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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养老行业不再冰冷 
社区服务及家庭咨询从业人员，高级行政人员，

快乐生活总经理 ; 李女士专访

导语：
在我刚进入快乐生活的时候，发现很多华人长者对澳洲养老体系，完全不了解。长者在国内的养老金和积蓄，成为唯一的养老依靠。而且很多身体堪忧的华人长者还在努力完成生活的日常。
三年过后，通过我和全体同仁的不努力，通过报纸，广播，微信公众号向华人社区传播居家养老信息。我们已经在为上千名华人客户提供服务。而且经常听到很多长者在社区攀谈，说：“老张啊，你知道澳洲还给咱们一个福利吗？在家中养老的福利”。我就知道，我们的努力有了回报。

长者的感言：去养老院，一点都不好
2019年，我的一位客户肖爷爷（化名），他在养老院住了半年，最后义无反顾回到家中。他说，哪怕是在家中独居，我也不要再去养老院了。

原因是：肖爷爷的老伴在2019年不幸去世，儿女很孝顺，担心每天上班，没有人陪伴和照顾肖爷爷。于是在墨尔本选了一家很高级的养老院，里面也有华人雇员。本希望是送肖爷爷去享受养老生活的，可是实际体验却大相径庭。
饮食不同：肖爷爷是北方人，喜欢吃面，但是西人养老院肯定是提供西餐更多了，偶尔才会提供米饭。经过反映后，养老院经常给肖爷爷烹饪意大利面，但肖爷爷也无法适应西人养老院的饭菜。
员工忙碌：养老院雇员很敬业，但是非常忙碌。肖爷爷的护工是华人小伙子，人非常负责，但是太忙碌，要同时照顾5-6位老人。经常肖爷爷的要求要等很久才能答复。
影响休息：在外面住还是不如自己家中方便，肖爷爷在养老院隔壁的老人作息时间不同，难免相互影响睡眠休息。
缺乏社交：远离华人社区，缺乏交流的伙伴。以前肖爷爷每周都去Box Hill 购物中心，带一壶热茶，和自己的老伙计聊上大半天。现在养老院都是西人老人，无法交流。
当我遇到了已经回到家中的肖爷爷，他完全不知道政府有居家养老津贴这项福利，于是我们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津贴。现在持有3级津贴的肖爷爷有人上门做饭，打扫家。腿脚尚佳的他每天还可以去博士山和老友聊天，每个月还可以用津贴找中医护理接受下肢冰冷（俗称“寒腿”）的治疗，肖爷爷现在每天都很开心。
相信肖爷爷的事，也是广大华人长者的写照，在西人养老院水土不服，在家中养老又害怕没有足够支持。当政府推出居家养老津贴之后，让更多的长者可以安心，有尊严地在自己家中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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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行业收费标准 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服务
快乐生活的自主管理模式，一经推出，即是13%的管理费率，在三年后才由于培训成本，投入技术开发等原因涨到14%。
可以说我们的管理费率从始至终是非常低的，原因不是要和同行打价格战，而是希望让大部分津贴保留给长者用于护理身体。因为我们知道长者生活不易，津贴申请不易，所以养老津贴一定要用在实处。
此外，自2017年澳洲政府推出居家养老津贴以来，行业的标准不一，收费不一。有的管理机构收取30%-40%的费用，有的管理机构的员工经常更换或有怠慢长者的情况。这些都让长者的服务体验大打折扣。
由于快乐生活的品牌影响力和优质服务质量，也在间接影响我们的同行，让整个行业的管理费率不断降低，也让大家都开始比拼服务质量。这样的良性竞争对长者们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

自主管理并非是无人管理
有一些长者对自主管理模式有误解，认为自主管理，那就是全靠自己，没有任何人帮助了。
其实并非这样，就快乐生活的自主管理模式来说，我们为每位采用自主管理模式的长者安排了护理顾问。护理顾问会帮助您：
• 协助找寻或推荐护工 (最终决定权在长者      手中）

• 翻译居家养老的最新政策
• 协助升级津贴额度
• 根据和长者的交流，及时判断长者的健康、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状态，提供给联合医疗团队
• 单据报销
• 年度重审
所以，只要您有一定的交流能力，有使用手机或邮件的能力，快乐生活就推荐长者优先尝试自主管理居家养老津贴，我们认为大多数长者都可以顺利使用这种模式。当然这是建立在快乐生活设置有护理顾问的前提基础上的。而护理顾问除了在长者遇到问题时协助解决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就是引导长者正确地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有了护理顾问的建议和指导，长者或者其家人只需将大部分津贴使用的时间花费在选择适合的护工，以及和护工直接联系安排上，而无需费劲心思去了解相关的规则，护理顾问自然会给出解释说明。

采访最后，我希望和各位尊敬的长者说，养老行业不是一个冰冷的行业，养老也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在澳大利亚，澳洲政府给长者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福利，让您在家中就可以自由，安全，快乐的养老。您需要的只是一个桥梁去了解，去申请并成功地享用这些福利。
我们快乐生活愿意成为您的桥梁，手把手扶着您，让您远离寂寞，无助的生活；迎来丰富，温暖，快乐的养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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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快乐生活的圣诞和新年祝福
敬爱的快乐生活会员，亲爱的全澳长者朋友，您们好！ 
 节日的心绪是飞舞的音符，以问候的话语谱成优美的乐章，用祝福的心声奏出幸福的期盼。
 首先允许我代表快乐生活全体成员为您和您的家人送上节日的祝福——圣诞，元旦双节快乐。同时借此机会，送上我们的感谢。感谢快乐生活的会员们和亲属们，感谢关注快乐生活的长者们，是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您的选择和信赖，造就了快乐生活的发展，推进了快乐生活的服务质量的提升，扩大了快乐生活的社区影响力。
 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各大城市经历的漫长封锁，疫苗注射覆盖全澳，防疫政策不断改变，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快乐生活在这一年也一直陪伴在我们会员以及全澳华人长者的身边，通过不同层面的努力，送出贴心的温暖及精心的照顾。
  这一年，快乐生活采用了视讯科技，与您签约、为您进行护理计划的重审，让封锁、时空不在阻隔我们的联系。 这一年，快乐生活举办了50多场微信线上支援小组活动，也展开了多个视频直播大型线上活动，为会员们、长者们搭建了网络交流与聚会的平台。这一年，快乐生活推出了协同管理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多元的管理模式选择，同时更加兼顾不同长者的护理需求以及服务要求。这一年，快乐生活逐步提升了护理部以及联合医疗团队的服务质量，通过科学的综合支持计划，先进的护理管理系统，完善的团队整体培训，为选择快乐生活的长者朋友们提供了更为优质，更为贴心的护理管理服务。
 我们也时刻关心长者的身体健康，以及对澳洲社会资信的更新，我们组织了《新冠病毒及疫苗知识》，邀请澳洲公共健康和老年病学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在11月，我们更为大家开设了“疫苗快速通道”，墨尔本的长者可以直接在博士山团体接种疫苗。
 由于反反复复的封城，让快乐生活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高龄活动中心长期处于关闭状态，随着疫情趋缓，快乐生活也于明年一月重新打开我们活动中心，其中包括墨尔本的博士山组 （Box Hill），里士满组 (Richmond)，悉尼的宝活公园组 （Burwood Park），戈斯迪维尔组（Gladesville.）。 同时，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后疫情时代的各项会员户外活动项目，在农历新年前户外春游或游船等精彩活动。
展望2022年，在全球步入老龄化的时代，澳洲政府已经承诺为2023年前，新增80,000个居家养老名额，在不久的未来政府会将各类养老福利津贴重新整合，相信对养老行业会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和调整。而快乐生活在未来的一年和之后更长的时间里，会一如既往，用专业和爱心的为长者们服务，让更多的选择快乐生活的长者可以享受更加安全、独立、快乐的居家养老生活。
 此致
敬礼
快乐生活总经理 李女士（Tina）
即将开的快乐生活     活动中心
墨尔本： 悉尼：
Box Hill Library  博士山图书馆
1040 Whitehorse Rd, Box Hill VIC 3128

Richmond Senior Centre      里奇蒙长者中心                        
Hosie St, Richmond VIC 3121

Burwood Park Community Hall  宝活公园                                     
2 Comer St, Burwood NSW 2134

Gladesville Library  格拉德斯维尔图书馆
6 Pittwater Rd, Gladesville NSW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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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不正确的药物管理？
不正确的药物管理是指长者服用药物发生错误或事故。 
在长者药物管理中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错误，这些阶段包含：医生处方、药房准备或服药说明以及药物记录。
作为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我们在评估和降低长者用药管理的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错误的药物管理的风险因素
长者往往比年轻人服用更多的药物，因为他们可能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
那么，在评估长者是否有安全自行服药能力时，应该考虑哪些风险因素？

•认知能力
• 过敏历史
• 肢体灵巧程度
• 疲劳程度

药物管理的常识

如何降低风险
一旦您评估了长者药物管理的潜在或实际风险，护理经理必须与临床团队合作提出建议，以降低这种风险和潜在危害。常用的方式：
• 药物闹钟盒
• 专属药箱
• 药物审查
• 定期评估和审查
• 护工提醒
• 护士管理
• 家人和监护人的支持
• 药物区分包装，这项服务可以由药房安排并通过居家养老津贴支付。

护理计划的要求
如果确定了客户有药物管理的风险并提出了适当的建议，护理经理必须确保及时地更新护理计划。
如果由于药物管理不善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则须在必要时完成重新评估和护理计划。 至少，必须添加新的护理需求以反映长者当前的护理需求。
确保所有与药物管理相关的信息，都需要清楚记录在案，并在发生药物事故时为长者制定避险策略。

信息来源：www1.health.gov.au

• 药物种类和数量太多
• 视力
• 有限的支持 （能否独自取药）
•  精神健康

C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护 理 经 理 / 注 册 护 士 / 联 合 医 疗
团 队 成 员
中国医学学士，澳洲护理学
士，14年临床经验，墨尔本大型
私立医院11年工作经验，外科资
深护士。ADEA澳洲糖尿病协会
认证宣教讲师。

Judy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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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 排便管理补助计划

什么是CAPS？
CAPS 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福利计划。它向符合条件的人提供补助，以帮助购买排便排尿产品的部分费用。

为什么CAPS很重要？
CAPS 这项福利计划很重要，因为超过 480 万澳大利亚人有膀胱或肠道问题，造成排便排尿管理困难。 使用CAPS 可降低您购买排便管理产品的花费成本。
您需要满足所有资格要求才能获得 CAPS。基本要求有：
• 有永久性和严重的排便排尿问题
• 有符合条件的神经系统疾病或符合条件的其他疾病，导致您有排便排尿问题
• 年满 5 岁
• 是澳大利亚公民
如果您不符合以上资格，您可能无法获得 CAPS。

如何申请CAPS
申请CAPS有4个步骤：
1. 准备好申请——这包括获得一份申请指南和申请表。
2. 让您的医生或健康专业人士填写他们的表格部分。
3. 提交您的申请。
4. 等待结果。

有几种方法可以获得 CAPS 申请表。你可以：
下载申请指南和申请表
在www.health.gov.au 澳洲健康部官网输入：CAPS Application Form
致电 Continence Helpline、Medicare 或 CAPS 团队获取申请表
获批CAPS后，您可以获得多少金额：
2021-22 年的 CAPS 津贴额为 $635.10。根据政府的预算，每年的付款可能会有所增加或减少。
您的 CAPS 付款将支付到您选择的澳大利亚银行账户中。该帐户可以属于：

您的账户
获得 CAPS 的孩子，其监护父母的账户
您的合法或授权代理人
CAPS 付款不包括在您的所得税计算中。

管理您的付款
如果您的情况发生变化，请联系 Medicare 或 CAPS 团队。如果您不告诉他们这些更改，您可能无法收到付款。这也可能意味着政府可能多支付了金额给您，那么您必须偿还这笔钱给政府。您还可以指定某人代表您处理与 CAPS 相关的事宜。

购买CAPS产品
您可以使用 CAPS 购买任何您需要的排便管理产品。向您的健康专家咨询什么类型的产品最适合您的需求。澳大利亚排便排尿基金会有一份产品清单，可以帮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产品。

国家排便帮助热线也可以提供帮助：1800 330 066
CAPS 小组联系电话：1800 239 309
Medicare一般查询电话： 132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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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者的福利 Carer Payment 和 Carer Allowance
李女士的母亲患上了脑退化症，丧失了自理能力，她只得放弃工作，成为一位全职的照顾者。既要照顾母亲，又没有生活来源，李女士倍感压力。
其实这类：家裡有残疾人士或年迈长者需要照顾，而无法正常工作赚钱的人，政府也很贴心的给予这部分人补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福利部 (Centrelink) 的照顾者津贴(Carer Payment)与照顾者补贴(Carer Allowance)，是在经济上支持照顾者及认可他们的贡献。获得这两项福利的条件是被照顾者由于生理、智力或心理上的残障或疾病，或者是老弱，需要长时间的看护。由于要判定被照顾的人是否真的需要全天候照顾，所以要经过严谨评估，会对照顾者及被照顾者的收入和资产进行评估。

Carer Payment 照顾者津贴获得条件：
申领此项福利金，您和被护理者的收入和资产均必须低于收入与资产测试限额。
您必须：
• 为有严重残疾、严重疾病或年老体弱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日常护理
• 提供了至少 6 个月的家庭护理
• 每周工作或学习时间不超过 25 个小时
• 未领取其它收入补助金

信息 来源：www.dss.gov.au 
两种福利有什么区别
两种福利很类似，但是一个为主要，一个为次要福利。
照顾者津贴(Carer Payment)是较主要的津贴，最高基本金额等同于养老金 (Age Pension) ，现时大约每人每两週的全额津贴为$882(单身)或 $665(已婚)，其审核过程相对严谨，会对照顾者及被照顾者的收入和资产进行评估。
而照顾者补贴(Carer Allowance)是额外补助，当前其基本金额是每两週 $131.90，因金额较少，只涉及对照顾者收入的评估。”
请注意：有意申请照顾者福利金的人士，需要知道领取照顾者津贴的同时不能申请养老金、寻工津贴及育儿津贴，但可以根据情况领取照顾者补贴和家庭税务补助(Family Tax Benefit) ，而领取照顾者补贴则无此限制。

申领护理人员福利金的更多信息
• 登入 humanservices.gov.au/carers 查看更多英文信息
• 登入 humanservices.gov.au/yourlanguage 阅读、收听或观看中文版视频信息
• 致电 131 202 用中文向我们了解有关 Centrelink 福利金与服务的信息
• 拨打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TIS National) 翻译与传译服务的电话 131 450，
• 用中文向我们了解有关 Medicare 和 Child Support（子女抚养费）付款与服务的信息
• 到访社区中的服务中心

E 快乐生活 · 护士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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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多地 开始修路 请避开绕行

悉尼口罩恐要带到12月中旬

11月25日，维州交通部Jacinta Allan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维州将进行“大型道路施工闪电战”。这意味着 10 条铁路线、7 条电车路线和4 条关键道路都将受到施工的影响
Monash Freeway
整个11月，Stud Rd 和Wellington Rd之间的一条进高速车道将被关闭，并有“粗糙路面”警告和限速。而11月的夜间，Stud Rd 和 Warrigal Rd 之间的车道和高速公路也将关闭。
Jacksons Rd 和 Huntingdale Rd 的匝道在11月的周末都会关闭。
M80 Ring Road, Thomastown
11月24日星期三，Edgars Rd 和 Dalton Rd 之间通往 Greensborough 的车道将关闭。
而多条铁路，也将因平交道口的拆除工程而受到影响，包括Williamstown, Cranbourne和Berwick多个地点。部分路段将暂停，由巴士取代。

根据新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即使16岁及以上新州人的疫苗完全接种率达到了95%，零售商店内的消费者可能也会被强制要求戴口罩。

West Gate Freeway
西门大桥将在12月26日Boxing Day--1月4日之间进行年度维护，五个出境车道中的三个将关闭。
1月11日-2月底，西门高速将进行拓宽工程，M80出站匝道和Princes高速匝道将关闭。
Williamstown Road 的市区出入口匝道也将关闭。

来源：《每日电讯报》

来源：澳洲辣妈联盟

新州的口罩规定在澳洲各州中可以说是非常严格了。新州的疫苗接种率仅次于首领地，但卫生部门还是希望新州人能继续戴口罩。
根据现行规定，居民在公寓楼的公共区域也需要戴口罩。而这些规定可能要等到未接种疫苗的人12月15日解封之后才会被取消。
随11月底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的到来，疯狂零售季又到了，卫生厅因此非常担忧。
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对州长佩洛特（Dominic Perrottet）来说将是一次考验，党内针对防疫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新州人在办公室不需要再戴口罩，但在零售店和餐饮店还需要戴口罩。

F 快乐生活 · 时事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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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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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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推荐计划惊喜升级!

G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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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欣赏
图/胡老师 图/杨老师

摄影照片
图/蔡老师

H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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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笑话

圣诞老人的孙子
圣诞节将到，某单位举行一次圣诞晚会，由于节目很多，圣诞老人一般在最后才出来向大家祝福。扮演圣诞老人的演员无事，在那里把胡须拿下来吃鸡腿。
当主持人说：“现在由圣诞老人向大家祝贺圣诞节快乐。有请圣诞老人。”这时扮演圣诞老人的演员，慌张地上了台，把这胡须给忘了戴就上台。
主持人一看不对呀，这圣诞老人怎么没有胡须呢？忘说：“你是何人呀!”，这时他知道自己忘掉戴有须了，他急中生计地说：“我是圣诞老人的孙子。”主持人马上说：“请你把你的爷爷叫来。”他回答后马上跑到后台戴是 胡须出来，对大家说：“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的孙子。”

小偷的圣诞节
圣诞佳节到来，法官心情愉悦地问受审人：你干了什么坏事呀?
我今年圣诞购物早了些。。。犯人哭着回答。
那并不是件坏事，法官说，到底多早啊?
商店开门之前，犯人答道。
男性成长的三阶段：
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童年）
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青年）
自己扮成圣诞老人 （结婚生子）

我这里没有下雪
妈妈问小明：你相信有圣诞老人吗？
小明：嗯……(想了一下)不相信……
妈妈心想小明真是长大了。她便又问：你为什么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呢？
小明想了想说：因为这里从没下过雪。

加班
圣诞老人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小精灵说：今天是圣诞节啊！圣诞老人说：哦，真糟糕，又要加班了！

特殊的礼物
小明写一封信给圣诞老爷爷，说到，圣诞老人您好，袜子我已经挂在床边了，请投递各科目期末答案一份，不要英文，要中文版！谢谢了~

I 快乐生活 · 欢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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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快乐生活 · 益智图片

澳大利亚 南半球的金色圣诞节

和圣诞老人一起爬悉尼海港大桥。
悉尼海港大桥是澳大利亚风景明信片的主角，也是澳洲人的骄傲，一直在很多人的“体验愿望清单中”。每年的圣诞节，圣诞老人会作为特殊嘉宾出现在海港大桥上。攀爬爱好者可以和圣诞老人在桥顶拍摄最特别的明信片照，作为圣诞的贺卡。

澳大利亚的圣诞节号称“金色圣诞”。这里有温暖的阳光，和可能过于温暖的阳光，以及一天中某几个小时比较适宜的气温。
不同于欧洲和北美，澳洲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渡过圣诞节：

穿上沙滩裤、比基尼和圣诞帽去海滩。
圣诞节对于邦迪海滩来说是繁忙的一天。作为澳洲最著名的海滩，圣诞节这天邦迪海滩所见之处都是游泳、冲浪爱好者，前来狂欢的当地家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在此庆祝圣诞节。大家穿着沙滩短裤、比基尼，头戴圣诞帽，在金黄的沙滩上庆祝圣诞是澳大利亚一道独特的风景。

Myer圣诞橱窗展
位于墨尔本市中心，314–336 Bourke St Melbourne的Myer购物中心每年都会有橱窗展览，非常适合家庭活动。本橱窗展览有65年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伴随了很多墨尔本人的成长。
今年的橱窗讲述的是彼得兔的故事，里面的装扮及造型都非常活灵活现！晚上也很美哦。

圣诞彩灯街 The boulevard Ivanhoe
原本只是墨尔本一个普通的住宅区，平平无奇的一群独立House，从1950年圣诞节起，成了闻名澳洲的彩灯街。每到圣诞前夕，墨尔本Ivanhoe区的The Boulevard街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天堂，居民们自愿自发地布置他们房屋的外墙及花园，用各色各式的彩灯和装饰物点亮自己的家园，点亮了整条街，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这里成了每年圣诞墨尔本最浪漫的景点之一。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圣诞彩灯街的活动今年可能会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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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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