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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高齡護理
和我們充滿活力的社區一樣，基金員工充滿
朝氣，為你提供服務，令你生活愜意。我們
的高齡服務不單類別廣泛，背後更凝聚了數
十年的經驗和超卓的服務和熱忱。無論你需
要一些幫助你繼續安居家中的服務也好，或
是需要完善的健康護理，也許只是希望多一
些和朋友見面，又或者你是一位渴望稍為休
息的全職照顧者也好，我們都樂意和你以及
你的家人一起按你的情況安排一個針對個人
需要的服務。

專業高齡護理
自一九八零年起，澳華療
養院基金已經為來自中
國、東南亞及其他文化
背景的華裔長者提供因應
個人需要的服務，讓長者
在積極生活中安享黃金歲
月。我們幫助長者認識身

服務手冊
邊的服務，知所選擇，為自
己安排所需的護理和支援。
作為一間規模龐大並提供切
合文化需要之院舍及社區服
務的非牟利機構，基金每天
都為超過一千名長者提供針
對個別服需要的服務。

這服務手冊扼要地介紹基
金的各項服務、申請資格
和怎樣聯絡我們。我們樂
於和你見面，聆聽你的需
要，然後一起商討怎樣為
你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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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開放的心態和溫暖的心，
聆聽客戶及其家屬的心聲。
職員

我們的服務
澳華療養院基金有三間療養院、六間活動中
心、分別位於三個不同地區的社區房屋、涵
蓋五個「高齡護理規劃區域」的家居護理服
務，以及一個不斷更新的教育及資源中心。
我們更與其他機構透過夥伴計劃，把基金的
專業服務拓展至阿拉伯、亞述、希臘、意大
利及韓裔社區。

基金全體員工包括服務經
理、註冊護士、培訓主任、
、所有護理員工（包括專業
腦退化症護理員工）、以及
不同崗位的支援和行政員工
都具專業資歷，也經常接受
與工作有關的專業培訓。基
金的健康及護理員工能說普

通話、廣東話和其他方言，
樂意和你、你的親友、健康
專業人士及義工商討你的護
理需要，確保你能夠獲得所
需服務，提升身心健康。

基金各項服務
基金所有服務及聯絡資料詳
列在手冊最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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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理念
致力在紐省及澳洲成為提供
符合文化、語言之優質院舍
及社區高齡服務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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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誠信

關愛

專業精神

待人以誠、處事以信，
嚴守服務操守、互尊互重。

關愛服務對象，提供
全面護理，照顧其身體、
社交、情緒及靈性需要。

以專業知識及技能提供最
佳服務，恪守專業標準及
法例要求，處事合宜。

尊重

隊工

平等

維護尊嚴、互相尊重。

貫徹團隊工作精神，
發揮各人所長，尊重個別
差異。

一視同仁，確保服務對象
公平獲得護理及院舍服務；
體恤貧困及急需服務人士。

權利

創新

實務精神

尊重服務對象之私隱權、
保密權及尊嚴；服務對象
在不影響他人權利下有權
選擇及安排個人喜好之生
活方式。

不斷創新及提升專業知識
以提高服務質素；配合服
務改變、不墨守成規。

盡責照顧護理對象、妥善
管理護理資源，務求所作
決定皆於現況有利，也助
益將來。

服務精神
秉承「尊老敬老」傳統美德，
讓長者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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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在這裡，有充滿愛心的工作人員，
舒適的生活空間，良好的院舍保養，
美味的食物。我喜歡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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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我們的療養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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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 9559 4088
傳真: (02) 9559 4233
電郵: ccpnh@anhf.org.au

另一個安居之所

我們的療養院按個別長者的需要提供體貼的服務，再加上二十
四小時值班註冊護士和敬業樂業的員工，長者可安心享受在院
如在家的愜意生活。除提供安全和穩妥的環境外，我們也說長
者的語言，提供符合文化需要的食物和節日慶祝活動。
基金所有院舍都獲澳洲政府認可為高質素護理院舍。透過院舍
生活，提升長者身心健康。
基 金 三 間 療 養 院 位於不同地
區，方便親友探訪。我們鼓勵
長者與其他院友互相交誼和參
與院舍安排的活動。每間院舍
都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包
括物理治療、復康服務、寧養
服務、暫息服務、藥物處理、
個人護理、康樂活動和交誼活
動等。
陳秉達療養院位於寶活市上佳
住宅區，信步可至區內圖書
館、購物商場、休閒中心、電
影院及社區中心。院址交通方
便，鄰近之交通網絡自寶活市
延伸至悉尼各主要地區。

陳秉達療養院提供45個宿位，
我們友善的護理員工和輔助醫
療專業人員以你的語言為你提
供優質護理服務。在安穩家居
環境內，長者可享用院內庭園
設施。院舍寬敞之室外康體活
動範圍提供戶外用餐區、燒烤
區及各種戶外康體設備。
陳秉達療養院
新州寶活市偉頓街58號
電話: (02) 8741 0288
傳真: (02) 9744 6587
電郵: bcnh@anhf.org.au

周藻泮療養院位於愛爾活市，
鄰近公園、公共交通、購物中
心、餐廳及各項社區設施，蔻
克河(Cooks River)在不遠處蜿蜒
而下。周藻泮療養院提供46個
宿位，我們友善的護理員工和
輔助醫療專業人員以你的語言
為你提供優質護理服務。在安
閑家居環境內，住客可享用寬
敞的活動室，趟佯於雅緻的戶
外庭園和蔬菜香草園圃間。
周藻泮療養院
新州愛爾活市好美雅街
113-115號

錢梁秀容療養院位於好市圍市
內寧謐住宅區。院舍按需而
建，毗鄰寬廣之休憩公園，交
通方便，信步可往區內圖書
館、購物商場及社區中心。
院舍提供71個房間，特設腦退
化症護理專翼。我們友善的護
理員工和輔助醫療專業人員以
你的語言為你提供卓越護理服
務。在精心設計的不同寬敞空
間及庭園內，長者可以愜意地
享受家居之樂。
錢梁秀容療養院
新州好市圍市羅馬徑
8-14號
電話: (02) 8558 8088
傳真: (02) 8558 8000
電郵: lcacc@anhf.org.au

– 簡稱ACAT) 評估需要。評估小

組成員為澳洲政府聘任的專業
健康護理人員，在評估你的健
康、活動能力和護理需要後，
會幫助你了解自己需要那一個
程度的支援和最切合個人需要
的高齡護理服務。「養老評估
小組」可以協助你轉介至院舍
護理服務。
請致電1800 200 422或瀏覽「我
的養老服務」網頁 (myagedcare.
gov.au)聯絡區內的「養老評估小
組」。你也可以請醫生協助你
轉介至「養老評估小組」。
合資格申請院舍的長者可填妥
「入院登記表」，連同評估報
告(Aged Care Client Record – 簡稱
ACCR)寄回澳華療養院基金﹕
Australian Nursing Home
Foundation Ltd
60 Weldon St,
Burwood NSW 2134.

請在我們的網址下載「入院登
記表」﹕www.anhf.org.au
申請
入住基金任任何一間院舍前
必須先經「養老評估小組」
(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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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宿費(accommodation
payment) ，金額按個別經濟
情況釐定。
澳洲政府除釐定最高護理費
用及每日基本護理費外，也
釐定了院舍收費準則。
若需繳付住宿費，可以選擇
一次繳付、每日計算或兩者
並用。
確實費用將在入住時簽
署的「住客住宿協議」
(Resident and Accommodation
Agreement) 內清楚列明。

作為一非牟利高齡護理機
構，基金致力確保長者們身
心健康、生活愜意。我們尤
其關注來自弱勢社群的長
者，如果你有經濟困難，請
聯絡我們。基金會和你一起
商討你的需要和是否合資格
獲得政府資助。
請 瀏 覽 「 我 的 養 老 服
務 」 網 頁 查 閱 收 費 詳
情﹕myagedcare.gov.au

費用
入住院舍可能需要繳付每日
基本護理費(basic daily care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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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幫助我購買所需物品，預備膳食，
讓我無後顧之憂，可以繼續做我喜歡的
活動
這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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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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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貼個人需要、助你安居家中

澳華療養院基金是政府核准的服務機構，所有家居護理服務皆按服
務對象個別需要而安排，幫助長者維持獨立自主的家居生活。家居
護理服務提供自基本程度至高程度（第一級至第四級）的「家居配
套服務」。
透過「自選護理配套」(Consumer Directed Care) 的服務模式，我們和
你一起安排一個最切合個人需要和護理效果的服務。在這模式下，
你享有更多的選擇和更有彈性的服務。

服務內容:
支援服務
— 家居清潔、洗滌衣物、簡單園藝、
		 交通接送、家居維修
臨床護理
— 護理及輔助醫療健康服務
個人護理
— 洗澡、協助如廁、穿衣
營養
— 協助購物、烹調及預備膳食
大小便節制力支援 — 產品及器材
肢體活動能力
— 輔助工具、針對服務需要的家居
		 改建及維修
閒暇
— 參與活動及維持個人興趣

服務地區:
悉尼市—內西區、西南悉尼、
西悉尼、北悉尼及東南悉尼。

申請
必須先聯絡「養老評估小組」
(Aged Care Assessment Team –
簡稱ACAT)安排資格評估。評估

小組成員為澳洲政府聘任的專
業健康護理人員，在評估你的
健康狀況、活動能力和護理需
要後，會幫助你了解自己需要

那一個程度的支援和最切合你
需要的高齡護理服務。請要求
「養老評估小組」協助你轉介
至澳華療養院基金的家居護理
服務。
請瀏覽「我的養老服務」網
頁(myagedcare.gov.au) 或致電
1800 200 422 聯絡區內的「養
老評估小組」。你也可以請
醫生協助你轉介至「養老評估
小組」或致電(02)97840868 聯
絡我們的家居護理服務，讓我
們幫助你轉介至「我的養老服
務」。
「我的養老服務」網頁也提供
中文資訊﹕
http://www.myagedcare.gov.au/
other-languages

費用
費用會因所選擇的服務或聯邦
政府資助金額不同而有分別。
我們樂意和你商討你的個人「
家居護理配套」費用。我們會
向你提供所需資料，幫助你釐
定服務預算。隨著個人需要改
變，我們也會和你一起調整你
的護理計劃。
作為一非牟利高齡護理機構，
基金致力確保長者們身心健
康、生活愜意。我們尤其關注
來自弱勢社群的長者，如果你
有經濟困難，請聯絡我們，基
金會和你一起商討你的需要和
是否合資格獲得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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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意幫忙
我們樂意和你一起談談怎樣
能夠幫助你安排所需服務，
繼續安居家中，過獨立的生
活。請和我們友善的職員談
談你的需要。
查詢家居護理服務﹕
電話﹕(02) 9784 0868
傳真﹕(02) 9784 0845 / 9784 0846
電郵﹕homecare@anhf.org.au
查詢澳洲政府「家居護理配
套」詳盡資料﹕致電1800 200
422 聯絡「我的養老服務」或瀏
濫「我的養老服務」網址﹕
myagedcare.gov.au

上述服務由澳洲政府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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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護理令我爸爸感到快樂和舒適
所以我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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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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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 星期二、星期三
及星期五

促進身心健康的活動中心

澳華療養院基金分別在悉尼各區為高齡體弱人士、腦退化症患者
和他們的家人提供不可或缺的活動中心。所有活動中心都在一個
安全的家居環境中提供符合長者文化需要的服務。活動中心提供
精心設計和不同類型的活動幫助長者（包括腦退化症長者）提升
活動能力、保持身心健康、維持獨立自理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位
照顧者，我們可以幫助你暫時放下日常的照顧工作，稍為休息一
下。我們提供來回中心的接送服務、營養膳食、按長者需要安排
不同類型的室內及戶外活動，例如打麻將及輕量健體運動等，幫
助長者維持身心健康，保持獨立自理能力。
蘇懷活動中心
蘇懷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為居住
於悉尼內西區及鄰近地區患有腦
退化症的長者，提供符合文化需
要、有益身心和提升長者獨立自
理能力的中心活動或社區活動。
中心位於寶活市(Burwood)，為華
裔長者(一星期中多天)及越裔長
者(星期四)提供服務。
地址﹕
新州寶活市偉頓街60號
電話: (02) 8741 0228
傳真: (02) 9747 1637

電郵: sowai@anhf.org.au (華裔)
hacciw@anhf.org.au (越裔)
沛德活動中心
沛德活動中心位於歐田磨市
(Ultimo) ，服務對象為華裔腦退
化症長者，自星期一至星期五
提供符合文化需要、有益身心
和提升長者獨立自理能力的中
心活動或社區活動。這服務也
為他們的在職或正在尋工的照
顧者提供暫息服務。照顧者若
在悉尼巿或悉尼內西區內居住
或工作，可優先獲得服務。

地址﹕
新州歐田磨市鍾氏街528-538號
電話: (02) 9211 9838
傳真: (02) 9280 0239
電郵: shc@anhf.org.au
好思圍活動中心
好思維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為
居住於聖佐治區的腦退化症長
者，提供符合文化需要、有益
身心和提升長者獨立自理能力
的中心活動或社區活動。這服
務同時也讓他們的照顧者可以
暫時休息一下。

地址﹕
新州好市圍市羅馬徑14號
電話: (02) 8558 8098
傳真: (02) 8558 8000
電郵: bridgettam@anhf.org.au
伴樂圍活動中心
伴樂圍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為
居住於利物浦區及費菲區的華
裔及越裔腦退化症長者，提供
符合文化需要、有益身心和提
升長者獨立自理能力的中心活
動或社區活動。
地址﹕
新州伴樂圍市心信路46號
電話: (02) 9753 3400
傳真: (02) 9753 3500
電郵: haccsws@anhf
翠庭山活動中心
翠庭山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為
居住於賓士鎮的華裔(星期五)
及越裔(星期三)長者，提供符
合文化需要、有益身心和提升
長者獨立自理能力的中心活動
或社區活動。
地址﹕
新州翠庭山市翠庭山路25號

電話: (02) 9753 3400
傳真: (02) 9753 3500
電郵: haccsws@anhf.org.au
綠田園活動中心
綠田園活動中心的服務對象為居
住於利物浦區及費菲區的華裔及
越裔長者，提供符合文化需要的
中心活動或社區活動。
服務時間: 星期二及星期四
地址﹕
新州綠田園市綠田園路17號
電話: (02) 9753 3400
傳真: (02) 9753 3500
電郵: haccsws@anh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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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家居支援服務」，以及有
甚麼服務可以更好地照顧你。
若被評估為合資格接受服務，
請要求他們把你轉介至我們的
「聯邦家居支援服務」。
請致電1800 200 422「我的養
老服務」或瀏覽他們的網址聯
絡「分區評估服務」﹕ www.
myagedcare.gov.au/eligibilityassessment/home-supportassessment

「我的養老服務」網址也提供
中文資訊﹕www.myagedcare.
gov.au/other-languages

上述服務由澳洲政府撥款資助。

申請服務
第一步就是聯絡區內的「分區
評估服務」(Regional Assessment
Service) ，評估你的需要及是否
合資格申請「聯邦家居支援服
務」。評估員會安排家訪，看看
你已經有那些幫助、你的健康情
況和在日常家居生活上有沒有感
到不安全或需要幫忙的地方。評
估員可能也會和你的伴侶、家人
或其他照顧者談談你需要那些「

費用
服務對象需要繳付當天費用作
膳食及活動之用。若需交通接
送則需額外繳付少量費用。戶
外活動可能需要另外繳付膳食
費用。

歡迎查詢詳盡資料
我們樂意提供詳盡資料或協助
你轉介至「我的養老服務」，
請聯絡區內的活動中心主任。

19

澳華療養院基金

感謝澳華療養院基金高齡宿舍，
讓我有一個既安全又舒適的家！

你的生活、你的選擇、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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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你的生活、你的選擇、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熱忱

稱心合意的住宿服務
澳華療養院基金為長者提供不同類別和符合文化需要的住宿選擇。
我們管理的政府公共房屋和私營的社區房屋都是長者們既舒適又安
全的居所。
在維持個人獨立空間之餘，你可以自行決定參與基金各項活動以
及與別人交誼。我們也提供一系列的護理和支援服務，讓你自由
選擇。

鍾士街社區房屋及
白楊街社區房屋
作為一間正式註冊的社區房屋
營運機構，基金負責管理「紐
省家庭及社區事務部」 (NSW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轄下70間鄰近唐人街的單位，
其中 24 間 ( 合共三層 ) 位於莎梨
山白楊街，另外46間按需而建

的單位則位於歐田磨鍾士街。
申請人士必須先具備公共房屋
申請資格、來自華裔背景、有
經濟需要及/或缺乏社交生活
的長者。

鍾士街社區房屋（歐田磨）
新州歐田磨鍾士街528-538號
白楊街社區房屋（莎梨山）
新州莎梨山白楊街2號
歡迎查詢﹕
電話: (02) 9784 0888
傳真: (02) 9784 0800
電郵: housing@anhf.org.au

錢梁秀容頤康苑
位於金匙的錢梁秀容頤康苑
(Lucy Chieng Gardens)是私營社
區房屋，適合一些喜歡與其他
來自同一文化和語言的人士一
起生活的長者。在這個友善大
家庭内，住客們可以享用華人
膳食、衛星電視、康樂活動、
免費上網、中文圖書館和一間
設有兩部電腦的活動室。

申請人士必須符合下列
資格：
–
–
–

年滿60歲或以上華裔人士
有獨立自理能力
澳洲永久居民/公民

錢梁秀容頤康苑
新州金匙市媲美街413-425號
電話: (02) 9784 0888
傳真: (02) 9784 0800
電郵: housing@anh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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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社區房屋申請
表格可下載自基金網址：
wwww.anh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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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社區探訪讓媽媽可以和別人
分享茶點和她的故事，這正是
她所需要的。

你的生活、你的選擇、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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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

你的生活、你的選擇、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熱忱

可以盡情享受「照顧者同樂
日」這個特別為他們安排的
活動。

其他社區服務
澳華療養院基金獲政府撥款資助各項社區服務，支援高齡人士、
腦退化症人士及其家人和照顧者。

社區探訪計劃
社區探訪計劃的服務對象為缺
乏社交生活或面臨孤單情況的
華裔或越裔長者，按他們的情
況安排義工探訪。我們友善
的義工每星期或每兩週探訪一
次，按長者的喜好陪伴他們，
一起喝杯茶或咖啡，或者一起
閱讀、看心愛的電視節目、聽
音樂、玩棋類遊戲或聊天等。
申請資格：
– 正接受澳洲政府資助的「
家居護理配套」
– 經服務機構評估為因社交/
文化/殘障等原因而缺乏社
交生活或面臨孤單情況
– 說中文或越南語
服務地區：悉尼内西區、西南
悉尼、西悉尼、北悉尼及東南
悉尼

查詢詳情：
電話：(02) 9784 0848
傳真：(02) 9784 0800
電郵：volunteers@anhf.org.au

此服務由澳洲政府社會事務部
資助

服務對象為65歲或以上，居
住在奧本市(Auburn)、寶琴
山(Baulkham Hills)、柏黑鎮
(Blacktown)、賀來(Holroyd)及
巴拉瑪打(Parramatta)的華裔
或越裔長者。這服務由澳洲
政府社會事務部「聯邦家居
支援服務」(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 簡
稱CHSP)撥款資助。
查詢電話：(02) 9784 0837

家庭及社區支援服務
我們提供基本家居支援服務，
幫助華裔及越裔長者在家居和
社區積極生活。
服務包括：
–
–
–
–

家居援助
友善家居探訪或電話問候
外出活動
興趣小組及交誼小組

以上服務由澳洲政府撥款
資助。
蘇懷支持小組
蘇懷支持小組為照顧腦退化
人士的照顧者提供支援。照
顧者除了在聚會中分享資訊
和學習實用的照顧技巧幫助
患上腦退化症的親友外，更

查詢詳情
電話：(02) 8741 0228
何灼榮教育及資源中心
何灼榮教育及資源中心設於基
金總辦事處。中心圖書館資源
豐富，提供各類高齡服務資訊
及實用資料。

預約請致電：(02) 8741 0218
電郵至info@anh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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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你的選擇、我們的服務、我們的熱忱

尋找合適的高齡服務可能令人
望而生畏，但澳華療養院基金使
我們的抉擇變得更容易。

傳意及服務推廣
傳意及服務推廣部透過新聞發佈、電台時段、電視節目、臉書、資訊攤位、資訊講座及其
他策略渠道推廣澳華療養院基金服務。工作包括跟進基金網頁、協助個別服務製作影音媒
介、文件翻譯、就基金印刷資料提供意見以及電話查詢等。部門職員樂意支援基金各項服
務，請與我們聯絡。
誠邀你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
義務工作是一個認識新朋友、學習新知識以及回饋社區的大好機會，歡迎你加入這團隊，
發揮才能和專長。除了藉著特別的活動向義工們致謝外，基金也安排培訓及持續支援，讓
你成為基金大家庭的一分子。
你可以選擇下列義務工作﹕
– 協助療養院職員進行活動
– 協助活動中心職員進行活動
– 和服務對象一起重溫美好回憶、談天、暢談新聞及天下大小事情
– 到服務對象家裏探訪他們，喝一口香茶
– 分享你的音樂或其他天賦
– 陪伴長者
– 在我們的活動中心內協助膳食及購物
– 協助小組進行戶外活動
– 協助推廣服務、籌款或辦公室事務
申請資格
若你年滿18歲、懂廣東話或普通話或越南話、有興趣參與義務工作或和我們分享你的才能，
歡迎你致電 (02) 9784 0848或以電郵聯絡我們﹕volunteers@anhf.org.au.

為甚麼要選擇我們的服務？
澳華療養院基金服務社區超過三十五年，多年來不斷提升服務質素，致力提供符合長者文
化及語言需要的高齡服務。在提供服務時，我們會﹕
– 尊重你過去的生活、看重你的意願、能力、尊嚴和整體需要。
– 尊重你的看法、對服務的選擇和維持社區生活的需要
– 無論你選擇如何安排你的生活，不論你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我們都樂意為你和你的親
友提供服務。
– 基金聘任的職員和護理員工全經專業訓練、懂不同語言，也體貼長者的需要。我們樂
意聆聽你的需要，提供你需要的服務。
– 提供切合文化需要的膳食，關注你的身心健康。
– 除在農曆新年、長者週、復活節、中秋節、聖誕節及其他節日為長者安排慶祝活動
外，也提供不同的康體活動，為長者們帶來歡笑。
聯絡我們
請致電 (02) 8741 0218 預約一個時間，談談你的需要，讓我們幫助你安排稱心的服務。有需
要時可以請你的親友或代言人聯絡我們。
參觀院舍
基金各院舍安排不同的開放時間，歡迎外界人士參觀。請循以下途徑預約：
網址：www.anhf.org.au/contact-us/pre-admission-tours
電郵：info@anhf.org.au或致電(02) 8741 0218查詢詳情
查詢社區護理服務及各項活動﹕致電(02) 8741 0218或電郵至info@anhf.org.au
歡迎登入我們的網址
請登入我們的網址瀏覽基金各項服務的詳盡資料： www.anh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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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華療養院基金高齡服務及聯絡資料：
總辦事處
新州寶活市偉頓街60號
電話: (02) 8741 0218
傳真: (02) 9747 1637
電郵: info@anhf.org.au
網址: www.anhf.org.au

院舍護理服務

社區護理服務

家居護理服務

陳秉達療養院
新州寶活市偉頓街58號

高齡活動中心

電話:
傳真:
電郵: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8741 0288
(02) 9744 6587
bcnh@anhf.org.au

周藻泮療養院
新州愛爾活市好美雅街113-115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559 4088
(02) 9559 4233
ccpnh@anhf.org.au

錢梁秀容療養院
新州好市圍市羅馬徑8-14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8558 8088
(02) 8558 8000
lcacc@anhf.org.au

蘇懷活動中心
新州寶活市偉頓街60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8741 0228
(02) 9747 1637
sowai@anhf.org.au

沛德活動中心
新州歐田磨市鍾氏街528-538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211 9838
(02) 9280 0239
shc@anhf.org.au

好思維活動中心
新州好巿圍市羅馬徑8-14號
(02) 8558 8098
(02) 8558 8000
bridgettam@anhf.org.au

高齡社區房屋

電話:
傳真:
電郵:

鍾氏街社區房屋
新州歐田磨市鍾氏街528-538號

伴樂圍活動中心
新州伴樂圍市心信路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84 0888
(02) 9784 0800
housing@anhf.org.au

白楊街社區房屋
新州莎梨山市白楊街2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84 0888
(02) 9784 0800
housing@anhf.org.au

錢梁秀容頤康苑
新州金匙市媲美街413-425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84 0888
(02) 9784 0800
housing@anhf.org.au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53 3400
(02) 9753 3500
haccsws@anhf.org.au

翠庭山活動中心
新州翠庭山巿翠庭山路25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53 3400
(02) 9753 3500
haccsws@anhf.org.au

綠田園活動中心
新州綠田園市綠田園路17號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53 3400
(02) 9753 3500
haccsws@ anhf.org.au

(02) 9784 0868
(02) 9784 0845
homecare@anhf.org.au

其他社區服務
社區探訪計劃
電話:
傳真:
電郵:

(02) 9784 0848
(02) 9784 0800
volunteers@anhf.org.au

家庭及社區支援服務
電話:
傳真:

(02) 9784 0837
(02) 9784 0846

蘇懷支持小組
電話:

(02) 8741 0228

何灼榮教育及資源中心
電話:
電郵:

(02) 8741 0218
info@anhf.org.au

傳意及服務推廣
電話:
電郵:

(02) 9784 0838
cmu@anhf.org.au

義工服務
電話:
電郵:

(02) 9784 0848
volunteers@anhf.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