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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很多華裔新移民，特别是那些英语水平較低的人士，不熟悉
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且不知如何以及在何处获得相关的医
疗保健服务︒「癌症关注计划」旨在增加华人社区对癌症的
认识，且鼓励癌症的早期诊断和筛查︒此计划的一部份是出
版一份「医疗保健及支援服务指南」，目的是帮助居住于乔
治河市政厅区域的华人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的目
标和运作，如使用电话口译服务︑如何获得各种癌症的筛查
服务，以及提供本地支援服务（如社区交通︑居家照顾服务
和经济支援）︒我们希望这份文化和语言上均适用的服务指
南，能提高居澳华人获得本地医疗和支援服务的能力︒ 

承蒙在新州「更强的社区基金」赞助，更生会和澳华医学会
能夠以合作伙伴形式，达成是项计划︒



澳大利亚医疗系统提供广泛的服务，从人口健康和预防以至
全科医学和社区保健︔紧急医疗服务和住院治疗，及康复和
紓緩護理︒

1. 全科医疗和基本医疗保健

基本医疗保健是大多数人对众多疾病的首要接触点，是由医
生以及社区护士︑牙医︑药剂师和其它专职医疗人员提供︒

全科家庭医生 / 全科家庭医学专科医生（ General 
Practitioner / Specialist GP ）的角色
在澳大利亚，自1978年起便成立了家庭医学(或称全科医学)
专科︒相当部份在澳洲执业的家庭医生均注册在家庭医学专
科名册内︒全科家庭医生的角色为：

个人健康在基本护理中的首个接触人

统筹病人的护理，且必要时，将病人转诊给其它
专科医生

以全人护理法的方式在工作︑家庭和社区环境中
照顾病人

A. 澳大利亚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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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医疗人员 ( Allied Health )
专职医疗人员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可通过诊断︑治疗或
康复服务，帮助您处理身体或心理健康︒专职医疗人员包括
心理学家︑物理治疗师︑药剂师︑营养师︑职业治疗师︑足
部治疗師和社会工作人员等︒

网址 : www.healthdirect.gov.au/allied-health

急诊科 ( Emergency Departments ) 
急诊科能治疗需要紧急医疗或外科护理的病人︒他們旨在应
对紧急，或有时危及生命的紧急医疗狀况︒
如您认为需要紧急医疗服务，请立即拨打000︒

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全科医生服务 ( After-hours GP services )
许多全科医生仅仅在工作日提供服务︒然而，如您未能获得
全科医生的服务，仍然有很多业余时间工作人员供您选择︒

政府资助的服务热线 : 1800 022 222 

照顾患有各种疾病的病人，包括所有不同年龄︑性
別︑小孩和成人
在患病阶段中，关顾病人的需要
提供关于医疗的建议和教育
执行法律程序，如提供与汽车运输或工伤事故有关
的文件证明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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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立和私立医院

澳大利亚的医院服务由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公立医院由
州和地方政府拥有和管理︒
国民保健给澳大利亚居民和来自其它與澳洲有互惠医疗保
健协议 (Reciprocal Agreement)国家的海外游客，提供在公
立医院免费治疗和住院的机会︒ 
您可以选择以国民保健支付，或同时由国民保健和私人健
康保险共同支付︒
如您购买了私人健康保险，您将获得一些资助来支付私立
医院的医疗费用︒您也将能够享受公立医院的服务，但可
能需要支付費用︒您的个人健康保险将覆盖此费用的一部
分︒

其他专科医生服务
医学专科医生在特定的医学领域工作，如心脏科或皮肤科︒
他们可以在私人诊所︑私立医院和/或公立医院体系中工作︒
无论你需要部分还是全部接受国民保健覆盖的专科医生看病
治疗，您需从医生或其它医疗提供者处转诊︒
除非另有规定，否則从全科医生/全科家庭医学专科医生

（GP/ Specialist GP）至其他专科医生的转诊只持续12个月︒该
时段通常从专科医生为病人看病开始计算︒
医生无需转诊给特定的专科医生，应让病人选择在何处提交
转诊，包括以电子方式提交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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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健康记录 ( My Health Record ) 
「我的健康记录」是您的医疗信息在网上的摘要，该记录可
通过不同的设置与医疗保健服务共享︒该医疗信息是安全的
，而且您可以控制谁人有权查看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注册 :

通过网上
通过电话
亲临国民保健中心注册
填写国民保健中心或其网址提供的注册登记表格
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服务，如全科医生来帮助您

医院名称

St George Hospital

St George 
Private Hospital

Hurstville 
Private Hospital 

Waratah 
Private Hospital

Wesley Hospital 
Kogarah

地址 电话

9113 1111

9598 5555

9579 7777

9598 0000

8197 5800

Gray Street, 
Kogarah 

1 South Street, 
Kogarah

37 Gloucester Road,
Hurstville

31 Dora Street,
Hurstville

7 Blake Street, 
Kogarah

网址 :  www.myhealthrecord.gov.au
电话 : 1800 723 471 

乔治河市政庁区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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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资格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将有资格获得国民保健

3. 国民保健 ( Medicare )

国民保健是让澳大利亚居民有机会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一种
方案︒该方案是通过大多数纳税人缴纳其应纳的「国民保健
稅」( Medicare Levy ) 的 1.5% 来集资︒
国民保健让您获得：

专业健康人士如医生︑专科医生︑验光师︑牙医
和其它专职医疗人员（仅适用于特殊环境）提供的
全部或部分补贴治疗
作为公费（国民保健）病人在公立医院享受全部补
贴治疗和住宿
如您是公立或私立医院的自费病人，「国民保健既
定項目支付表」( Medicare Schedule Fee ) 覆盖
75%的医疗服务和费用（不包括医院住宿和其他费
用如手术室费及药物费用） 

为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公民
为永久性居民
已申请永久居留权（不包括父母移民签证申请），
且合符某些准則
被其它国家的互惠医疗保健协议所覆盖

国民保健卡是发放给已登記国民保健的人士︒

您可以通过登录
www.humanservices.gov.au/individuals/forms/ms004
在国民保健报名表格的首页找到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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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医生可以选择收取超过既定的费用︒您从国民保健中获
得的福利（退款），是基于澳大利亚政府设定的费用明细表 

（Schedule Fee）︒

向国民保健申领退回已付或未支付的医生費用
就医問诊時，该医生提供全额报销 ( Bulk Bills )
选择以公费病人身份在医院接受治疗
到药房取药

您可以通过 myGov 使用医疗保险在线账户随时查询医疗保
险安全网余额︒ 

更多网上账号的中文资料，请登录：
www.humanservices.gov.au/sites/default/

files/2017/07/13662-1706zh.pdf

网址：www.humanservices.gov.au/safetynet
电话 : 13 20 11 

如您年龄为15岁或以上，您可以申请国民保健卡，但15岁
以下的儿童則需列入其父母的卡中︒
何时使用国民保健卡

国民保健安全网 ( Medicare Safety Net )
国民保健安全网是为家庭及个人提供援助，病人如需接受
院外「国民保健福利清单服务」( Medicare Benefits 
Schedule Services ）， 而需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一旦达到
安全网的最低起点，便可减低病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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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药物福利计划 (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 ) 

该药物福利计划旨在给所有澳大利亚人提供安全和可负担
的药物︒
您可以上网浏览计划清单，获取以下信息：

所有补贴药物
您应该怎样用药
消费者信息
您的费用需视乎你是否持有优惠卡

谁有资格参加？
所有持有国民保健卡的澳大利亚居民都有资格参加︒ 
来自与澳大利亚有互惠医疗保健协议国家的海外游客，有资
格参加︒

药物费用
每个人都需支付一些药费︒这称为共同支付︒它等于全额支
付药物的金额减去政府支付的金额︒
符合条件的优惠卡包括：
 养老金领取者优惠卡 ( Pensioner Concession Card )

联邦老年健康保健卡 ( Commonwealth Seniors 
Health Card )
医疗保健卡 ( Health Care Card )
退伍军人事务部白卡、金卡或橙卡 (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White, Gold, or Orange C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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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福利计划安全网
这计划拥有安全网，以便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医疗保健的人将
得到更多支持︒该安全网建基于 ‘家庭单位’ 的概念，可以是
个人︑夫妻或整个家庭︒

5. 私人健康保险

什么是私人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覆盖了很多医疗保健的费用，但私人健康保险可
以提供更多不同的治疗方案︒例如，您可以选择自己的医
生，并在私立医院接受治疗，或在公立医院享受自费病人
的服务︒

您几乎肯定要支付一笔 ‘差额’ 费用︒该笔费用为医生收费
，和国民保健及您的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之间的差额︒在一
些州，私人健康保险也可覆盖使用救护车的费用︒

私人健康保险类型和承保范围
私人健康保险分为两类 : 

住院保险 : 该保险覆盖了医院的治疗费和住院费

综合医疗保险 : 也称为 ‘辅助’ 或 ‘附加’ 保险，这也
包括牙科治疗和物理治疗︒ 

如您的家庭单位在一年内花费超过一定数量的 PBS 药物金
额，新的 PBS 药方将会更便宜或免费。

网址: www.pb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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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附加费和奖励
澳大利亚政府鼓励人们通过以下方式购买并持续购买私人健
康保险：

购买私人健康保险注意事项

以书面形式建议您保险所覆盖的内容

您完全了解医疗保健所包含的类型及其不包含的
类型

您完全了解私人健康保险所覆盖的任何健康状况
的等待期

私人健康保险回扣可减少保险费用
如您购买的时间较晚，终生健康额外保险费 
( Lifetime Health Cover Loading )会使私人健康保险
更加昂贵

如您拥有一定的收入，且未购买私人健康保险，
您需支付国民保健附加税

谁能帮忙处理私人健康保险（问题）的投诉？
您可以联系私人健康保险专员，以解决私人健康保险问题

（投诉）或查询信息︒

网址： www.ombudsman.gov.au
电话 : 1300 362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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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民保健不涵盖针灸和中草药的费用︒您可以联系您
的私人健康保险公司，了解更多适合您的综合医疗保险（也
称为辅助保险或附加保险）︒

B. 澳大利亚的中医药 
    （包括中草药︑针灸）

1. 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局 (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 

澳大利亚中医注册局的职责包括：

为中医药专业制定标准︑准则和指导方针

批准评价标准和认可的研究课程

登记医师和中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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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中医管理处致力于 :

新州中医管理处是国家注册和认证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管制
在新州执业的中医师︒

网址 : www.chinesemedicinecouncil.nsw.gov.au

邮政地址 :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G.P.O. Box 9958 Melbourne VIC 3001

网址 : www.chinesemedicineboard.gov.au

处理对在新州的执业中医师和中医学生的投诉，
以保护新州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与医疗服务投诉委员会合作，以决定处理投诉的
最好方式

提高并保证执业中医师的高专业水平

处理通知︑投诉︑调查和纪律聆讯

评估希望在澳大利亚执业的海外受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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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癌症筛查计划

欲知以下3种筛查计划详情，请登录其官方网站 
www.cancerscreening.gov.au
a. 乳腺癌筛查计划  ( Breast Screening )
澳大利亚乳腺癌筛查计划邀请50至74岁的女性，进行每两年
一次免费乳房X光检查︒40至49岁和75岁及以上的女性，有
资格接受免费的乳房X光检查，但不会收到信件邀请参加︒

C. 癌症的预防 

预定免费的乳房X光检查或获取相关中文资料，请联系澳
大利亚乳腺癌筛查中心︒
网址 : www.cancerscreening.gov.au/breastscreening
热线：13 20 50

中文资源（繁体和简体）：  
www.breastscreen.nsw.gov.au/languages/chinese

14



c. 全国宫颈癌筛查计划  ( Cervical Screening )
宫颈癌筛查计划是检查宫颈健康状况的简单程序，用于检测
人类乳头瘤病毒（称为HPV），邀请25至74岁的女性参加这
个计划︒一旦您进行了第一次宫颈癌筛查检测，如您的结果
正常，未感染 HPV，您将只需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筛查︒ 
您可以通过拨打 1800 627 701 联系国家癌症登记（NCSR )联
系中心，该中心将使您能够获得并处理该筛查计划的参与信
息︒
         

全国肠癌筛查计划
网址 : www.cancerscreening.gov.au/bowel 
繁体中文 : 

b. 肠癌筛查计划 ( Bowel Screening )
全国肠癌筛查计划（NBCSP）邀请年龄在50至74岁之间，符
合条件的人士参加肠癌筛查︒参与者每两年会收到一份免费
︑干净和易于使用的化验采样盒，可在家中完成采样︒此盒
包含了一张解释测试方法说明书︒如您阅读说明书有困难，
请联系信息热线1800 118 868︒

国家宫颈癌筛查计划 - 中文资源（繁体和简体），请登录： 
www.cancerscreening.gov.au/cervicalscreening

简体中文 : 

信息热线：13 1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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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列腺癌检测

前列腺癌影响了前列腺的正常功能，前列腺细胞异常生长和
分化，所以形成了肿瘤︒这在老年男性中更为常见，特别是
50岁以上的男性︒
如医生认为合适，可以使用以下测试检测前列腺癌：

前列腺特异抗原 (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 检测
该血液检测用来测量称为前列腺特异抗原蛋白
质水平 

直肠指检 ( 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
医生将带有手套的手指伸入直肠，以检查前列
腺是否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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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吸烟行动

吸烟是引起癌症的最大风险因素，大约八分之一的癌症病例
和五分之一的癌症死亡由吸烟引起。肺癌是由吸烟引起的最
常见的癌症。

支援资源
a. 国家戒烟宣传活动 ( The National Tobacco Campaign )

戒烟热线：13 78 48 
网址：www.quitnow.gov.au 

b. 戒烟活动 ( Quit Smoking Campaign )

iCanQuit 热线 : 1300 784 836
网址 :  www.icanquit.com.au

www.icanquit.com.au/quitting-methods/
information-in-traditional-chinese 

c. 澳大利亚肺脏基金会 ( Lung Foundation Australia )

电话：1800 654 301
网址： www.lungfoundation.com.au
肺部健康检查表 ： lungfoundation.com.au/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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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uitnow.gov.au/internet/quitnow/publis
hing.nsf/Content/lang-chinese-simp 

www.icanquit.com.au/quitting-methods/
information-in-simplified-chinese

繁体中文 : 

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 : 

简体中文 : 



4. 乙型和丙型肝炎及肝癌

受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感染的人士，患原发性肝癌的风险会
增加20至100倍︒
慢性乙型病毒感染和发展成肝癌的风险，在出生于越南︑中
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香港和澳门的澳大利亚居民最为常
见︒
乙型肝炎治疗可以预防肝癌，为了减少乙型肝炎的传播，所
有高危人群应接种疫苗来对抗病毒︒

支援资源

a. 新州肝炎中心  ( Hepatitis NSW )
新州肝炎中心为新州感染病毒性肝炎的人群提供信息︑支
持︑转介和倡议︒他们同时也提供专业培训和教育服务，
以阻止病毒性肝炎的传播，并改善受病毒性肝炎影响的人
群服务︒

乙肝检查表： www.hep.org.au/product/hep-b-testing-ch
art-mandarin

肝炎信息热线：1800 803 990
网址： www.hep.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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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元文化艾滋病病毒和肝炎服务 ( Multicultural HIV and 
     Hepatitis Service )
该服务与新州多元文化及多样性语言（ CALD ) 社区合作，
以执行一系列健康促进︑社区发展和媒体计划活动，并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士提供个别援助︒ 

c.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及相关计划（HARP）部门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及相关计划（HARP）部门，支持跨区域
艾滋病病毒︑性健康和病毒性肝炎服务的协调和整合：

South Eastern Sydney Local Health District (SESLHD)

Illawarra Shoalhaven Local Health District (ISLHD) 

St Vincent’s Health Network (Darlinghurst)

这些服务的重点是促进健康︑保护健康︑减少病毒性肝炎的
伤害︑预防疾病︑诊断和治疗，也负责管理︑协调和执行艾
滋病病毒︑性传播感染和病毒性肝炎领域的信息系统和分析
数据。

乙型和丙型肝炎测试可在 SESLHD 的不同服务地点进行︒

任何医疗问题或癌症筛查计划详情，请联系您的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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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seslhd.health.nsw.gov.au/services-clinics/di
rectory/hiv-related-programs 

电话：9515 1234 / 1800 108 098
网址： mhahs.org.au
中文资料，请访问： www.mhahs.org.au/index.php/zh/



1. 癌症诊断后

治疗计划 选择癌症治疗方案

医生应告知您所有的可
用治疗方案，该治疗方
式是否对您有帮助︒

如您的癌症治疗中心不
提供此治疗服务，应与
医生商量，是否仍然适
合进行这种治疗选择︒

病人有权参加任何与其
医疗保健或药物治疗有

关的决定︒ 

不同的程序具有不同的风险，您需要
知道治疗方案或推荐的治疗方案的预
期结果，包括已知的并发症和可能出

現的副作用︒

医疗人员应告知您已拟定
的治疗方案性质，且在开
始治疗前，获得您对所有
治疗方案的同意。

您可以决定您认为最好的治疗选择︒
您可能希望与您的治疗团队︑家人和
朋友或辅导员︑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

生讨论︒ 

D. 癌症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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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第二意见 治疗费用

您有权向另一专科医
生征求第二意见︒ 

是否生活在乡郊
区域及是否需要
远行接受治疗 

您的第一位专科医生或全科医
生可能给您推荐另一专科医生
，您可以要求向第二位专科医
生发送您的初步结果︒

有些人可能不习惯向医生
征求第二意见，但专科医
生却惯于病人这种做法︒

即使您已经开始了治疗或想要
您的第一位专科医生给您治疗
，您仍然可以征求第二意见︒

是否仍在工作，
且是否需要请假

是否在公立或私
立系统中治疗 

是否拥有私人
健康保险 

与您的医生讨论医疗测试
和治疗的大概费用︒该癌
症治疗费用将取决于您本

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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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

医生无需转诊给特定的专科医生︒
应让病人选择在何处提交转诊，包
括以电子方式提交转诊︒

转诊将覆盖转诊病情的单一疗程︒单一
疗程将包含专科医生的首次应诊，并由
专科医生收费，然后根据需要，继续管
理病情，直至病人转回转诊医生︒

专科医生转诊至
另一专科医生

除非转诊病人为住院病人，否则转介
转诊的有效期应为3个月︒住院病人
的转诊有效期为3个月或住院期间，

以较长者为准︒

2. 转往专科医生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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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住院 

更多中文信息，请参阅新州癌症学会推荐的 “适用于癌
症人士的提示清单 ” : 
www.cancerinstitute.org.au/how-we-help/reports-and-publi
cations/question-lists-for-people-with-cancer 

您的医生将您转诊至专科医生，且该专科医生建议您住
院，这称为预定住院，但这不等于你即时住院︒

您需说明是否同意接受该医疗程序︒

3. 住院

23

您的专科医生将填写一份住院推荐表，说明您需住院的
紧急程度︒

有时专科医生会把该住院推荐表发送给医院，但有时将
会要求你自行将该表发送给医院︒

工作人员将会联系您，告知你大概需要等候多长时间才
能住院︒

这可能在几天或几个月内︒医院工作人员将会尽量提前
两周通知您住院的日期︒



如您有国民保健卡，病人一般可以选择作为公立
医院或私立医院接受治疗︒

接受医院指定医生的治
疗

无需支付医院住宿︑医
疗和诊断服务︑义肢或
其它相关服务的费用

选择为您提供治疗的专科
医生

做决定前要知晓自己是否
有任何需要额外支付的费
用或医生费

享用单人间，如你有单人
间医疗保险并且当时有房
间供应

您的住院选择

公立医院病人 私立医院病人

您可以: 您可以:

离开医院时的随访护理

随访护理将通常在医院的门诊部提供

对于私立医院病人，您的专科医生可在你的私人病房
提供随访护理 

对于私立医院病人，您可能有资格转至另一私立医院
进行后续治疗或随访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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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您的医生将告知您的住院安排︒

意味着您入院做手术并
在同一天回家︒

手术住院日 
( Day of surgery admission )

单日入院
( Day only admission )

意味着住院和做手术是在
同一天进行，但您需在手
术后在医院逗留至少一个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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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准备

入院进行手术前，您可能要到住院前门诊部，工作
人员将会告知您手术信息及手术后的拟定计划︒如
您的医生需要在手术前进行更多的检测，或手术前

准备，您可以要求提前一日入院︒



4. 住院期间

癌症护理中心的医疗专业人士

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  ( Multidisciplinary Team )

全科医生（GP）提供持续的护理，且协调一系列其它专
业医疗人员，他们可以协助您获得情绪或实际支持服
务︒

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有很多成员，该团队可以支持患癌病人
度过其抗癌过程︒例如：

社会工作者 
职业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语言治疗师
营养师或营养学家
心理学家

在您住院期间，您可能被转至另一专职医疗人员以帮助您
康复︒
如您对住院期间的治疗有任何疑问，请立即咨询医院工作
人员︒

护士提供其它健康专业护理和建议，这可以帮助您在
治疗期间度过难关︒护士通常在帮助病人应对身体症
状方面非常有经验，且很熟悉癌症病人所面对的情绪
问题︒

专职医疗人员提供的服务包括物理治疗︑语言病理学︑职业
治疗︑社会工作︑足部治疗︑放射学︑听力学︑营养学和矫
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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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Workers)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Physiotherapists) 
   (Speech therapists) 
               (Dietitians or nutritionists)
(Psychologists)



丧亲辅导

社会工作者
作为医院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为病人
及其家属提供免费和保密服务︒

营养师

营养师拥有认可的营养和营养学的资格︒他们应用知识和技
巧来帮助健康及健康有问题的人︒

与癌症共存/康复者关注的事宜

个人护理援助/家务服务/在家暂息服务

预设医疗指示/持久监护人/持久授权书/ 
遗嘱

访客/照顾者签证的支持信件

重返工作/倡议

收入支援（福利署）/财务计划/财务援助
/ 退休金/收入保护和人寿保险

对癌症诊断/治疗/复发的调整
 与晚期癌症共存/人际关系

亲密关系/身体形象问题

照顾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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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轉介

法律事宜  

移民 

就业

财政

辅导 

性心理 

照顾者资源

教育



病人护理︑治疗和关怀

您的医疗保健权利和责任

新州病人安全和临床质量计划概述了作为病人住院，或要求
健康服务治疗时需要了解的内容︒

获取 : 您有权享受医疗保健服务 

安全：您有权享受安全和优质医疗服务 

尊重：您有权得到尊重︑尊严和体谅

 沟通：您有权以明确和公开的方式了解服务︑治疗︑
选择和费用

参与：您有权参与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决定和选择 

隐私和保密：您有权要求保密个人信息

意见︑表扬和投诉：您有权对医疗服务发表意见，并
陈述您的疑虑 

在新州医疗系统中，医疗服务投诉委员会（Health Care 
Complaints Commission）是一家评估新州服务素质和安全的
独立机构︒对于您关注的医疗服务的疑虑，它采用一个机制
公开报告︑调查及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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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州医疗服务投诉委员会免费热线电话：1800 043 159
    电话：9219 7444
    传真：9281 4585
    邮箱：hccc@hccc.nsw.gov.au
    医疗保健指南，请登录：www.hccc.nsw.gov.au/Information/I

nformation-in-a-Foreign-Language



新州癌症协会 ( Cancer Council NSW )
新州癌症协会是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新州癌症协会连同
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癌症协会都是澳大利亚癌症协会的
一员︒它不仅支持那些患癌人士，而且还致力于预防及控
制癌症和提供服务︒

主要支援计划：
癌症信息和支援热线 
癌症信息和支援服务
法律和财政支援
网上资源：癌症信息和录像
交通︑住宿和居家服务
康复者支援
在线研讨会

多种语言信息 : 

新州癌症协会 
电话：13 11 20
网址：www.cancercouncil.com.au 

5. 癌症信息和支援服务

www.cancercouncil.com.au/publications/
multilingual-cancer-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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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癌症学会 ( Cancer Institute NSW ) 
新州癌症学会是新州健康部之外其中一家重要机构，为新
州提供癌症控制策略方向，巨额资助癌症研究，收集和使
用癌症数据，致力于将研究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该学会



有13年的历史，与癌症有关的社群合作，以减少癌症的发
病率，提高癌症病人的生存率，改善癌症病人及其照顾者
的生活质素，并为政府︑健康服务提供者︑医学研究人员
和一般社区提供癌症控制的专业知识︒

更生会
更生会是一家非牟利的华人慈善机构，由两位癌症幸存者
和一位照顾者于1995年在悉尼的 Haymarket 成立，旨在
支持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士，走过艰辛的癌症历程︒透过适
切的文化和语言的信息及支持服务，以帮助减轻癌症对患
者及其家属的冲击︒专业工作人员及训练有素的义工提供
多种支持服务 :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anrevive.com 了解更多信息︒

电话：9212 7789
网址：www.canrevive.com
地址：Level 4, 7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网址 : www.cancerinstitut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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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组
电话支持
医院探访
公开信息讲座
辅助治疗活动和兴趣小组



癌症诊断可能对病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冲击︒我们有很多种
方法帮助您度过抗癌历程︒提供的实际服务如下：

E. 为华人癌症病人/照顾者
    提供支援服务

1.  经济支持  ( Financial Assistance )

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可以帮助您
处理癌症后的财政困难︒
经济援助

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Financial Counselling 
Australia 
理财辅导

1800 007 007 www.financialcounsellingau
stralia.org.au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FIS) 

帮助投资和财务决策
132 300

www.humanservices.gov.au 
(type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e search box)

Financi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FPA) 
帮助寻找理财规划师

1300 626 393 www.fpa.com.au

Cancer Council Pro 
Bono Program 

理财规划师

13 11 20
www.cancercouncil.com.au/
get-support/legal-and-finan
cial-assistance/financial-pla

nning-counselling

营养师拥有认可的营养和营养学的资格︒他们应用知识和技
巧来帮助健康及健康有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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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Smart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
委员会（ASIC）提供
的免费金融技巧和
安全检查

1300 300 630 www.moneysmart.gov.au

政府福利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 Centrelink

(福利署) 
为需要的人提供
财政支持

132 717 www.humanservices.gov.au

其它非盈利组织机构

新州癌症協会
（紧急财政援助）

13 11 20

www.cancercouncil.com.au/
get-support/legal-and-finan
cial-assistance/emergency-f

inancial-assistance

新州癌症協会
（交通︑住宿和
财政援助）

13 11 20

www.cancercouncil.com.au/
57903/get-support/practical
-support-services-get-supp
ort/accommodation-practica
l-support-services/informati
on-about-travel-and-accom
modation-subsidies/?pp=11

0573 

Redkite
为患癌小孩和年轻人
（0至24岁）及照顧他
们的家属和有關人士
提供重要支援

1800 733 548 www.redkit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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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2. 法律咨询 -包括立遗嘱 （ Legal Advice - include making a will ）

为不能负担咨询费用的患癌人士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如下 :

新州癌症協会
（法律援助）

13 11 20

www.cancercouncil.com.au/
get-support/legal-and-finan
cial-assistance/free-legal-se

rvices

8202 1500 www.salvoslegal.com.au/co
ntact

救世军
人道主义法律援助
在新州任何一個中心
可获得免費咨询

订立遗嘱 

The NSW Trustee and 
Guardian 

提供受托人和财政管
理服务，包括訂立
遗嘱︑授權書和
遗嘱安全储存等

1300 364 103 www.tag.nsw.gov.au/fees-a
nd-charges-wills.html

救世军
SalvosConnect 
紧急救援评估小组

1300 371 288
www.salvos.org.au/capregi
on/community/salvos-conne

ct-community-services

新州法律援助辦事處 1300 888 529 www.legalaid.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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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Legal Aid NSW 



St George Community 
Transport

由家居及社区照顾
服务（HACC）资助 

4. 家居照顾服务 （Home Care Service）

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可以每星期为需要的人士提供实
际支持，如清洁︑淋浴︑购物︑备餐和居家暂息︒

对于65岁的老人，联邦家庭援助计划提供的服务可通
过「我的养老服务」获得︒电话 : 1800 200 422

您可以选择使用「我的养老服务」登记详细信息，「我
的养老服务」将根据您的需求程度，为你提供有关服
务机构的适当信息︒

a. 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 (HACC)  
大多数服务都由政府资助，然而，建议您联系有关服务机构
，以决定需要支付的费用，或者您可以自行转介至以下服务
机构︒ 

9585 3000
www.stgct.org.au 

该服务适用于符合HACC
合格标准的圣乔治区居民

3. 社区交通 （ Community Transport ）

社区交通服务以当地社区为本，且帮助有交通困难的体弱长
者和残疾人士︒如要申请该服务，「我的养老服务」( My 
Aged Care ) 必须评估用户的资格︒
该服务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汽车或小型巴士交通，且在圣
乔治以内及外的地区提供门到门服务︒将这些客户从家中接
出，然后参加活动后，再送他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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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小组
电话支持
医院探访
公开信息讲座
辅助治疗活动和兴趣小组

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Advance Diversity 
Service

9597 5455 www.advancediversity.org.au

CASS Social Support 
Services

9789 4587 www.cass.org.au

Benevolent Society 1800 236 762
1800 917 139 www.benevolent.org.au

Australian Home Care 1300 303 770 www.ahcs.org.au

Kogarah Community 
Service Inc 9553 6506 www.kogarahcommunity.org

.au

Multicultural 
Aged Care Inc 9718 6199 www.mac.org.au

Baptist Care 9023 2500
1300 275 227 www.baptistcare.org.au

救世军 
Aged Care Plus

9779 9411
1300 111 227

www.agedcareplus.salvos.or
g.au

3 Bridges Community 1300 327 434
8027 3200 www.3bridges.org.au

KinCare 1300 733 510 www.kincare.com.au

Australian Unity Home 
Care Service

1300 160 170
1300 294 507

www.australianunity.com.au
/home-services

乔治河市政厅区域的家居照顾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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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服务社



「我的养老服务」网址 : myagedcare.gov.au

各级别的家居照顾配套提供不同的补贴金额︒该金额支付
给您所选择并经认可的家居照顾服务机构︒该补贴将用于
支付服务和照顾的总费用︒在您个人情况允许下，您也应
该承担部份服务费用︒
如您尚未接受养老服务评估小组（ACAT）的评估︒您（或您
的指定代表）需联系「我的养老服务」 : 1800 200 422︒

5. 照顾者暂息服务 ( Carer Respite )

该服务为您和您所照顾的人提供了休息的机会，以处理紧急
事情︒服务可以提供持续几个小时的或数日的，或每周多次
的服务︒
对于照顾者遇上紧急情况或需短期休息︑支持小组或辅导服
务，请拨打下列电话，以获得有关您就近照顾者服务的信
息︒ 

1级 - 基本护理需求
2级 - 低度护理需求
3级 - 中度护理需求
4级 - 高度护理需求

四个级别的结构如下 :

b. 家居照顾配套 (Home Care Packages)
澳大利亚政府的家居照顾配套可以帮助您尽可能长久地在家

家居照顾配套有四个级别︒专业的评估员将与您一起找到适
合您的照顾配套服务︑您需要的服务级别和需要服务的时
间︒

中独立生活︒该计划提供护理配套︑服务和个案管理的资金
补贴，以满足您的个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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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Diversity 
Service

9597 5455 www.advancediversity.org.au

ARV HomeCare 1300 111 278 www.anglicare.org.au

Sydney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Services 

9663 3922 www.sydneymcs.org.au

6. 送餐服务 ( Meals Service )

准备好满足个人饮食需求的饭菜，送至客户家中和客户所在的
社区中心或其他地方。  

St George Meals on 
Wheels NSW Inc 

9584 1286 www.stgmownsw.com.au

3 Bridges Community 1300 327 434 www.3bridges.org.au/what-
we-do/senior-services

3 Bridges Community 1300 327 434
8027 3200

www.3bridges.org.au

CASS Centre Based 
Day Care

9789 4587 www.casscare.org.au/chsp---
centre-based-day-care

Mary Potter House 9553 3587
www.calvarycare.org.au/publi
c-hospital-kogarah/services-a
nd-clinics/mary-potter-house

Benevolent Society 1800 236 762
1800 200 422 www.benevolent.org.au

暂息照顾服务中心包括：日间暂息︑院舍式日间暂息照顾
和社区暂息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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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联系电话 网址

华人服务社



7. 纾缓护理服务 (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 

纾缓护理是一种在病人受到生命威胁时，为其提供个人化护
理，尽力减少病者肉体︑心理︑社交和灵性方面的病状，以
尽可能提高病人及其照顾者的生活素质︒
   

Palliative Care services 
at Calvary Health Care 

Kogarah

9553 3111
9553 3000

www.calvarycare.org.au/pu
blic-hospital-kogarah/servic
es-and-clinics/specialist-pall

iative-care

8. 护士护理服务 ( Nurses Care Services )

已注册或登记的护士提供临床护理︒该护理旨在针对医学诊
断的临床病情的治疗和监控︒

At Home Services 
Feros Care

1300 763 583 www.feroscare.com.au/hom
e-care 

Calvary Kogarah 
Community Health 

www.healthdirect.gov.au/au
stralian-health-services/200
63997/calvary-kogarah-com
munity-health/services/koga

rah-2217-rocky-point

Nurses On Wheels 9502 3422 www.nursesonwheels.org.au 

Southern Cross 1800 852 772 southerncrosscare.com.au

9553 3111
9553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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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传译服务 ( Interpreting Service )

翻译和口译服务（全国 TIS）
TIS 是一种由内务部 (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 为不懂英
语的人士提供的翻译服务︒TIS全国直拨电话口译服务24小
时提供，任何需要服务的个人或机构都可以拨打当地电话以
获得该服务︒

拨打全国TIS电话：13 14 50
向操作员提供您所需口译员的语言

医生优先热线 ( Doctors Priority Line )
符合条件的医生，可以优先使用全国TIS电话的口译员︒全科
医生和经认可的医疗专科医生提供下列服务时，可以使用医
生优先热线：服务是國民保健可回扣的︔在私人诊所提供治
疗，且该治疗是提供给持有國民保健卡的非英语人士︒

医生优先热线：1300 131 450
网址：www.materonline.org.au/MaterOnline/

media/materonline/PDFs/Doctors-Priority-Line-DSS-
Information-Brochure.pdf

St. George 
Community Nurses 

9113 3999
1300 427 603

www.healthdirect.gov.au/aus
tralian-health-services/20108
852/community-nursing-st-g
eorge/services/kogarah-221

7-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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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天24小时服务︒该线路可以在澳大利亚
各地以本地电话（地上通讯线）的费用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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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会（CanRevive Inc.）

更生会是一个非牟利的华人慈善机构，由两位癌症幸存者和一位照
顾者于1995年在悉尼的 Haymarket 成立，旨在支持以中文为母语的
人士，走过艰辛的癌症历程︒透过适切的文化和语言的信息及支持
服务，以帮助减轻癌症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冲击︒专业工作人员及训
练有素的义工提供多种支持服务，如支持小组︑电话支持︑医院探
访︑公开信息讲座︑辅助治疗活动和兴趣小组︒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anrevive.com 了解更多信息︒

成立于 1990 年，是当时唯一一个在澳大利亚由华人注册西医组成的
专业团体，其成立初衷是为促进各西医成员的专业水平及促进澳洲
华人社区健康︒随着澳洲华人团体的不断壮大，学会的使命也在与
时并进，更注重华人医疗界的专业及各层面交流︑社区健康和医疗
延续教育等方面︒学会中各会员医生活跃在各中英文广播电台︑中
文报章及网上博客都有长期的医学专栏︒另外，澳华医学会亦常支
持各类社会团体的活动，为他们提供专业医学讲师，协办各类型社
区健康讲座及活动︒澳华医学会亦有推广许多临床筛查项目及教育
活动，为华人社区提供裨益︒此外，ACMA 还在 1992 年建立了 
ACMA 慈善信托基金，是新州注册的公共慈善机构︒基金会持续捐
赠资金用于支持医学教育和研究，救助贫困人口，提供奖学金和助
学金以促进医学研究的开展，并向其他公开注册的慈善机构捐款︒

澳华医学会 (Australia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简称 AC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