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居生活

提升个人健康状态
在COVID-19疫情期间安居生活

支持方:



找到提升个人健康状态的
要素有助于您掌控自己的
生活。

勾选本手册背面的健康状
态清单可帮您找到这些
要素。

和您的全科医生交流。
有可能在特定方面提升您
的健康状态。

政府还提供居家生活补贴
（如果/当您需要时）。

探索您的健康状态选项
查看您的健康状态清单（在背面），
将其中的勾选项与健康状态提示相对
照，从身体、心神和社交生活层面达到
健康状态。

重要的是要对此有所了解。

想要更多幸福
哪些因素能为您确保健康、安全和快乐
的居家生活？

采取行动

哪些选项效果不错？

哪些选项让您犹豫不决？

掌握正确信息的专家可以帮您了解您的
选项并采取行动。

获得当地的健康支持和信息
服务
致电您感兴趣的帮助热线。多数工作人
员都是本地人，会很乐意为您提供支持。

通过网站查询——如果您查不到也不必担
心，会有人帮您查找相关内容。



健康生活是一段旅程……
多数人都想在自己的家中安度晚
年，希望自己的生活安全、舒适，
一切尽在掌控。

健康生活是一段极具个性化的旅
程。尽管我们很多人想要的东西类
似，但每个人又是不同的个体。我
们珍视不同的事物，拥有不同的目
标和面临不同的困难，我们以自己
的步调前进。

我们每天的选择和日常决策都会影
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感。身体健康
和感觉良好绝不是仅凭一份不错的
体检报告就可以获得的。

即使存在健康问题和行动受限，您
也可以感到幸福和快乐。健康、幸
福源于选择。

了解让您感觉幸福的因素很重要。
而了解通往幸福路上的阻力更是至
关重要。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的
健康或福祉：
• 身体：优势、局限
• 心神：精神、情感、心智
• 社交：家人、朋友、社区、精

神、外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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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以下重要提示会让您感到快乐和健康

身体
• 注重饮食和运动

– 在家饮食健康
– 在家进行锻炼
致电COTA索取帮助表

• 其他资源：www.cotatas.org.au/
programs/strength-for-life/other-
health-and-fitness-resources

• 定期与您的全科医生交流。分享您的
健康生活清单。

• 药物治疗——定期与您的全科医生或
药剂师检查用药情况。

• 响应塔斯马尼亚州“Walkability”
（行走力）项目的号召

• COVID疫情期间确保安全
– 评估个人风险
– 保持社交距离
– 保持手部卫生
– 咳嗽时注意遮挡

心神
• 学习新事物，或重拾旧爱好。
• 联系参与当地活动

– 与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社区发展官联
系。询问自己可以参加的活动。

– 拨打（03）6231 3265致电COTA
– 查看COTA的本地社区活动

列表：www.cotatas.org.au/
information/activities

• 如果您情绪低落、压力重重，感到
悲伤、焦虑、愤怒或紧张，请找人聊
聊。
– Tasmanian Lifeline（塔斯马尼亚

生命热线）：1800 984 434
– Beyond Blue：1300 224 636

• Smiling Mind（微笑心灵）——倾听
加练习，助您打造健康心理（免费手
机应用）



社交 
• 打电话给朋友
• 您是否尝试过与亲人视频通话？

如果您知道如何操作，那很容
易。
–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拨打

（03）6231 3265致电COTA。
– www.cotatas.org.au/

information/getting-help/it-
help-sessions/

• 当地社区活动：www.cotatas.org.
au/information/activities

• 您想重拾旧爱好吗？或是尝试一
项新活动？结识新朋友？

• 了解人们经常通话保持联系的活
动项目。您可以致电：
– Chats（聊天）

» 北部：(03) 6334 4430  
» 西北部：(03) 6424 6547
» 南部： (03) 6282 1555

– Red Cross Telecross（红十字
会Telecross）：1300 885 698

• 当你与人会面或使用服务时需
要交通支持么？请致电塔斯马
尼亚州社区交通服务（CTST）
：1800 781 033

常用机构联络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我们需要更多的支
持。如需了解相关信息和支持，请联系：
• Aged Care System Navigator（养老

系统导航）（塔州COTA）
– 南部： (03) 6231 3265
– 北部： 0439 417 634 
– 西北部：0477 221 557

• Advocacy Tas（塔州拥护会）：
1800 005 131

• Carer Gateway（护理者门户）：
1800 422 737

• Coronavirus Health Information Line（
冠状病毒相关健康信息热线）：
1800 020 080

• COTA Tas（塔州COTA）：(03) 6231 
3265, www.cotatas.org.au

• Dementia Australia（澳大利亚老年
痴呆症协会）–塔斯马尼亚州：（03
）6279 1100

• Elder Abuse Helpline（防止虐待老人
热线）：1800 353 374

• Housing Connect（住房支持）：
1800 800 588

• Legal Aid（法律援助）——高级协
助：1300 366 611

• Migrant Resource Centre TAS（塔州
移民资源中心）：（03）6221 0999

• My Aged Care（我的养老服务）
：1800 200 422

• Older Persons COVID-19 Support 
Line（老年人抗COVID-19疫情支持热
线）：1800 171 866

• RESPECT safe at home 
helpline（RESPECT 安全居家热线）
：1800 633 937

• Working it Out（为您解忧）：（03）
6231 1200（支持性和性别平等）



您的健康生活清单
请考虑每一项陈述。是否有一些陈述与您的情况相符？

勾选与您的情况相符的项。

身体

 我吃得好
 我睡得好
 我定期锻炼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妨碍我行动自由的因素
 我正在服药
 我管理自己的处方
 我可以在获得支持的情况下抵御

疼痛
 我定期与我的全科医生（医生）

交流

心神

 我头脑一向活跃
 我清楚自己的情绪（正面和负

面）
 我意志坚强（抗挫折能力强）
 我创建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会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

和爱好
 我打算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我在需要时寻求支持

社交

 我与家人和/或朋友保持联系
 我加入了社会团体
 我与人为善
 我了解新事物
 我接受新想法（例如与亲人视频

通话）
 我喜欢外出游玩
 我是一名志愿者
 我与志趣相投的人见面

健康状态随时间而改变。  

您可以掌控更多方面并获得
支持以改善健康生活状况。

勾选健康生活清单可以成为
您追求幸福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