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    

1. 保持甚至增強服務使用者日常生活技

能； 

2. 提升患者的社交及認知能力； 

3. 活動是迎合服務使用者多方面的需要，

包括體能、社交、文化、情緒及娛樂；

並提供與社區聯繫及彼此互相關懷與支

持的機會； 

4. 為照顧者提供支持，使他/她們有定期休

息的機會； 

5. 為照顧者提供支援和指導，以減輕照顧

角色所帶來 的壓力和負擔； 

6.   為照顧者安排定期活動，小組聚會等。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    

中心特別為服務使用者策劃一系列活動，

包括音樂治療、體能活動、認知訓練、懷

舊活動、官感刺激、小組活動、相聚暢談

及戶外活動等等。    

Aims of Service：：：： 

1. To enhance and/or maintain the daily living 

skills of our consumers; 

2. To enhance consumers’ social and cogni-

tive skills; 

3. To address our consumers’ physical, social, 

cultural, emotional and recreational needs, 

and provide them with support and opportu-

niti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4. To provide respite and support to carers; 

5. To provide support and advise to carers to 

improve and manage their carer stress; 

6. To provide regular activities and group  

meeting for carers. 

Fees ：：：： 

This activity is fund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only a small amount of fee is 

charged for each visit. Lunch will be provided. 

 

Consumers will not be denied access to the 

service if they cannot afford to pay fees. They 

can also apply for fee reduction. 

Programs/Activities：：：： 

Participants will be involved in structured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music therapy, physical 

exercises, cognitive trainings, reminiscing   

activities, sensory stimulation, small group  

activities, social time and excursions etc.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長者日間照顧中心獲得聯邦及維省政府資

助，故每次收費低廉，並有午餐供應。 

 

服務使用者並不會因經濟問題而被拒絕服

務。若經濟上有困難，可申請減費。 

服務特色服務特色服務特色服務特色：：：：以日間訓練中心及戶外活動形式以日間訓練中心及戶外活動形式以日間訓練中心及戶外活動形式以日間訓練中心及戶外活動形式，，，，為為為為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合適的照顧(治療)及訓練活動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合適的照顧(治療)及訓練活動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合適的照顧(治療)及訓練活動腦退化症人士提供合適的照顧(治療)及訓練活動。。。。    

 

Program Highlights: Provides planned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to people with Dementia in a day centre and outdoor settings. 



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接送服務：    

中心會為有需要服務使用者安排交通

接送服務。收費視乎所住地區而定。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 

We are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f our consumers’ record. 

The privacy of their information is also 

protected by law. We will treat their 

information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and 

store it securely. 

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活動時間及地點 Hours & Venue    ：：：：    

9am-3pm 

Mon (一)  耆智日間中心 

 (in Doncaster East) 

 Fri  (五)  耆藝日間中心 

     (in Mulgrave) 

Transport：：：： 

Transport will be provided for eligible con-

sumers. Fees will be charged according 

to consumers’ residing area. 

保密守則：保密守則：保密守則：保密守則：    

我們致力於保護服務使用者檔案的保

密性。他們資料的私隱權亦受法律保

護。服務使用者的資料，我們會絕對

保密，並安全存放。 

長者日間中心長者日間中心長者日間中心長者日間中心（（（（照顧腦退化症的華裔患者照顧腦退化症的華裔患者照顧腦退化症的華裔患者照顧腦退化症的華裔患者))))    
Dementia    Social Support Day Centre        ((((for Chinese residents)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社區關懷服務    

為居於以下地區患有腦退化症的華裔

人士而設： 

For Chinese elderly with Demen�a 

in the Ci�es of: 

• Monash 蒙納殊

• Whitehorse 白馬

This activity is jointly funded by the Commonwealth and Victorian Governments 

 此 活 動 獲 聯 邦 及 維 省 政 府 資此 活 動 獲 聯 邦 及 維 省 政 府 資此 活 動 獲 聯 邦 及 維 省 政 府 資此 活 動 獲 聯 邦 及 維 省 政 府 資 助助助助    

LLLLiiiivvvviiiinnnngggg    WWWWeeeellllllll    
AAAAggggeeeeiiiinnnngggg    WWWWeeeellllllll    

WWWWeeee    CCCCaaaarrrreeee    

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聯絡方法 Contact us ：：：：    

Suite 19, Box Hill Central,

17 Market Street, Box Hill, VIC 3128 

Tel 電話：(03) 9898 1965 

Website 網址： www.ccssci.org.au 

Email 電郵： hacc@ccssci.com.au    

服務語言服務語言服務語言服務語言 Languages    Spoken ：：：：    

Cantonese, Mandarin, English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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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ctivity is fund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此活動獲聯邦政府資此活動獲聯邦政府資此活動獲聯邦政府資此活動獲聯邦政府資助助助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