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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如果一家机构提供的老龄护理服务是由政府完全或者部分补助的，那么则必须要遵守8项老龄护理服务质量标准。
标准1 - 尊严与选择
让长者受到尊重的对待，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长者可以就自己的护理和服务做出明智的选择，并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对此，机构必须具有包容性，尊重长者的文化，以及及时传达准确的信息，支持长者行使选择权，保证其独立性，并且保护长者的隐私。
标准2 - 评估和计划
让长者参与进行评估和制定计划的过程，以获得个人所需的护理和服务。机构需要与长者合作，对护理和服务进行初步和持续的评估和计划。评估和计划的重点是根据长者的需求、目标和偏好，改善健康和生活。定期检查护理和服务的有效性，并在情况变化或事件影响长者的需求，目标或偏好时进行重审。
标准3 - 个人护理和临床护理
机构根据长者的需求、目标和偏好，量身定制，提供安全有效的个人护理和临床护理，以优化健康状况。有效管理与每位长者的护理相关的潜在风险。长者的心理健康，认知或身体机能，能力或状况的变化或改变得到及时识别和响应。

标准4 - 日常生活服务与支持
为长者日常生活提供安全有效的服务和支持，以改善者的独立性，健康，和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的服务和支持促进了长者的情感，精神和心理健康，帮助长者参与其社区，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在提供饭菜的场所，饭菜种类繁多，质量和数量都合适。如果提供了设备，则该设备是安全，合适，清洁且维护良好的。
标准5 - 组织的服务环境
机构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以促进长者的独立性，能动性，让长者有归属感。服务环境安全，整洁，维护良好，舒适，使长者能够在室内和室外自由行动。
标准6 - 反馈与投诉
机构定期从长者及其家人，护理人员，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那里寻求反馈和意见，并以此为长者和整个机构提供持续改进。长者感到安全，并受到鼓励和支持以提供反馈并提出投诉。长者参与了处理反馈和投诉的过程，并已采取适当的措施。
标准7 -人力资源
机构拥有足够的员工队伍，熟练且有资格提供安全，优质的护理和服务。员工与长者的互动是友好，关怀且相互尊重的。招聘，培训，实现这些标准要求的结果，定期评估，监督和审查每个员工的绩效。
标准8-机构管理
机构倡导一种安全，包容和优质的护理和服务的文化，并对提供这些服务负责。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和做法，识别并应对长者的虐待和忽视，协助长者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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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老龄护理服务质量 8 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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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文，玩游戏，听讲座! 快乐生活
长者活动中心重新开放!

推荐获奖活动重新启动! 双双有礼过好年！

Box Hill 
博士山市活动中心

墨尔本 悉尼 悉尼

Box Hill Library

每周三/周四 9：30 - 12：00 

1040 Whitehorse Rd, Box Hill VIC
活动中心地址: (博士山图书馆）

2021年5月5日/6日
电影观赏日
9.30 - 12.00 夺冠-中国女排

2021年5月19日/20日
健康讲座日
9.30 - 12.00

个案管理的案例分析；
个人护理与护士护理服务

2021年5月12日/13日
津贴讲座日
9.30 - 12.00

居家养老津贴的升级；
房屋维修和小型改建

2021年5月26日/27日
兴趣爱好日
9.30 - 12.00

微信教学，棋牌娱乐；
太极教学

Burwood 
宝活市活动中心

West Ryde 
西怀德市咨询中心

每周五 10：30 - 1：00 
每月单数周周二 
10：30 - 1：00 

2B Comer St, Burwood NSW 
活动中心地址

3-5 Anthony Road, West Ryde NSW 
活动中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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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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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龄虐待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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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歧视是一种严重的歧视形式，是由于个人或者群体的年龄而产生的消极想法，价值观，假设和刻板印象。年龄歧视广泛发生，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或种族群体。它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自尊和健康，导致孤独感，悲伤，愤怒和羞耻感，并减少参与社区活动或医疗保健服务。虐待老年人是年龄歧视的严重表现。
世界卫生组织将老年人的虐待定义为``在一段本该值得信任的关系中，发生对老年人造成伤害或困扰的，任何单一或重复的不适当的行为’’。老年人的虐待可能发生在身体上，财务上和心理上和情感上，可能是故意的或无意的。

快乐生活如何协助长者
在 与 长 者 讨 论 可 能 的 虐 待行为之前，必须向其主管报告任何虐待或怀疑的嫌疑。由于虐待或疏忽情况的复杂性，必须在24小时之内转介给联合医疗团队。不会保留有关可疑或实际虐待的信息，即使长者或照顾者要求这样做时也是如此。不会提供超出其技能水平或超出预期角色的建议，确保行为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并且不会损害长者或其照顾者的权利。客观、明确、详细地记录在案，以便用于今后更进一步的处理。

财务虐待

身体虐待

心理或情感虐待

长者虐待的危险因素

忽视

心理或情感虐待的迹象

财务虐待迹象

身体虐待的迹象

忽视的迹象

非法或不当使用金钱，财产或财务资源
将法律文件，例如授权信等，用于最初签署时所没有的目的
为经济利益而停止护理服务
未经许可使用财务
未经长者同意出售或转让财产
从长者那里偷走商品，无论是昂贵的珠宝，信用卡，现金，电子设备还是毛毯和食物等必需品

导致长者身体疼痛或受伤的行为
包括击打、推搡或脚踢等
不当使用药物或身体约束

造成情绪痛苦来伤害长者的行为
它可能包括侮辱、威胁或不尊重他人的行为，以及控制包括限制或隔离一个人的行为
吼骂长者
威胁要伤害长者或者他人以及宠物
禁止长者说话
威胁断绝关系或禁止与孙辈或其他亲人接触
威胁要把长者放进养老院

家庭成员对长者的财产拥有强烈的渴望
长者的能力和认知出现障碍
长者依靠家庭成员照料
有毒品或酒精问题的家庭成员
长者独自生活
女性的风险要高于男性
先前存在的家庭暴力
女性的风险要高于男性
照顾者疲劳和压力
家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增加了财务压力和压力

无法满足长者的基本需求，例如食物、住房和基本医疗保健

长者感到羞耻、沮丧，时常流泪
与社会隔绝，表现出无助的感觉
妄想症或者过度恐惧
失眠
变得被动或易怒

长者遗失物品
长者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衣服或水电
支票和单据上的陌生的新签名
长者无法访问银行帐户或对帐单
大笔提款
长者的消费水平下降
银行业务类型或遗嘱的重大变化
家庭成员负责处理的未付帐单数量增加

出现瘀伤、割伤、扼痕、烫伤或擦伤
骨折或刚愈合的骨头
过度镇静或镇静不足
莫名的疼痛或动作受限
畏缩或表现出恐惧

营养、住宿、穿着或者医疗等不足
个人卫生条件糟糕或皮肤情况不佳
生活于不安全或者不卫生的条件下
营养不良或者体重减轻
穿着不合适季节的衣服
独自一人或长期无人看管
用药过量或不足

新州：1800 424 079
维州：1800 700 600
统一专线：1800 353 374

求助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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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生也成了现代人越来越关注的话题。然而，有的长者会被不靠谱的谣言所误，反倒引发了更多本不必要的问题。今天选取了三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和大家一起还原背后的真相。
谣言1：喝醋能软化血管
这个说法流传已久，但实际上，醋是通过食物发酵而来，主要的酸味物质是醋酸，这是不能软化血管的，大量喝醋反而可能伤害食道、胃黏膜，引发胃痛、胃溃疡等疾病。想要软化血管有很多的方法，比如清淡的饮食、多摄入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少吃油腻的食物、多运动等等都可以，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喝醋就能解决。
谣言2：红枣补血效果好
中国人讲究食补，尤其相信以形补形，很多红色的食物都有能补血的说法。其实红枣的含铁量很低，大概每100克里只有2～4毫克，而且属于非血红素铁，很难被人体吸收利用。光吃红枣并不能改善贫血症状，效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真正补血的食物还是要选择红肉，例如牛肉、羊肉、瘦肉、动物内脏、动物血等，它们所含的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谣言3：血脂高别吃蛋黄
其实胆固醇是维护人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物质，蛋黄中除了有胆固醇外，还含有丰富可调节和控制血胆固醇的物质——卵磷脂。如一个人摄入的胆固醇多，肝脏产生的胆固醇自动就会减少；如吃得少，外源性的胆固醇几乎为零，肝脏就会拼命制造胆固醇。因此，一些长期吃素食、通过膳食摄入胆固醇很低的人也可能出现血胆固醇增高的情况。
血脂正常的长者，每天可以吃一个完整的鸡蛋；而患有高胆固醇血症的长者建议隔天吃一个

煮鸡蛋。相对于鸡蛋黄来说，高胆固醇的长者更应控制摄入的是猪脑、蟹黄、鱿鱼、肥肉、动物内脏等胆固醇含量更高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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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养生谣言，千万不要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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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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法则就是每天三餐结束后的三分钟内要刷牙间至少要三分钟 。
这是因为吃下去的东西，大部分都属于酸性的物质，食物的残渣停留在嘴里、牙齿上，经过唾液、各种消化酶的作用，形成了一个酸性环境， 就好像对细菌门户大开一样，他们开始大量繁殖，会破坏口腔的健康。
而关于早上要不要一起床就刷牙的问题，其实答案是：并不必须，可以选择在吃完早餐之后再刷牙。
那如果长者有活动假牙，应该要怎么清洁呢 ？
活动假牙一般用专用牙刷或者假牙清洗液来清洁， 同时使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使用假牙专用牙刷清洁的时候，大刷头刷洗大面积表面，小刷头用于清洗假牙内侧或者金属牙钩。
刷洗假牙完成后，使用假牙清清洗液浸泡10分钟后 ，再用清水把假牙冲洗干净，就完成了。
不用的时候呢，需要把假牙放在装水的容器中，同时保证水要盖过假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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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法则：刷牙时间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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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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688澳洲新闻网

来源：澳洲小黄鹅

墨尔本搭乘这些公交线路的人最不爱带口罩

注意：Bunnings这件商品一经购买，无法退货！

最新调查显示，墨尔本搭乘Frankston线和16路电车的乘客是最不正确戴口罩的人。与去年11月相比，今年1月在公共交通上正确戴口罩的比例较低。
据《时代报》报道，在火车上不正确戴口罩的比例从2020年11月的12%，上升到今年1月的23%。
此前一位流行病专家呼吁维州政府考虑出台新规，强制要求乘客在公共交通上戴口罩。
目前新州政府已取消搭乘公共交通时带口罩的规定，但仍是“强烈建议”。
维州交通部门数据显示，11月至今年1月期间，27%的Frankston线乘客错误地佩戴了口罩。

Bunnings Warehouse的一名员工透露，该店有一件商品，如果顾客购买后，就不能退货啦！
据悉，这家零售巨头的退货政策被普遍认为是澳洲最灵活的政策之一！只要顾客在Bunnings购买的的商品带有原始包装和收据时，商店就会为顾客退款。
然而，有一样东西顾客一旦购买就无法退款啦，那就是马桶盖。
Bunnings的工作人员在红迪网（Reddit）上分享道: “我记得Bunnings拒绝退款的商品是马桶座圈！所以，如果你要买马桶盖，一定要先量尺寸!”
原来，浴室配件是Bunnings退货政策中列出的不予退货的四件商品之一。
其他三种（不予退货）商品都是定制商品，

其次是Sunbury、Pakenham和Belgrave线路的乘客，19%的人戴错了口罩。
在有轨电车网络方面，16路有21%的乘客没有正确佩戴口罩，其次是11路和78路，这一比例为16%。

而马桶座圈是Bunnings唯一不接受退货的现货产品。Bunnings认为，该产品一经购买将不能保证其卫生！
Bunnings在网站中声明，以下商品将不提供退货或换货服务:
- 顾客定制产品
- 根据顾客要求进行剪裁的产品
- 拆封的马桶座圈（出于卫生原因）
- 色漆
网站上还表示:“如果这些产品有缺陷、不适合使用或与样品、描述不符，仍然可以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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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土澳的生活

澳华财经在线

澳洲展开“挽救生命”计划，家暴施虐者将被“逐出家门”

墨尔本居民区房价涨幅榜出炉 莫宁顿半岛表现出色

据《先驱者太阳报》报道，维州实施的一个试点计划内要求家暴施虐者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会把他们安置在酒店里参与咨询服务。同时，该州为改变家暴行为而采取的最大行动之一——这项“挽救生命”的计划将目标从妇女、儿童转向男性。
自去年8月，“施暴者住宿支持服务”（Perpe-trator Accommodation Support Service，简称PASS）启动以来，有超过170人被安置在维州各地的酒店和汽车旅馆。
该项目能够对施暴者进行更密切的监督，将他们与家暴受害者隔开。如同家庭暴力干预令的常见情况，男性会被法律强制排除在家庭之外，并通过接受咨询辅导等服务，以获取住宿资格。

根据房地产数据分析机构CoreLogic公布的统计数据，在至今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中，就墨尔本居民区房价涨幅而言，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居民区表现最为出色。
数据显示，在墨尔本高档居民区中（房价较高的25%），上述期间内房价涨幅前五名均位于莫

宁顿半岛，其中Red Hill South房价中位数上涨26.7%，勇夺涨幅冠军。在中档居民区中（房价居中的50%），莫宁顿半岛居民区仍然占据涨幅榜前五名，其中Rye以19%的涨幅位居榜首。在低档居民区中（房价较低的25%），莫宁顿半岛居民区占据涨幅榜前两位，其中Frankston North以8.1%的涨幅名列第一。

州政府为这项为期12个月的试点计划投资167万澳元，该计划是由于担心受害者在新冠封锁期间的安全而推出的。家暴支援人士认为，该计划是该州应对家庭暴力的“一大进步”，希望该计划未来能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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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快乐生活 · 长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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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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欣赏
图/稿/陸扬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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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桃红柳绿
布谷声声
彩蝶舞翩跹

秋

金桂飘香
大雁南归
麥浪湧向天边

冬

腊梅傲霜
瑞雪纷飞
祝福丰收丰年 

夏

瓜甜菱鲜
翠竹摇逸
夜空月光如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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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欣赏

摄影欣赏

稿/孙天杰

图/陈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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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喜感新闻（03）

出自《北梦琐言·卷三》 出自《笑赞》

01.妻子因盗窃刚刑满释放，丈夫接妻子出狱途中又因盗窃被抓获
02.江苏男子与情人同居2年卷走15万，全部上交自己老婆
03.陕西男子酒驾被查弃车逃跑，一头扎进下班特警怀里
04.上海老伯执意带玉玺去河南鉴宝，民警：这上面还刻着 “为人民服务”
05.英国男子挖出百年老酒，专家品尝称像红酒，鉴定发现是尿
06.杭州一女子为与邓姓男明星谈恋爱，请闺蜜 “做法” 被骗400万
07.男子出狱后纹身 “东山在起听天由命” 又犯事，民警：你纹身有错别字
08.巴西一男囚入狱时被搜身肛门藏8部手机、4个插头、7个芯片和一根充电线
09.醉酒男子看小伙太帅想认做干儿子反被揍，纠缠无果后报了假警
10.山东医疗队英雄父亲支援黄冈，儿子求带特产，父亲带回黄冈密卷
11.服务区厕所贴对联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知情人：那儿原来是卖臭豆腐的
12.健身房泳池发现大便，女子带头退会费，事后发现是她儿子干的
13.上海女子辅导儿子作业气得跳河: 不要救我，我真的太累了
14.男子偷四十多个奔驰车标想打一副银手镯，4S店：是不锈钢的
15.杭州一快递公司组织越野赛，没收手机只给一张地图，六人失联
16.车主报警称车玻璃被盗，民警一按升降键结果四块玻璃缓缓升起
17.南京女子利用航班延误骗保300万，靠自己估摸成功近900次延误
18.泰国女子想不开跳河自杀，结果因为会游泳在河里边哭边游
19.接到女儿遭绑架诈骗电话被索要50万赎金，妈妈砍价砍到3万
20.男子脸太大口罩戴不全，民警上前提醒一查是个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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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全球城市地标美景，您能认出几个？

64

答
案

1.巴西，里约热内卢               2.西班牙，马德里                         3.匈牙利，布达佩斯
4.墨西哥，墨西哥城         5.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6.奥地利，维也纳
7.秘鲁，利马                  8 .加拿大，多伦多                9 .日本，东京涩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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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