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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津贴用户手册》由政府发布，详述了居家养老津贴的各方面相关内容。今年2月发布了2021年度最新版本，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在不能使用津贴报销的部分里，明确地增加了一些项目。

	» 日常生活中通常就会使用个人收入支付的项目或者购买的产品
	» 使用居家养老津贴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贡献费用
	» 购买食物，包括食品原料和外卖
	» 支付住宿费用，包括买房和租房等
	» 支付其他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或部分资助的护理的费用
	» 与护理需求无关的房屋改建
	» 度假旅行和住宿
	» 娱乐活动的费用，例如俱乐部会员资格或体育比赛门票
	» 赌博活动
	» 支付MBS医疗补助计划所涵盖的项目，例如看家庭医生等
	» 支付PBS药品补助计划所涵盖的项目，例如大多数的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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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津贴用户手册更新，
看看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长者不能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支付哪些服务或项目？

日常生活中通常就会使用个人收入支付
的项目 或者购买的产品

住宿相关费用

使用居家养老津贴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贡
献费用

支付其他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或部分资
助的护理的费用

与护理需求无关的房屋改建

有些项目一定不能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支付，																							其中包括：

3

家庭账单，例如电费单和煤气单等
购买汽车或加油
丧葬费用
家用家具
太阳能电池板
维修燃气供暖设备
电话费和网费单
电视频道订阅，如订阅机顶盒等

增加了房屋原有价值的改建项目
超出了基本要求的房屋安全功能
例如安装室内警报器
更换房顶水槽

包括买房和租房费用等
地税
家庭和财产保险

住院治疗后的过渡护理费用
由公共医疗计划报销的服务费用，如助听器、假牙等

日管理费
收入测试费

明确不能使用居家养老津贴支付的服务和项目
今年新增加的项目在下文中已用加粗红色字体注明：



A 快乐生活 · 养老专题

学英文，玩游戏，听讲座！                        
快乐生活长者活动中心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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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形势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快乐生活高龄长者活动中心终于重新开放了！
活动时间与地点
今年快乐生活墨尔本高龄长者活动中心的大本营依然留在在博士山Box	 Hill，而具体地址则改为了更加适合长者活动的博士山图书馆，Box	 Hill	 Library	 ，1040	Whitehorse	 Rd,	 Box	 Hill	 VIC	3128。活动中心的开放日期为每周三与周四，活动时间从上午9点半开始，到中午11点半结束。
而在悉尼，将会开放两处活动中心。第一处位于Burwood宝活市，地址是2B	 Comer	 St,	Burwood	 NSW。活动中心将于每周五固定开放，从上午10点半开

始到中午1点整结束。
另一处则是位于West	 Ryde西怀德市，地址是3-5	 Anthony	Rd,	West	Ryde	NSW，每两周开放一次，日期定为每个月的单数个周二，具体时间与宝活市活动中心一样，也是10点半到1点整。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今年活动中心的最大变化，就是长者参加活动的内容将会变得更加多样。长者每次参加活动，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内容。就以下个月的活动内容为例，快乐生活为长者全心打造了“津贴讲座日”，“健康讲座日”，“娱乐游戏日”以及“电影观赏日”四大主题，不但让每次参加的长者能有新的活动体验，同时也让没办法每次参加

的长者可以挑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参加。
快乐生活长者活动中心每次进场仅需5澳元，如果您持有居家养老津贴，则可以直接使用津贴进行支付。在每次的活动现场，快乐生活也将会为大家准备精美点心，让大家可以边吃边玩！

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为了配合社交限制要求，活动中心名额有限。如果您也想在这特殊时期内学习知识，结识好友，转换心情，以及线下与我们见面，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快乐生活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

推荐获奖活动重新启动！
双双有礼过好年！
活动时间：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12月2日

在活动期间推荐好友加入快乐生活，
并留下联系方式

双方都将受到100澳元奖励至居家养
老津贴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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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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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交通福利，您都了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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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维州多用途出租车计划
维州政府推出的多用途出租车计划（Multi-Purpose	 Taxi	 Program，MPTP），让行动不便的长者可以更容易地使用交通服务，并且能够负担其费用。MPTP会员可以享受标准收费的半价优惠，每次行程最多得到60澳元的折扣。需要注意的是，道路通行费及机场费用并不包括在内，需要乘客自行承担。

NSW 新州出租车交通补贴计划
出租车运交通贴计划（Taxi	Transport	Subsidy	Scheme,	 TTSS），支持因严重且永久性残疾而无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新南威尔士州居民。如果您符合条件，则可以享受出租车费的50％的补贴，最高补贴为$	60，仅需支付剩余的费用。这包括乘坐无障碍出租车。

申请条件
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并居住在维州
患有严重或永久性的残疾，难以通过治疗改善情况
此外，申请者必须提供上个财年的评估报告证明经济困难，或者持有以下其中一项
Centrelink下发的政府养老金（Aged Pension）或残疾人补助金（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等，仅有部分适用
退伍军人事务部（DVA）下发的Gold Repatriation Health Card等
需要永久使用轮椅的申请者无需通过经济困难测试

申请条件
成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通常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
不在另一个澳大利亚的州或地区成为类似计划的成员
例如刚刚的维州多用途出租车计划
以及在以下类别之一中患有严重和永久性残疾
行动或功能性障碍
视力障碍
癫痫
智力障碍/认知障碍
语言和/或听力障碍

申请步骤
打印出租车交通补贴计划申请表
填写表格中的A部分
让您的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来完成申请表B和C中的相关部分
在表格上签名并注明日期
汇总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医疗报告，和完整的申请表，然后邮寄至:  Taxi Transport Subsidy Scheme, PO Box K659, Haymarket NSW 1240
或者整理以上材料的电子版本，在线完成申请

申请步骤
第一步：联系家庭医生在线完成医疗评估，填写收到的申请表格
第二步：等待最多14个工作日的评估时间
第三步：以书面形式收到申请结果
第四步：如果申请成功，将会收到半价卡以及详细的使用说明
申请人或家庭医生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来判断是否具备资格通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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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退化症除了是生理性疾病外，还是是一种社会心理性疾病。很多家人在照顾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时，往往会忽视对其心理层面上的护理。
脑退化症患者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 焦虑：脑退化症患者易出现不安全感，症状有坐立不安、不停搓手、来回走动等。
2. 抑郁：表现为失落、呆滞、退缩、食欲减退、心烦、睡眠障碍、疲倦等。
3. 激越：情感不稳定，常为小事发火，逃避、顽固、不合作，甚至出现攻击行为。
4. 欣快：常表现为满足感，易怀旧，自得其乐，话语增多，面部表情幼稚。
5. 淡漠：表现为退缩、孤独、回避与人交往，对环境缺乏兴趣。

因此，对脑退化症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必不可少。
对于早、中期患者，应该多和家人谈心、交流，鼓励多与不同的人联系。对于表现出焦虑的长者，应该给予其足够的关心和照顾，保证居室安静，安排有趣的活动，陪伴长者听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
对于出现抑郁的长者，要耐心倾听长者的叙述，不要强迫长者做其不情愿的事情。
在有激越行为的患者中，试图将注意力转移到长者感兴趣的方面，可有效地减少激越行为的发生。对脑退化症患者不能用禁止、命令的语言，更不能在患者存在激越行为时将其制服或反锁在

室内，这样会增加长者的心理压力使病情加重。
而在家人照顾表现欣快的患者时，首先还是要尊重长者，劝导长者增加兴趣活动，如下棋、读书等。
对于行为淡漠的脑退化症长者，要增加室内的照明度，多加交流，多向其说一些表现出关爱的话，鼓励长者所做的事情，建立起信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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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症下药，对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进行心理护理？

个 案 经 理 / 注 册 护 士 / 联 合 医 疗 团 队 成 员
Chris Lam
林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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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常常同时患有其他疾病，用药多样。如果疏忽，容易引起漏服、少服、用药过量，甚至中毒等问题。
脑退化症患者经常忘记吃药、吃错药，或者忘记已经服药后又过量服用。
所以，所有的口服药必须由长者的家人、护工、或者注册护士按顿送服，不能放置在长者身边。
必须看着长者服药，或者帮助长者将药全部服下，以免遗忘或者错服。
有些心脏用药，如果使用过量会导致猝死，有生命危险；而糖尿病用药，如果漏服或者不能按时服用，则起不到降糖效果，服用过量，又会造成低血糖等。
对伴有抑郁症、幻觉和自杀倾向的脑退化症长者以及拒绝服药的长者者，除了要监督长者把药服下以外，还要让长者张开嘴，检查是否已经将药物咽下，防止长者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将药物吐掉或取出；而镇静催眠药则应该在长者上床以后再服用。
而在饮食方面，一日三餐应该定时定量，尽量保持长者平时的习惯。
脑退化症患者可能因为缺乏食欲而少食甚至拒食，影响营养的摄入。对于这部分长者，要选择营养丰富、清淡可口的食品，荤素搭配，食物温度适中，无刺、无骨，易于消化，以半流质或软食为宜。
对于吞咽困难的长者应要缓慢进食，不可催促，每次吞咽后让长者反复做几次空咽运动，确保食物全部咽下，以防噎到。
而对于少数食欲亢进、暴饮暴食的长者，则要适当限制食量，防止因消化吸收不良而出现呕吐。进食时必须有人照看，以免呛入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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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患有脑退化症的长者进行用药和饮食管理？

个 案 经 理 / 注 册 护 士 / 联 合 医 疗 团 队 成 员
Evelyn Kong
孔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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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澳华财经在线

转载/澳洲袋鼠哥

电价持续下滑，澳洲煤电厂运营压力增大

澳洲官宣：养老、育儿、Jobseeker福利调整

澳洲可再生能源发电持续推低白天的电价，并给全国的煤电厂带来巨大压力。据报道，维州的基准电价已经从2020年3月约80澳元/千瓦时，暴跌到本月的24澳元/千瓦时，跌幅70%。新州的电价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为38澳元/千瓦时。
造成电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包括：疫情导致的能源需求下滑；比往常更凉爽的夏季；以及风能、太阳能农场和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的加速推广。
据预测，2021-2023年将有4千兆瓦的新风和太阳能发电项目投入电网，维州和新州的州政府都制定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瑞银集团预计可再生能源可能还会压低电价。
摩根大通分析师Mark	 Busuttil说，电价下跌将使大多数火力发电厂陷入亏损，关闭产能的消

疫情肆虐，澳洲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补助政策，然而Jobkeeper即将停发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少人认为一旦Jobkeeper停发，可能引发数十万人失业，对经济和民生都会有极大影响。澳洲政府虽然不会取消这个决定，但是却将其他方面的补助提高了。
澳洲政府公布的补助上调标准中，包含以下几项：首先，单身人士每两周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将上调7.7澳元，至868.3澳元。针对这一群体的额外补助也将增加0.7澳元，至84.4澳元；对于夫妻而言，每两周的基本养老金标准将上调11.6澳元，至1309澳元。此外，每两周领取的补助将增加1澳元，至127.2澳元。
补助上调是个好消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Jobkeeper停发的影响。但National	 Seniors的Ian	 Henschke表示，仅增加养老金是不够的。他

息随时可能出现。澳洲能源公司AGL已减记了27亿澳元的资产，并警告供应断反应的风险升高；Origin则预计新州的Eraring火电厂会在未来压缩产量。
煤炭和天然气发电仍然是澳大利亚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合计占75%以上。但有预测说，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在能源供应中的占比很快就会增加到30%以上。

说：	“约四分之一的养老金领取者租房住，约四分之一的养老金领取者生活在贫困之中。澳洲房市越来越火爆，租房价格或许也会水涨船高，一旦租金上涨，养老金的小幅增加无法帮助到那些租房者。”
除了养老金福利上调外，JobSeeker和育儿补助金也将上调，从4月1日起，这些补贴将每两周增加5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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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快乐生活 · 时事热点

转载/每日邮报

转载/澳洲生活网

澳洲移民部严查这类行为！即使未被定罪，也可能被取消

澳洲最佳超市榜单出炉：小超市超越连锁巨头

澳洲宣布收紧签证评估政策，将重点打击在澳实施家暴和逼婚的签证持有者。澳洲移民部长Alex	Hawk在Western	Sydney	Women发表演讲时表示：	“如果你想要成为澳洲社会的一员，就有责任遵守澳洲法律。我们不会容忍针对弱势群体的家暴或其他罪行。”
根据澳洲移民法规，如果外国公民未能通过“品格测试”，移民部有权拒绝发放或撤销其签证。如果签证持有人被判入狱且刑期超过1年，其签证会自动失效。但是对于那些刑期较短的人，移民部有权决定是否要将其驱逐出境。
Hawke部长于本周一（3月8日）签署了第90号部长令，要求移民部工作人员在评估签证时重点考察家暴或	“澳洲政府和社区非常关注”	 的其

2020/21年度的Finder	Retail	Awards获奖名单近日公布，小型连锁超市	脱颖而出，击败了澳洲超市巨头Coles和Woolworths，荣获	 “全澳最佳超市”	的美誉。
这份获奖名单是根据一万名消费者对超市的购物体验、客户服务、价格、产品种类和整体满意度进行打分，然后再经过综合排名之后得出的。在整体排名的部分，Friendly	Grocer在满分5分中获得了4.5的高分，夺下“全澳最佳超市”大奖。
Friendly	 Grocer是一家小型连锁超市，在昆州、新州、首都领地和维州设有200多家门店，主要供应新鲜农产品、冷冻食品、烘焙食品和酒类，不同位置的门店还会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Costco以4.28分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获得4.22分的Woolworths，以及获得4.21分的Coles。
在客户服务方面，Friendly	 Grocer被评选为

他罪行。这份重点考察清单包括：家暴；强迫他人结婚（不论是否定罪）；针对弱势群体（老年人或残障人士）的犯罪行为。
Hawke表示：	“这符合澳洲民众的期望，犯有严重罪行的外国公民不应当留在澳洲。”

第一名，购物者们认为Friendly	 Grocer所提供的服务总能让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该超市还有一个外卖厨房，用实惠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可口的饭菜。
除此之外，Friendly	 Grocer在推荐评分中获得了满分5分，不少购物者都在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前往这家小型连锁超市购物。紧随其后的分别是Costco（4.8分），Aldi（4.7分）和Woolworths（4.51分）。
在性价比评分当中，Aldi以4.38高分在全澳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则是Costco（4.32分），Friendly	Grocer（3.92分）和Foodland（3.92分）并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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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我们”
《快乐·月刊》长者投稿专栏全新主题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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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欣赏
稿/苏志清

回忆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那为何不将这珍宝分享给大家？长者投稿专栏     
——“年轻时的我们”老照片征集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您只需将过去照片的电子扫描版本，
或者直接用手机拍下老照片，即可投稿！

投稿方式：
1.  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发送照片投稿；
2. 发送照片至电子邮箱adam@happyliving.com.au投稿；
3. 快乐生活的会员长者可以直接发送给您的护理顾问，注明月刊投稿即可。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中文服务电话1300 911 72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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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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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欣赏 稿/孙天杰

稿/匿名

稿/龙济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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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喜感新闻（02）

出自《北梦琐言·卷三》 出自《笑赞》

01.南京小伙湖边散步不慎落水，因人多不好意思求救，在湖里漂了两天
02.山东一男子带仨美女吃饭遭嫉妒被打，头发被薅下一大绺
03.男子无证驾驶撞车后找人顶包，因忘了自己是光头露馅
04.女子偷走30根香肠抱怨硬得像树皮，老板：她偷的是模型
05.男子因等公交迟到被领导批评觉得羞辱，决定偷个电动车方便上班
06.男子犯命案后男扮女装逃亡21年，声音已女性化连民警都没能分辨出
07.男子偷朋友首饰被发现遭怒斥：项链上面还有你的脚臭味
08.小偷盗窃欲学电影中手刀动作拍晕主人，结果主人被打醒
09.无锡男子围观车祸现场称	“我的命我有数”	，一会便被车撞倒
10.男子卖游戏账号被骗一千元，担心不够立案标准又给骗子转了一千
11.江苏52岁男子逃亡30年自首后，发现自己弄错了
12.浙江一男子酒后和两只狗吵架吵输了，报警求助：狗太凶
13.苏州女子与网友开房遭抢劫后致电老公，叮嘱他不要发送验证码
14.秃头大汉扮女人骗钱却对	“男友”	动了真情，愧疚之下欲跳江轻生
15.因争论怀化糍粑是大是小，两男子在火车上大打出手
16.安徽六人宾馆赌博设暗语	“天王盖地虎”	民警答	“宝塔镇河妖”	门秒开
17.醉酒男子坠湖漂了一夜，被救后称梦见陪领导视察洪水水位
18.日本一小学生街头唱	“我讨厌秃头”	被55岁男子殴打，认为歌是针对他的
19.四网友合伙盗墓两天挖了一米就放弃：太累了挖不动
20.南方人特意体验	“澡堂子文化”	，被东北搓澡师傅搓伤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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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全球城市地标美景，您能认出几个？

64

答
案

1.阿联酋，迪拜                       2.法国，巴黎                                 3.荷兰，阿姆斯特丹
4.美国，西雅图                5.印度，阿格拉堡                  6.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7.意大利，锡耶纳           8 .印度，瓦拉纳西                 9 .墨西哥，坎昆

1 2 3

5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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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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更少费用
享受更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