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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和社区生活1

长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身体和社交活跃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对身心健康有益，
而且对生活质量也有好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很容易变得受庇护和不活跃，但
是为了保持独立和健康，长者需要保持活跃和参与社区，并寻找感兴趣的项目和保
持联系的方式。

1.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是一生持续学习的过程，以保持身心积极追求知识和经验。通过终身
学习来追求知识，对于长者而言，尤其是5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会有着意想不
到的美妙好处。

	 长者能够做到：保持头脑敏锐；提高记忆力；增强自信心；利用便宜的方式尝试
新事物，意思是当一个人学会“自己动手”时，便可以省回一笔钱了；获得成就
感；结识志趣相投的新朋友；在已有的基础上建立新技能；学习新的技能和增加
自我「资产」的机会；给自己一项新兴趣，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分享心得。

2.  信仰/宗教
	 社区中有许多教堂和其他的崇拜场所。除了他们的信仰服务外，他们之中许多
都有举办社交活动和/或支援小組。教堂和宗教崇拜场所也可以作为与社区联系
的方法，并且可以作为结识新朋友的一种方式。此外，教堂和宗教崇拜场所可
以作为一个支援系统，長者的参与可以帮助他们保持身心活跃。

3.  义工服务
	 义工服务是与社区保持联系的好方法，它还
可以帮助结交朋友并回馈社会。大多数本地
社区服务组织如多华会等，都有义工的机
会；他们欢迎长者访问他们的办公室、网
站或致电咨询。





1. 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是长寿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亦是长者保持健康和强健的一种必须方式，并对
于保持独立和生活质量很重要。

	 老年人应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考虑这些意見来帮助在年老时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享受各种健康的食物、多喝水、好好的为	1	或	2	人购物、明智的为	1	或	2	人烹调、与
他人一起吃饭和创建应急食品清单。

2. 预防伤害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转变和健康状况—有时是用于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使
受伤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跌倒是老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受伤的恐
惧并不需要支配你的生活。	 相反，请考虑六种简单的预防伤害策略：与医生约谈、保
持运动、穿合适的鞋子、消除家庭危险物品、照亮生活空间和使用辅助设备。

研究发现，加拿大人的生命越来越健康长寿，加拿
大卫生部正在通过研究和规划来积极应对。如果你
是长者，你应该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健康、强壮和灵
活。保持健康是您在社区中保持独立自处的重要方
式。有五个决定因素在健康老龄中起着关键作用：

健康与保健

3. 口腔健康
	 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与他们年轻时一样重要。口腔健康
不佳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定期看牙医、每天刷
牙和使用牙线有助于保持成人的天然牙齿。有关口腔
健康的更多信息和提示，应多咨询牙医和假牙医生。

4. 体能活动
	 老年人应该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并且坚持下去！运
动是健康老龄的关键。重要的是继续锻炼以增强老年
人的免疫系统并保持健康。国家体育活动指南建议老
年人每周应进行	150	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育活动。

5. 戒烟
	 戒烟具有直接和长期的好处。研究发现，现在
和以前的吸烟者首次心脏病发作、中风或死于
心脏相关疾病的機率是不吸烟者的	2	倍以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戒烟的好处会随着时间而增
加，因为您的身体是有能力自己治癒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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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安省的法律规定，您必须在家中和家中的每层都有一个有效的烟雾探测器和一氧化
碳探测器，以及消防局的电话号码。在消防安全方面，長者尤其容易受到伤害。移
动性和认知能力的减退会使火灾中的反应和安全变得更加困难。

应急准备
只需三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做好准备……

制定计划 准备套件 了解情况

•	 水：至少3天的供应量。
•	 不易腐烂的食物：至少3天的供

应量，最好不需要冷藏、烹煮或
用少量水的。

•	 手电筒：和备用电池。
•	 急救箱：包括处方药的供应。
•	 哨子：发出求救信号。

安全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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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在紧急情况下建议保留在房子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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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被骗
以下是一些避免被骗的提示：
•	 如果它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
很可能是有問題的！

•	 经常养成一个习惯是将带有个人信息
而又没有用的文件立刻碎掉。

•	 向任何人提供您的社会保险号码时，
必需要谨慎。

•	 除非您知道正在与谁打交道，否则切
勿泄露银行、个人或信用卡信息。

•	 向警方报告发现的可疑活动，以保护
他人免遭骗局。

•	 如果您已成为欺诈的目标，请不要觉得羞愧及难于启齿，您并
不孤单，您应该向警方举报事件。



网络安全
这些是您应该在使用互联网上考虑的一些措
施：
•	 创建包含大写字母和数字的强度密码，并经
常更改。

•	 请记住在完成使用互联网后退出网站（尤其
是网上银行）。

•	 切勿通过互联网发布有关个人资料的信息。
•	 不要被电子邮件骗局所迷惑——對通过可疑
电子邮件发送给您的链接提高警惕。

•	 在您的计算机上使用防病毒保护软件来保护
您的计算机和重要的机密文件。

•	 许多地區图书馆开设计算机使用班和课程，
可以让您在使用它和互联网中感到更加自在
和自信。

居家安全
这些是确保您在家中安全的一些提示：
•	 将电话和重要电话号码放在身边，即使在睡床上也如此。
•	 经常都要锁好门，即使您在家裏。
•	 到家时，要准备好钥匙，以便在必要时快速进入。
•	 在你的门上安装一个窥视孔，让你在开门前看到是谁在敲门。
•	 不要让任何让您感到不安全的人进入您的家。
•	 考虑安装安全系统，具体如何取决于您的环境（尤其是住在独立屋内的）。
•	 确保您家中有适当的安全装置，以适应您可能有的任何残疾上的需要。
•	 在晚上要留一盞亮著的灯；如果您不在家，要打开那种计时开关的灯。
•	 请邻居留意任何可疑人的行为。
•	 将钱、药物和昂贵的珠宝放在一個別人看
不见的安全地方。

•	 只将您的房屋钥匙交给您绝对信任的人，
不要将钥匙藏在房屋外的隐藏位上。

•	 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从路上看到您的门
牌号码，以便紧急车辆能找到要找的地
方。

•	 考虑仅在门牌或邮箱上使用您的姓名简
写，以免让贼人进行性别分类。



這可能對你來說是很难接受的，但事實是我
们大多数人在65岁之后都会需要某种类型的
家居护理帮助。您可能已經习惯于自己处理
所有的事情，或与配偶已經有清楚的职责分
工，又或者依靠著家人帮助一些家务。可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四处走动和
照顾自己亦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家居护理

家居护理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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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维修保养。保持一個家庭的平稳运作需要大量的付出。如果您发现很难跟上进
度，您可以考虑尋找一些洗衣、购物、园艺、家政和杂工服务。

2.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是老年人的一个关键问题。也许你会发现已經很难开车或不喜
欢晚上开车了，因此如果您可以使用到火车、公共汽车、拼车应用程式、低价出租车
和長者交通服务，這可以帮助您延长独立性并维护您的社交网络。

3. 家居改造。如果您的行动不方便，家居改造可以大大帮助您保持现有住宅的舒适和
便利。修改的地方可以包括诸如淋浴间的扶手、坡道以避免或减少楼梯的使用，甚至
在地下一层安装一个新的浴室。

4. 个人护理。帮助你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例如穿衣、洗澡或准备膳食，这是称为个
人护理或家居看护。家居健康助手可以提供从每天几个小时到全天候的住家个人护理服
务。

5. 保健护理。有些医疗护理服务可以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在家中為你提供，例如职
业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或家居保健护士。也可以在家中提供临终护理服务。

6. 日间服务。日间服务或成人日托可以帮助您在白天忙于活动和社交的同时，給予照
顧您的护理人员一些休息的空间。







生命尽头计划5

生命尽头
当您的亲人去世时，您可能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做出艰难的决定。提前了解您的权利
可以让这段紧张的时光变得轻松一些。

安省法律对做出最终安排的人仕提供保护，例如，葬礼、接送服务、墓地或火葬场运营
商必须在您签订合同之前提供他们可以提供的所有用品资料和服务的价目表，因此您有
权作出比较价格。

他们还需要告知您他们是否会通过推荐某些服务或供应商而获得佣金。根据法例，您有	
30	 天的时间取消葬礼、埋葬或火葬服务合同，并就合同中尚未提供的任何部分获得全额
退款。此外，截至2012	年	7	月	1	日签订的所有预付合同都必须得到兑现。这意味着，如
果您已全额支付合同费用，则即使价格上涨，您的服务供应商也必须提供合同中指定的
所有内容而无需额外收费。

预定护理计划
预定护理计划让护理中心的医护人员和直接护理工作者
在某个别病人病情危重而无法亲口表达时，理解并尊重
其意愿。

理想的情况下，预定护理计划会提供一份书面的预定护
理计划书，以帮助及确保病人的意愿得到尊重。只有在
某人失去了决断或表达意愿的能力之时，预定护理计划
才会启动



授权书
授权书(POA)是一份文件，表明法律上允许代理人为不再能够代表自己行事的人做出决
定。授权书中的“attorney”一词并不意味着“律师”。它只是用于描述您的决策者的法
定名称。该文件可以允许指定的代理人处理财务事项，例如支付账单、签署支票、银行
业务、企业管理或投资。有不止一种类型的授权书，包括财务、财产和医疗/个人护理。
许多人选择限制授权书中的权利，只要他们在精神上有能力，就可以为自己保留重大决
定权。

遗嘱和遗产
遗嘱是一份书面文件，您可以在其中指明在您去世后应如何
分配您的遗产。遗嘱还可以帮助您利用因您的死亡而可能出
现的省税机会和延期付稅。

•	最好请一位了解遗产法的律师来帮你准备遗嘱。
•	使用“遗嘱套包”时一定要小心，因为其中一些套件可能
不符合安省的法律。

•	如果您没有根据《继承法改革条例》的规定签署和见证您
的遗嘱，则遗嘱可能无效。

•	当一个人去世时，重要的是要知道他或她是否有遗嘱以及
遗嘱保存在哪里。有些人向当地法院或律师提交遗嘱，或
将遗嘱保存在保险箱或家里的抽屉中。遗产执行人执行遗
嘱中包含的愿望。

•	如果一个人在没有遗嘱（无遗嘱）的情况下去世，则根据
安省的《继承法改革條例》分配遗产。

•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安省居民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亡，
或有遗嘱但没有人担任遗产受托人，遗产也可能最终由公
共监护和受托人管理。



注：「甚么是虐老」来自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arers_corner/
other/prevention_of_elder_abuse.html

什么是

虐老?

1. 身体虐待	-	对长者造成身体伤害或痛苦，例如掌掴、推撞、拳打脚踢、
以物件或武器袭击长者。

2. 精神虐待 -	任何可损害长者心理健康的行为及/或态度；包括喝骂、羞
辱、孤立、恐吓、威胁、侵犯长者私隐、不当地限制长者的活动等。

3. 性虐待 - 性侵犯长者(包括向长者展示自己的性器官、性侵犯及强迫进
行性行为等)。

4. 疏忽照顾 -	严重或长期忽视长者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例如没有为长者提
供足够饮食、衣服、住宿、医疗、护理等)，以致危害长者的健康或生
命安全。

5. 侵吞财产 -	任何涉及剥夺长者的金钱、财产和资产，或妄顾长者利益
的行为。当中包括在未经长者知悉、同意，
取用长者的金钱和财物或资产。

6. 遗弃长者 -	 在欠缺合理原因下，长者被负
责提供照顾或监护者离弃，而对长者身体或
心理造成伤害；例如家人故意将患有痴呆症
的长者带往陌生地方后离去，使他/她不能
自行返回住所。

「虐老」的定义是指伤害长者褔祉或安全的行为，或不作出某些行为以
致长者的褔祉或安全受到伤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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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方报告虐老时会发生什么事
1.	根据加拿大的刑法，虐待老人不属于刑事犯罪，但如果与以下行为有关：盗窃、
违反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职责、人身威胁、襲击，或强制禁錮等，则便属于刑事犯
罪了。

2.	接報的警务人员会对有关指控进行彻底调查。如果警官认为他们有合理理由怀疑
发生了刑事犯罪，相关人员将被逮捕并被檢控。

3.	在普通人相信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便可设定為合理的理由。這些相信必须超
越单纯的怀疑。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旦提出了指控，警方和受害者都不能撤回指
控。

4.	在加拿大，虐老不能视为一
项单独的罪行，但却是一项
受「加拿大刑事法典」管辖
的不合法行为。我们要知
道要是属于刑法犯罪的事
情不会因为该人是老年人
而不是犯罪。

虐待老人對於任何长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您
或您认识的人处于紧急危险之中或正在紧急情况
下需要帮助，请拨打911。如果您或您认识的長
者成为任何形式虐待（例如盗窃、欺诈或人身攻
击）的受害者，请联系您当地的警察局。

即使没有打电话给警察，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拨打
热线来安排面见，寻求帮助。	服务是免费且保密
的。

若需要社区服务信
息和转介，请致电:

长者资源热线
905-882-3399

报告

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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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紧急服务：

老年人和无障碍厅 Ministry for Seniors and Accessibility
帮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保持独立及参与社区联系。我们还协助老年人保护其安全，使安
省成为无障碍的地方，并推动不同年龄人仕能够参与无障碍工作场所和社区的安全。
电话：416-326-7076

安省认知障碍症协会 Alzheimer Society of Ontario (ASO)	
安省认知障碍症协会资助分会的教育和支持服务，以改善认知障碍症和其他相关失智症
病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素。查询安省区内认知障碍症协会分会电话，请电：	
电话：416-967-5900	网址：alzheimer.ca/on/en

长者信息热线
安省的电话和线上资源，以多种语言为长者提供有关省政
府服务和活动的信息。
免费长途电话：1-888-910-1999
TTY：1-800-387-5559
网站：www.ontario.ca/page/ministry-seniors-affairs

在安大略省可提供耆老咨询及服务的机构：

紧急服务：
致电	9-1-1（警察，救护车）
安省警署：1-888-310-1122（24小时免费）

信息服务虐老8



家庭和社区护理支援服务
Home and Community Care Support Services
与医生、医院团队和其他医疗保健人员提供者合作，为有需要在家里、支持性住房
或长期护理院中的人提供更多便利和协调。家庭和社区护理支持服务组织提供有关
您所在地区的护理选择的信息，并帮助有需要人仕：在家里独立生活和申请入住长
期护理院。

无论您住在安省的哪个地方，都可以轻松找到居家或社区医疗保健服务——为您自
己或为您的家人。有关我们服务的一般查询，请拨打免费电话	310-2222	与我们联
系	-	不需要区号的。

法律援助处 Legal Aid 
电话：1-800-668-8258（免费长途电话）	
网址：www.legalaid.on.ca

耆晖会	
保护长者华语热线服务	
电话：416-502-2321

打击犯罪热线：1-800-222-TIPS (8477)

安省防止虐待老人网络：416-916-6728

耆老安全热线（Senior Safety Line）：1-866-299-1011
（一星期七日二十四小时，提供一百五十种语言服务）

长期护理行动专线:	1-866-434-0144

長者資源熱線:	(905) 882-3399



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和义工将提供有关新冠肺炎、虐
老、欺诈、社会支援、社区资源导航，以及联系各其
他服务单位。

请在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致电与我们联络。

长者资源热线
(905) 882-3399

多伦多华助中心是一个服务于社区的非营利机构。我们服务对象主要是新移
民、长者、旅游探访和海外学生。我们在逐步扩大对大多伦多地区新移民的
支援和服务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移民在社会，社区提供不同方面的关怀咨讯和服务。我们
三个核心价值是“团结，支援和关怀”，通过我们大家团结一起去创造一个
温暖和关爱的环境来服务我们的社群。

华助中心热线：1-800-569-9843/905-475-7532
华助中心网站：www.huazhu.ca
华助中心电邮：support@huazhu.ca

关于华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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