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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支持计划新政解读

导语：
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申请的是居家养老津贴(HCP)，政府却批准了联邦政府居家支持计划(CHSP)。使用一段时间CHSP，好不容易熟悉流程了，但升级到居家养老津贴时，又要更换管理机构。这样的情况将在2023年7月后消失，居家养老行业届时将会迎来大的改革：
居家支持计划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推出，居家养老津贴随之将被取代。
这是一个正面的改革，津贴持有者或正在申请津贴的长者请不用担心，您会是受益的一方。距离2023年7月，有一年的时间让津贴管理机构去实施新计划，同时也给长者们足够的时间了解新计划的使用。

为什么推出“居家支持计划Support at Home Program”
政府要用新的计划取代了原先的四个福利计划。他们分别是：
•	 居家养老津贴（HCP）
•	 联邦政府居家支持计划（CHSP）
•	 短期康复护理计划	(STRC)	
•	 住宅暂息转介（Residential	respite	referrals）

居家养老津贴，联邦政府居家支持居家，短期康复护理计划，四种福利计划目前大约为100万澳洲长者提供支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中，政府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希望在家中，安全，独立，健康地养老。

信息来源：快乐生活以往案例分析

但是四种福利计划需要改进和完善
原因一：四种福利计划会造成不公平：因为评估、获取资格、服务提供者、资金和费用方面，三种福利计划不完全相同，可能导致不同平的风险，有相同需求的人，没有获得相同的支持。
原因二：四种福利计划，让长者选择困难，使用混淆。我们的客户就经常把居家养老津贴和单项服务混淆，导致我们想给与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单项服务的管理的权限。
原因三：居家养老津贴，申请等待期太长，一些津贴管理机构有收费不合理的情况。
所以政府准备推出全新的居家支持计划，来一个“多合一”。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复杂的养老体系简单化，让使用澳洲养老服务的长者有事只需找一个部门。

值的欣慰的是，很多政府准备改革的环节，是快乐生活已经在实施的，因为我们一直是行内的先驱和	坚定的规则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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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一：自由选择服务提供商
改革后：政府支持长者自行管理他们的服务提供商，也可以使用多个服务商。
这一点正是快乐生活一直在坚持完成的。在快乐生活成立之初，自主管理模式就是我们的主打模式。而这个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服务提供商的选择上。	

新政策二：提高服务质量和风险管理
改革后：正在应用一种监管模式，确保提供商提供多种服务的风险管理水平保持一致。
快乐生活在原来自主管理的模式上增加了协同管理模式和个案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的设立并不是以价格区分他们的内容，而是以长者自身的护理情况需求，已经能力而定，因此长者可以有更多的管理方式选择
不同管理方式的提供意味着长者可以获得与他需求更加一致的风险管理。
举个例子，如果长者有在跌倒上有很高的风险，需要很多的辅助走路或者疼痛治疗的服务。这时长者可以用快乐生活的协同管理和个案管理的方式去规避风险。快乐生活的协同管理经理和个案经理大多数都是注册护士或者注册社工，因此可以很好的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长者进行服务的安排。最大程度的降低他们摔倒的风险。当然如果长者是有能力可以通过自己安排服务降低痛症，可以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辅助设备也可以通过自主管理的方式自行管理风险。	 无论是哪种风险管理方式都是以长者的能力为大前提。

新政策三：服务清单 Service list
当前：CHSP	 有一个定好的服务目录，将服务分为不同的类型。
HCP	计划没有服务清单，	管理机构之间在提供的服务类型方面存在差异。
改革后：服务更清晰
新的居家支持计划将有一个服务清单，以更清楚地说明澳大利亚老年人可以在联邦政府补贴的费用下获得的服务。
快乐生活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早在3年就完成了这一点，我们每一位新的客户都有一份完整的津贴使用指南，里面详细罗列了新客户可以选择的服务。
此外我们的护理顾问/个案经理，都会根据长者的护理需求，来制定合理的护理服务。
如果您持有居家养老津贴，请您看看除了管理费率	 (management	 fee)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服务产生费用。因为有很多转到快乐生活的长者说，在之前的机构，有遇到不提供服务清单，但是突然账单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服务费，例如	服务协调费、报销协调费、出具账单费还有退出费等等。
不仅让长者产生了烦恼，而且占用了用于护理身体的津贴。
在快乐生活，您的账单只会出现一笔我们的费用，那就是固定的管理费用，没有任何其他隐藏服务费用了。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承诺。

A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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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使用助行工具，很常见
疫情之前，在快乐生活的活动中心，我们那时每周都有和长者面对面的机会。所以见到很多长者使用的助行工具有潜在风险。
•	 有的长者拿家中的雨伞作为拐杖；
•	 有随手拿木条、树枝作为支撑工具的；
•	 也有看到长者用的步行架明显低于身高；
•	 还有看到助行工具的底部，由于常年使用，防滑部位脱落的；
当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以上情况，就会建议长者更换合适的助行工具。

澳洲常见的5种常见的助行设备：
首先我们重复上周的重要知识点，长者行动能力	分为	3个程度。
•	 完全独立行走的状态为程度1；	
•	 需要旁人协助或助行器才能走路的状态为程度2；
•	 完全无法行走的状态为程度3。
工具1：SEAT WALKERS滚轮式座椅
	
	

•	 旨在为用户提供步行时，提供平衡
•	 这类产品具有基本功能，例如手刹、方便的篮子、托盘等。
•	 座椅助行器的选择不仅有助于步行，还为用户在需要时坐下和休息提供舒适安全的座位。
• 适合程度2 的长者

长者如何选择助行工具
工具2：WALKING STICKS 
& CANES 手杖/拐杖
	

•	 手杖/拐杖，可以极大地帮助那些对自己的步行能力缺乏信心的人。
•	 非常适合长者和残疾人，手杖可以帮助平衡并帮助用户重新分配体重。
•	 手杖的底部有，单支点，四边形和金字塔形选项。
•	 大部分手杖可以调节高度
•	 手杖建议根据医生或理疗师推荐购买，自行太便宜的产品，会有断裂，滑倒或摔倒的风险。
• 适合程度1 往程度2转变 的长者

工具3：WALKING FRAMES 步行架
	

•	 残疾人、长者、病人和受伤的人经常面临行动不便的挑战。	事实上，许多人很难从房间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	 助行架可以帮助这些人自行安全移动
•	 步行架旨在改善平衡和稳定性，同时帮助缓解一般腿部无力，为使用者提供更高的独立性和信心。
•	 步行架还可以帮助防止跌倒并降低用户受伤的风险。
• 适合程度2 的长者

B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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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4： Wheel chair  轮椅
		

•	 轮椅为那些无法行走或行动不便的人提供独立和舒适，确保他们享受生活所提供的一切。
•	 手动轮椅有折叠式和刚性式
•	 如果长者经常乘车或旅行，也有轻便系列的轮椅，易于运输。
• 适合程度2或程度3的长者

工具5： mobility scooter 
电动代步车
	
代步车是一种电动车		或个人
代步车	 ，配备电动马达，由可充电电池供电，旨在帮助长者和残疾人在居家或户外重新获得自由、自信和独立性。
对于驾驶困难的人来说，代步车可以帮助替代机动车辆。但长者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信心和操作机动踏板车的能力。
• 适合程度2或3的长者

较大的设备适合无法行走或长期卧床的长者
设备1：Medical Bed 医疗床
	
医疗床可以升高或降低病人
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以满足患者的舒适度和需求。	
不能移动或大部分时间要卧床的人建议选择医疗床，以防止压疮或褥疮。

设备2：Patient Hoist   
  病人升降机
	

病人升降机只是一种用于移动病患的机械装置，可以将病人从坐姿抬起，并将他们安全地移动到另一个区域，例如浴缸、座椅或床。	 一些升降机甚至可以在房间的各个区域之间水平运送病人，大部分是电动类型。

此外无论您是程度1、2或3，您都可以选择bed	rail，床边扶手，因为很多长者由于从	 躺着到站立的过程中，会有眩晕或摔倒的风险。那么安装一个床边扶手让长者在站立或躺下的过程中，多了一个借力点。

常见问题：
作为持有居家养老津贴的长者，购买助行工具，有什么限制？

由于政府的规定，购买工具会有一定的限制，居家养老津贴的初衷是使用护理服务来照顾长者的身体，所以您需要购买的助行工具，要和您的护理需求相关。而且政府建议长者优先使用服务项目，而非购物项目。
所以请在购买助行工具前联系您的护理顾问/护理经理/个案经理。

C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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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的澳洲成人患有高血压
什么是高血压
高血压，是指患者血压高于正常指标。	您的血压会根据您的活动全天变化。	多次测量的血压测量值始终高于正常值可能导致诊断为高血压。

高血压如何判定？
血压是血液施加在动脉壁上的压力，记为收缩压力/舒张压力（例如	120/80	mmHg，为理想血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高血压定义为包括以下任何一项：
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140	mmHg，或
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90	mmHg，或
需要服用降压药物，来抑制血压（Whitworth	2003）。

高血压的症状？
•	 视力模糊或复视。
•	 头晕/昏厥。
•	 疲劳。
•	 头痛。

高血压患者
根据	2017-18	年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18	岁及以上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一（34%）患有高血压。

•	 23%	患有不受控制的高血压；	和
•	 11%	的人使用药物控制了血压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上不受控制的高血压。	特别是，每	4	名男性中有	1	名	(25%)	患有不受控制的高血压，而每	5	名女性中有	1	名	(20%)	患有高血压。
男性的平均收缩压（126	mmHg）高于女性（119	mmHg）。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舒张压相似（77	和	76	mmHg）

信息来源：www.aihw.gov.au
www.cdc.gov

如何预防高血压？
您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帮助预防高血压。

• 健康的饮食。为帮助控制血压，您应该限制盐的摄入，并增加饮食中的钾含量。吃脂肪含量较低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	
• 定期锻炼。运动可以帮助您保持健康的体重并降低血压。您应该尝试每周至少进行	2	个半小时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每周	1	小时	15	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例如快走，跑步。
• 保持健康的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保持健康的体重可以帮助您控制高血压并降低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 少喝酒。饮酒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它还增加了额外的卡路里，这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男性每天不应该超过两杯，女性最好只能喝一杯。
• 杜绝吸烟。吸烟会提高你的血压，使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如果您不曾吸烟，千万不要常识吸烟。如果您吸烟，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人士，寻求帮助以找到最适合您的戒烟方法。
• 管理压力。学习如何放松，管理压力可以改善您的情绪和身体健康，并降低高血压。压力管理技巧包括锻炼、听音乐、专注于平静或平和的事物以及冥想。

如果您已经患有高血压，您应该定期接受医疗护理并遵循医嘱。
制订一份健康计划，将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习惯建议	和	可能用到的降压药物。

•	 心悸。
•	 流鼻血。
•	 气短
•	 恶心和/或呕吐。

D 快乐生活 · 社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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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单处理较慢的原因说明
作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我们必须确保客户使用居家养老津贴购买服务或物品的手续均符合政府法规。
近期报销系统可能出现了延迟的情况
我们理解您可能有所困扰，并对所造成的延误表示诚挚的歉意。	请准许我们详细地解释其中原因，来提高支付效率，以及修正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希望长者满意，服务商满意，大家都是共赢的心态。
为什么我们处理发票出现延迟情况？
2022	年	1	月，我们使用了新的财务系统	Redmap。	
Redmap	 是非常先进的文件处理系统，上传账单的文件或图片后，立刻就可以识别	其中的信息，包括谁发的账单，客户是谁，服务内容是什么，服务价格多少，付款日期，这些都可以立刻识别，会大大加快财务人员的处理速度。
为什么我们使用新系统 Redmap？
我们之所以采用	 Redmap，是为了加强对支付过程的监督，以确保我们遵守政府法规。	该系统以其处理发票的速度和效率而闻名。	但是，由于我们从供应商处得到的当前发票存在问题，导致支付过程延缓。
但实际操作中，由于一些账单信息不完整，所以需要人工在重新检查，录入信息，造成了流程的延误

供应商/服务商 发票存在哪些问题？
1.	 	一些供应商收取	了本不应该收的GST。
2.	 发票中缺少的一些信息。
3.	 ABN	无效。
4.	 发票上没有客户姓名。
5.	 发票上写错的客户姓名/家庭成员姓名。
6.	 发票的文件或图片不清晰，上面的信息无法识别。
发票中缺乏以上信息，我们将无法处理发票，	Redmap	系统也无法识别发票。

我们将向供应商传达相同的信息，以提醒他们生成完整发票。	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逐个解决这些问题。

一张完整发票的样例：

完整发票务必包含以下信息：
1.	 必须标明Invoice或Tax	Invoice（如果注册了GST）
2.	 发票的号码。
3.	 您的公司名称和地址。
4.	 一个有效的ABN号码。
5.	 客户名称和地址。
6.	 概要说明（服务内容或物品名称）。
7.	 供应/服务交付的日期。
8.	 发票生成日期。
9.	 商品/服务的单位金额。
10.	商品/服务的数量。
11.	GST	金额（如果已注册	GST）。
12.	应付总金额。
13.	服务商的付款条件（需在几天内支付发票）。
14.	如何支付发票（例如服务商的银行详细信息）。	

E 快乐生活 · 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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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州家庭年电费将上涨10%

澳组织、澳媒呼吁“收紧澳洲枪支管理”

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AER)将公布2022-23年的默认市场报价，预计新州家庭支付的电费将至少飙升10%。据报道，DMO可以向消费者收取的最高费用，其作为电力零售商计算新财政年度大部分费率的起点，这意味着如果DMO上涨，其他费用也可能会上涨。
对于一个拥有游泳池和空调的新州四口之家来说，这会使每年的电费增加200澳元左右。
据报道，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约有70万户家庭和10万家企业使用DMO。DMO在经历了两年的下跌之后，可能将于2022-23年上调其价格。
据报道，DMO涨价原因是电力成本的飙升。期货市场表明，至9月，新州的电力批发价格将从近期的每千瓦时8.5澳分涨至近16澳分每千瓦时，然后在2025年底之前稳定在11澳分-14澳分之间。
在2021年的一季度，新州电力均价不到每千瓦时

据3AW消息，美国得克萨斯州学校发生恐怖枪击事件，导致19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丧生，3AW电台主持人Neil	Mitchell表示，澳洲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本国的枪支法律。
在1996年发生Port	Arthur	Massacre后，联邦政府下令进行枪支法律改革，而澳洲的枪支法律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律。
但26年过去了，现在是时候该重新评估澳洲的枪支法律了。
“自从澳洲对枪支管控采取强硬立场以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澳洲有380万支合法枪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的时候。”
“我们在管控枪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我们还要做得更好。”
“可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收紧法律，更严格地控制枪支。”

信息	来源:DailyMail

信息	来源	：3AW

5澳分，且批发电力价格约占总价格的三分之一。
据报道，大型电力公司已经向AER提交意见，称用于计算DMO草案的批发价太低。
此外，电费涨价为新总理艾博年带来了考验，他的竞选承诺包括工党计划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削减电费减少排放量，同时工党曾誓言到2025年会将电费每年减少275澳元。

“我们必须对可能发生的不幸保持警惕，我们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
澳洲枪支管制协会副会长Roland	 Brown表示，自1996年澳洲改革枪支法以来，枪支游说团体一直试图削弱管控法律。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已经获得成功。
“政府曾经坚持严控枪支，但在2017年，我们看到速射霰弹枪合法进口到澳洲，这需要改变，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会让一个人想到用枪。”
澳洲枪支管制组织呼吁所有州和领地使他们的法律重新与1996年的枪支协议保持一致。
Brown说：“维州很早就放弃设定冷静期，即从你申请枪支许可证到获得枪支的那段时间。”
澳洲枪支管制组织还呼吁限制居民可拥有的枪支数量，并要求审查储存要求。

快乐生活 · 澳洲新闻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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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面对面- 林小慧 Sharon
职业经历
我来自新加坡，在刚到澳洲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但得益于我的语言能力（国语，粤语，英语，福建话，潮州话），我曾在一家日本公司和欧洲汽油公司担任销售协调员，工作范围包括联系全球范围内的石油销售商，协调把石油运往世界各地。
	
为什么进入养老行业
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助老行为改变了我的职业方向，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我散步的时候遇到一对老夫妇不慎摔倒，他们的年龄大约有80岁。爷爷和奶奶都摔倒了，很努力地想起身站起来，但是两个人腿脚都不是很好,	无法起身。	我一看到就立刻跑过去帮忙，把两位老人扶起来，问他们要不要联系子女，要不要叫救护车。幸好摔倒在草地上，爷爷奶奶都没事，在多次感谢我之后离开了。

看着老人的背景，在刹那间，我感触很深，我想到了自己的长辈，想到了自己也有变老的一天，于是！我有了我的职业方向。我要帮助老年人！
于是我进入了养老行业，我还没来快乐生活之前，在一家老人院当Lifestyle	Coordinator	(生活方式协调员)，专门组织老年人活动，根据老人的个人需求实施和创建定制化的活动内容。
我相信“笑”是最好的良药。让别人快乐是我的选择。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让我了解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the	joy	of	making	another	happy	is	my	choice.	putting	myself	in	someone's	shoes,	give	me	an	understanding	how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ves.
	
加入快乐生活的感触
快乐生活让我能够继续帮忙有需要的长者，因为多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和语言优势，我目前担任签约组专员的职位，很多长者都可能听到过我的声音。
和长者的大部分交流通过电话完成，虽然没看到长者们的面孔，可是我内心能理解他们的需求。我很开心能够在快乐生活为每个长者解答他们对居家养老津贴的问题。
希望我的爱心能感染每位跟我接触的长者。
用我的专属良药“笑”给每位长者带去快乐的生活。

小慧	Sharo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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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笑话

实在的洋女婿
澳洲小伙子约翰娶了一位中国老婆，小伙子对岳母十分恭敬，遮天岳父岳父请他吃饭，饭后拿了一大包粽子给约翰，并告知：只要放在微波炉里热一热就可以吃了。	约翰得令回家。第二天上午，岳母问约翰	“粽子的味道还吃得惯吗？”实诚的约翰说“里面的饭和肉很香，但是…只是…外面的生菜很硬，我吃了肚子有点疼”岳母昏倒

我是卧底
米饭家族和包子家族打群，米饭仗著人多势众，见了包子模样的就上去一拳。结果豆沙包、大糖包、蒸饺无一幸免。粽子被米饭家族逼到墙角，情急之下把衣服一撕，大叫：看清楚，我是卧底。

端午造句
小外甥把熟睡中的我推醒问：“舅，帮我用端午造个句子呗”“您可真淘气！好端端午睡全被你打乱了！”小外甥“谢谢舅！”

金融界看屈原
公元前278年，楚大夫屈原用四倍杠杆买入楚国国企股和新兴产业股，为国接盘。结果因为董事长	楚怀王减持，大盘连续跌停，无法强制平仓。屈夫子闻讯非常绝望，遂投江而去。为了警醒后世，人们就用绿色粽叶包裹里面的馅，再用绳子扎牢，即套牢。

不会说话的老公
老婆早上找衣服穿准备上班，套了一件久未穿的裙子，对着镜子自语：“唉呀！怎么像包粽子一样。”在一旁洗脸的老公说：“那是馅儿的问题，跟包的叶子无关！”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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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照片

快乐生活投稿计划特别活动！

快乐生活的月刊，
征集大家的投稿

如果您有满意的作品，例如书法，字画，
摄影，散文，园艺图片，都可以投稿。

投稿方式： 把作品发给您的护理顾问/个案经理即可

2022年投稿最多的10位长者
快乐生活将送出小礼包

我们每月的月刊会定期选用您的作品。
感谢您们的支持！

图/吴老师

快乐生活 · 特别活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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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投稿 书法欣赏
稿/ 苏雨墨阳老师 稿/ 孙老师

（未完 待续）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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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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