护理需求:
1. ADLs 日常生活需求对应：个人护理包括协助洗澡，上厕所，以及做饭等
2. 维护家居环境对应：清洁，剪草
3. 药物管理对应：护士协助药物管理，制定药盒
4. 联合医疗对应：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营养师等专业专科医疗服务
5. 辅助器具对应：轮椅，助行架，医疗床等辅助医疗器械
6. 社交及社区对应：社区活动，日间活动中心，陪伴服务等社交需求
7. 排便管理对应：纸尿布，泌尿护士等服务
8. 交通管理对应：外出购物，协助外出就医等服务
9. 临时看护及照顾者支持对应暂息看护，或者短暂入住照看中心
10. 行动能力对应：协助转移，协助行走等个人护理服务
11. 营养管理对应：体重管理，护士，营养师等服务

信息来源：快乐生活以往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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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管理机构如何帮助长者去理解上述护理需求
在签约制定护理计划时，签约顾问就会通过老龄服务部的支持计划，及长者的需求帮助长者去划分这些护理需求。 
例如： 赵爷爷可能会在评估的过程中说：平时我需要有人帮助我买菜的时候拿一下菜，还有开车载我出去买菜，最好可以帮我做做饭，平时老伴也老了没办法一直都是他做的。
那这个时候，签约顾问就可以判断出两个护理需求，包括交通协助及日常生活协助。因此就可以把对应赵爷爷可以使用的服务归纳在这两个护理需求里。
同时与赵爷爷讨论这些服务的频率和由谁来完成等等。
在快乐生活，长者在使用自主管理的模式，除了可以使用他们希望使用的护理人员去完成这些服务外，还可以与他们议价或者寻找价格更为合理的护理人员来提供服务。当然在长者无法寻找到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护理顾问也会相应的给长者推荐一些护理人员，长者可以自行联系并且比对价格，最终自己就可以安排相应的服务。

当各位长者理解居家养老津贴是如何按需分配之后，那么剩下的就很简单了，您只需要找一家可靠津贴管理机构，选择一个适合您的管理模式。
早在2017年居家养老津贴刚刚推出的时候，市场上的很多机构，管理费率都在35%以上，甚至更高。35%的概念是: 例如您持有4级津贴，没有收入测试费，约$52000澳币，其中$18200 澳币就直接变成管理费了。长者的津贴都去交管理费，能用的金额少，可用的服务小时数自然也大大减少。
于是快乐生活推出14%的自主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有2个直接的优势：
1，低费率，让您保留更多津贴。快乐生活尽量将管理费用减到最低，让老人能够把更多的津贴花费在生活中需要的护理服务上。
例如，您是一级津贴持有人，如果是全额养老金，没有收入测试费，那么每年津贴额度为9000多澳

币，一些传统的个案经理模式，收取40%的费率，每周能用的服务小时数只有 1.5小时 – 2 小时。
而我们14%的自主管理模式，每周可用的小时数达到3-4小时。多了整整一倍。
2，高度的自由，长者享受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掌控管理津贴。不但可以在任何时间直接和服务商联系预定或更改所需要的服务，省去了管理机构在中间来回沟通的步骤，同时还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服务商和护理人员，让老人支付更为合理，符合市场价格的服务费用。
我们再次重审：快乐生活和服务商，没有利益关联，我们不会强行推荐服务商给您，都是长者自由选择。您如果有喜欢的，或朋友推荐的服务商，只需要交给我们相应的书面文件，符合政府规定的资质，就可以很快通过审批，开始为您服务。

是不是所有长者都可以选择这个模式
大部分长者都适合自主管理模式，只要：您会用手机，打电话；会用微信，接收发送信息；能安排简单的日程，例如 和护工联系，告诉他几点钟来，一周来几次。
长者的亲人好友，也可以协助您使用自主管理模式，代替您和护理顾问联系。
如果您一开始需要协助，则可以选择协同管理模式，管理费率为18%。
或者您喜欢有专人为自己安排好一切，自己什么都无需操心了那么您也可以选择个案管理模式23%，这个费率在行业内也是较低的。

A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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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快乐生活以往案例分析 https://www.myagedcare.gov.au

最近快乐生活收到了很多长者的电话，希望快乐生活可以协助他们获得居家养老服务，因为很多长者在接受评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居家养老服务津贴没有被评估上。
在评估之前做好准备

• 准备好自己的相关证明文件，包括Medicare 医保卡，healthcare card健康卡，pension card 养老金卡，等等。
• 准备好一份相对较完整的Health Record病例证明，其中包括您较为详细的医疗状况诊断状况，住院治疗的记录等等。 
• 考虑是否希望有亲朋好友一同在电话当中陪同一同进行评估，为自己补充一些细节;
• 准备好长者全科医生或其他医疗保健专家的联系方式;
• 要求在评估的时候，准备好口译员进行翻译等等

长者在评估中常见的问题
• 递交申请，过了好久，没有人联系。
• 评估后过了8周，可是还没有收到老龄部的信。
• 明明身体情况比较严峻，但获批的津贴等级很低。
• 有的已经获批了3级津贴，但是错过政府规日期，津贴没了。

由于老龄部每年收到上万份的申请，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严谨，细心。避免好不容易申请的津贴，最后失之交臂。

我们总结了长者中常见的失误，希望大家 避开这些小失误：
失误1，没有更新地址，导致无法按时收到信件。
失误2，不接老龄部的电话, 老龄部来电往往显示 “未知来电号码”，被长者拒听。
失误3，政府要求长者，来电话，确认本人身份。长者没有回拨电话，无法确认身份。
失误4，把老龄部来信，错当广告垃圾丢弃。
失误5，在评估中，隐瞒实际情况。这类情况非常常见，很多长者希望在评估中，展示自己的健康，不脆弱的一面，很多需要帮助的事，跟评估员说自己能够完成。导致津贴下放等级低于实际需求，或者没有被获批居家养老津贴。
失误6，当您收到来自政府的第三封信，那么恭喜您，马上可以启动居家养老津贴了。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限制，如果您没有在 56 天的截止日期内通知 老龄部您选择了哪个津贴管理机构，政府将自动收回您的家庭护理计划，以便他们可以将该政府资金分配给另一位长者。
您可以要求再要求延长 28 天以完成您的选择，当56天+28天之后，您还没有做出选择，您的申请将会被政府撤回。

哪些失误导致会您错失津贴

B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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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当骨骼结构受损变得脆弱和骨头密度降低时，骨骼断裂的风险就会增加，这就是骨质疏松症。
任何骨骼都可能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影响。 然而，骨质疏松症往往会影响骨骼的特定部位，骨折发生的常见部位是臀部、手腕和脊柱。 其他部位包括脚踝、腿、前臂、上臂和肋骨。 这些骨折通常发生在轻微绊倒、跌倒或类似事件之后。
骨质疏松症或骨质减少（骨密度低）的患者可能会出现骨折。 一旦发生骨折，则认为该人再次骨折的风险要高得多。

有100万澳洲人患有骨质酥松 您是其中一员吗？
信息来源： healthybonesaustralia.org.au

骨质疏松症很常见
超过 约100 万澳大利亚人患有骨质疏松症。 50 岁以上的 66% 人群中，都患有骨质疏松症或骨质减少症。由于骨骼健康状况不佳，每年澳洲有173,000根发生骨折。

是什么导致骨骼健康不佳？
1. 家族病史
如果您有骨质疏松症的家族史，那么您患骨质疏松症的机会就更大。

2. 钙和维生素 D 水平
低钙和维生素 D 水平会导致骨质疏松症。 维生素D对钙的吸收很重要，因为两种元素都要摄入。

3. 病史
甲状腺机能亢进、库欣综合征、过早绝经、慢性肾病或肝功能衰竭等疾病会使人易患骨质疏松症。 

4. 服用特定药物
某些药物，例如皮质类固醇或用于治疗乳腺癌、前列腺癌、癫痫和抑郁症的药物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5.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吸烟、饮酒过量和缺乏运动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维持骨骼健康的小贴士
维持健康的骨骼需要充足的钙、维生素 D 和运动。 蛋白质对于肌肉发育和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以支持保持活跃。 一些微量营养素在骨骼健康中的作用也较小。

有助于避免骨折的行动
未确诊的骨质疏松症会使人骨折的风险更大。早期调查任何风险因素将有助于诊断骨质疏松症。
澳大利亚 健康骨骼 帮助热线：1800 242 141

C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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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行业，长者应有的权益

在使用居家养老服务中，您是否遇到过以下情况：
• 销售人员当初承诺的，和您得到的，完全不同
• 文件内容太多，没有看懂就匆匆签字
• 津贴管理机构不好，想要离开，却阻力重重

在澳洲，当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您享有《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权益。 同理，当您购买居家养老产品或服务，或通过政府资助的居家养老津贴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时，您享有同样的权益。 
因此，无论您使用自己的资金还是政府津贴，了解您的消费者权益都很有必要。

您有权选择 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
请您多花些时间与多个管理机构交谈，并找到最适合您的管理机构。 
如需管理机构名单，请拨打  政府老龄部的电话 1800 200 422 
或登陆网站 www.myagedcare.gov.au

避免当场签署任何东西
任何公司向您施压，或迫使您立刻做决定，都是违法的。 您有权要求销售人员立刻离开。
如果有人未经您的邀请，直接和您联系并签署协议，根据消费者法，您将有 10 个工作日来改变决定或取消合约。

警惕虚假承诺
机构作出虚假陈述或遗漏重要事实 均是违法的，这样对消费者会产生误导。
管理机构在向您提供信息时必须坦诚相告。 如果他们没有提供所承诺的内容，您可能有权获得补救。

信息来源：www.accc.gov.au

了解您的家庭护理服务协议 (Home Care Agreement)
您的家庭护理服务协议是 规定您 的服务条款的合同。
如果您有不理解的内容，切勿在上面签字 – 请花时间查看协议并提出问题。确保您的协议包含以下重要信息，例如您的护理和服务计划、预算和您的贡献金。

了解您的资金是如何使用的
检查您的管理机构提供的月度账单是否正确，是否与您同意支付的金额相符。
如果您的账单费用未和当初承诺的不一样，请询问您的管理机构。

您可以随时更改管理机构
您可以出于任何原因更换管理机构，包括需要获得更好的价位、需要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或因为您遇到了一些问题。考虑是否需要支付退出费。 一些管理机构不收取退出费用，例如我们, 快乐生活不收取退出费，只需要提前28天的通知即可。
一些机构则会收取退出费，退出金额只能从未使用的津贴支付，因此请检查您的最终的账单。

如果您需要投诉 或需要更多信息和帮助，请联系以下部门：
老年人倡导网络 (OPAN) 电话 1800 700 600
老年护理投诉 电话1800 550 552
老龄部1800 200 422

D 快乐生活 · 社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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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患者治愈后如何锻炼身体？ 信息 来源： 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

澳洲有很多新冠患者康复后，当病情看似痊愈后，长期后遗症逐渐显现，例如心律不整、血压升高、血管损坏造成疲倦。甚至不少年轻人说，新冠好了，但是运动能力缺大大降低。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的教授指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对人体肺功能的影响较大，即使达到临床治愈标准，在出院/康复后也可能存在呼吸功能不足、身体活动能力下降、合并功能障碍等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恢复。

为什么身体康复了，运动能力却降低很多？
1，首先是急性肺部损伤导致的肺功能障碍，表现在：肺纤维化，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有的损伤是永久的，或需要较长时间来复原。

2，在住院或自我隔离期间，由于卧床/活动减少所导致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功能下降；尤其是呼吸困难，心率和血压的波动。

3，一些长者，本身有老化相关的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功能减退；

4，如果是重症患者，可能合并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带来的影响。

新冠患者康复后运动的几个建议：
1，疫情后恢复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2，每一个运动康复方案由若干部分组成，分别是：热身运动+呼吸训练+有氧运动+力量训练，请记得在运动前后，均需要进行热身活动。

3，吸训练主要采用深呼吸的方式，提高肺容量，延长深吸气末的时间，使正常肺组织或轻度受损部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气体交换。

4，每天进行规律的运动训练，每次20-30分钟。居家环境下的有氧运动形式包括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两类，步行属于连续性有氧运动，而八段锦、太极拳属于非连续性有氧运动，可以根据居家条件选择运动形式。而运动强度应根据心肺功能评估结果确定。

5，戴口罩运动会导致通气阻力明显增加，通气量下降，人会感觉呼吸不畅、难受，同时由于氧气摄入不足，会导致心肺负担加重，对心肺造成损伤，严重的会有更大风险。请选择在空旷的场地运动，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

6，在运动中，如果出现 出现呼吸频率增加>40次/分钟、心率少于40次/分钟或 大于120次/分钟，出现 意识状态变差、烦躁不安、胸闷、胸痛、心悸、呼吸困难、剧烈咳嗽、气短加重、头晕头痛、视物不清、跌倒，则需要立刻停止运动。
如果停下来以后，症状严重不能缓解，请立刻就医。
紧急情况 请立刻拨打 000， 说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然后会有说中文的接线员和您讲话。

E 快乐生活 · 养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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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交不戴口罩维州最高可罚$3600

物流问题将导致家居和电器价格上涨

维州推出新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未戴口罩的人士将面临最高罚款3600澳元。
如果案件被提到法庭审理，最高刑罚只适用于重犯者，它不适用于当场罚款，当场罚款仍是100澳元。
此前，未戴口罩的维州人若没有合理的理由，将会被罚款100澳元，而新条例规定，“如果防疫措施要求戴口罩，未戴口罩者，若没有合理的理由，将不允许进入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维州公共交通局在上周发布的一份媒体声明中说，最新数据显示，在火车和电车上遵守戴口罩的降至2021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今年1月份，在有轨电车上遵守口罩令的占78%，火车上的占73%。
反观在2021年8月，在火车上遵守口罩令的人高

2月27日报道称，家具和电子产品公司Harvey Norman的老板警告说，最近的物流问题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库存价格暴涨。

信息: 太阳先驱报报道

信息: 每日邮报

达87%；2021年6月和10月，有轨电车上遵守口罩令的达到了91%峰值。
交通运输部网络运营主管Brett Langley表示，继续实施防疫措施是必要的，“当COVID-19还在肆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可协助保持安全。”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是保护乘客和工作人员的一个有效措施。” Langley说。

报道称，82岁的执行董事长Gerry Harvey表示，最近海运集装箱的价格上涨可能导致电子产品和家具价格上涨30%。他告诉《悉尼先驱晨报》：过去，集装箱要花2000澳元，现在要12000万澳元，家具

的价格也上涨了10%到20%。 “不管你今天买什么东西，只要你说得出来，它都会比昨天更贵，而且明天还会更贵。价格上涨了5%、10%或30%。过去18个月，这家零售巨头在澳大利亚各地新建了50家仓库，以帮助解决库存短缺问题，但Harvey示，他认为廉价电子产品的时代已经结束。

他说，幸运的是，在价格飙升之前，还有时间买到便宜货。报道称，他表示：“目前有很多顾客来到我们的商店，我们仍然有很多产品的价格比目前能买到的要低得多，价格实惠。”Harvey Norman保卡成称，截至12月的6个月里，该公司销售额下降了6.2%（49亿澳元），并将其归咎于Omicron疫情引发的封锁。不过，Harvey表示，对该公司来说，2022年开局良好，希望这是未来良好业务的迹象。 “1月和2月的开局非常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劲。目前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如果不会，我们将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下半年。”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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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生活好友推荐计划特别活动！

活动时间：2021年4月1日至2023年1月22日

在活动期间推荐好友加入快乐生活，
并留下联系方式

双方都将收到100澳元奖励至居家养老
津贴账户！

快乐生活咨询顾问联系并协助完成签约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快乐生活，
或联系您的护理顾问

www.happyliving.com.au
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邀友有礼，荐者有份！

2022好友推荐计划
惊喜升级!

G 快乐生活 · 推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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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欣赏

摄影照片

稿/孙老师

图/蔡老师

H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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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笑话

2毛钱的水族馆
小时候总吵着去水族馆，老爸终于骑车带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还给了门口老奶奶2毛钱，说是门票，很兴奋，在里面看到了很多鱼，虾，蟹，扇贝…知道长大了，才知道！ 那明明是水产品市场，那2毛钱是车费！

蜗牛比汽车快
蜗牛妈妈背着一只小蜗牛在马路上爬行，最后到达了目的地，而与它们同时启程的小汽车却姗姗来迟。小蜗牛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怎么汽车没我们快啊？”蜗牛妈妈答道：“孩子，我们不用排队加油。”

网络时代的唐僧
等了500年唐僧终于来到五指山下，看见压着一猴子，悟空说：师傅救我出来吧。。。唐僧撇了一眼悟空，默默的拿出手机，拍照片，发微博：路过花果山，看到山下压着一泼猴，点赞过500就救，不急，在线等。

醉汉驾到
一个醉汉不慎从三楼掉下来。路人报警，引来更多人围观。警察问：您怎么样？ 发生了什么事？醉汉： 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刚刚到。

醉酒的螃蟹和兔子
螃蟹笑兔子：你喝醉了，眼睛都喝红了。兔子说：你才喝醉了呢，满嘴都是白沫，都吐成什么样啦！！！

青蛙王子
公主吻了青蛙，青蛙变成了王子，王子向公主单膝跪下，说：“谢谢你救了我，美丽善良的公主，我还有一个愿望。”公主的脸红了：“你说吧，我会满足你的要求的。”于是，王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母青蛙……

I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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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居家电器耗电王排名
省电小窍门， 每年电费省一半

不管春夏秋冬，我们都会用到电器，可您知道家里什么电器最耗电吗？有哪些小窍门可以节约用电呢？     让我们一起来瞧瞧吧~
耗电王第一名 供热管道 （Duct Heating）
澳洲房子一般有2套系统，一套供热，一套制冷。 根据气候，供暖和制冷占家庭能源消耗的 20-50%，因此供热管道和空调稳居好电王前两把交椅。
如果供100平米的房屋使用，通常的供热管道系统耗电率为 15000 W，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有更加高级的供热管道，会对家庭分区管理，从而降低花费。
耗电王第二名 空调
俗话说，空调不常用，一用就烧钱。空调平均耗电率为 1000-2000 W。冬天来了，开开制暖；雨天来了，开开抽湿；夏天来了，开开冷气。您说，功率高，耗电大，能不烧钱？尽管如此，它还是只得了第二名呢。
省电小妙招: 空调如果出门不超过15分钟的话空调是可以开着的，因为重新打开制冷会消耗更多的电量。还有空调要及时清洗，据专业人士介绍，空调清洗一次，可以节省4%—5%的电。

耗电王第三名 电脑或电视
日常工作、娱乐，都离不开电脑或电视，特别是上班族，一天至少8个小时，耗电率250-400 W，说多了都是泪……
省电小妙招: 电脑在关闭时还需要保存数据、关闭程序等。如果人不在却还用让电脑运行的话，把显示器关掉是个很好的选择。

电视的耗电量和亮度、声音都是有关系的。亮度越亮，声音越大，耗电量也会越高。电视不看的时候，应该关掉电源，而不是单纯的用遥控器关机。一般情况下，待机十个小时，相当于消耗半度电。

耗电王第四名电冰箱
作为家电的高耗能电器，怎么少得了冰箱呢。冰箱的耗电一般在200w左右，而且一般全年都处于供电状态。
省电小妙招: 冰箱应该摆放在环境温度低，而且通风良好的位置，要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摆放冰箱时左右两侧及背面都要留有适当的空间，以利于散热。
耗电王第五名电饭煲
电饭煲，耗电率通常为500到900W，那为什么只把它排到第五呢？因为每天差不多只用它一次，一次30分钟，虽说耗电率高，但是使用时间不是很久。
省电小妙招: 电饭煲用完后一定要拔掉电源插头，不然电饭煲内的温度下降到70°以下时，又会自动通电了，这样既费电也影响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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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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网址 happyliving.com.au

拥有更多选择
享受更多服务

K 快乐生活 · 益智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