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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CODE FOR VISITING RESIDENTIAL AGED CARE HOMES DURING COVID-19 

COVID-19 期間探訪護理安老院的業界守則 

*於 2020 年 7 月 3 日更新* 

目的 

本守則之目的是提供一個業界認同的做法，確保護理安老院住客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有機會接待

訪客，同時盡量減少病毒引入或在安老院內傳播的風險。  

原則 

1. 服務機構將根據《老人護理權利章程》（Charter of Aged Care Rights）和與 COVID-19 相關的州／

領地指令，繼續協助訪客探訪住客。訪客包括住客的家人、選擇的家人和朋友。同樣重要的一點

是，雖然某些設施不允許普通義工重返工作崗位，住客仍必須能夠參與社區訪客計劃

（Community Visitors Scheme）。因此，守則已經更新，確認 CVS 為訪客的一種。 

2. 探訪可以以多種方式進行（如在住客房間、院子外或特定探訪區域進行），也可以透過其他方式

協助聯繫住客和其訪客（如利用科技、窗口探訪或陽台）。如過其他聯繫方式（如窗口探訪）對

住客（如患有癡呆症或感官喪失的人）無效，則安老院會探索其他替代方法。探訪範圍和其他聯

繫方式將由住客、訪客和安老院的工作人員協商確定。  

3. 安老院需要限制設施內的總人數以符合社交距離和衛生要求。如果周邊區域出現疑似或確診

COVID-19 感染群體或院內出現疑似／已知 COVID-19 個案，安老院可能需要臨時增加對訪客的限

制。這些措施可能包括限制訪客的總人數、恢復成較短的探訪、僅提供其他聯繫方式或在必要時

暫時完全禁止訪客。這些措施可能需要執行以減少 COVID-19 在護理安老院出現的風險。在這種

情況下，機構可為符合本守則第 7 條原則所涵蓋的情況來安排優先探訪。  

4. 除非州／領地指令禁止該訪客探訪，否則住客的意願和喜好為所有決定其訪客的中心，他們的選

擇會被諮詢和尊重。訪客探訪住客的方式應該符合感染預防和控制指引，包括有關使用指定區域

進行探訪和保持社交距離的做法。  

5. 在 COVID-19 期間，現有的法律和規例會繼續適用，包括《老人護理法》（Aged Care Act）和其原

則、《老人護理質量標準》（Aged Care Quality Standards）、《2010 年護理人認可法》（Carers 

Recognition Act 2010）和《老人護理權利章程》（Charter of Aged Care Rights）。服務機構將繼續

確保提供護理時以人為本的方針，包括按照《質量護理原則》（Quality Care Principles）使用約束

的方法。本守則認可安老院必須遵從州或領地緊急和衛生指引的要求，這些要求凌駕於本守則。

這些指令中包含的一項法律要求是除非訪客能提供其主治醫生的醫療豁免證明，否則必須提供

2020 年流感季免疫證明。 

6. 如果訪客感到不適；或出現任何感冒／流感、呼吸道疾病或 COVID-19 症狀；又或最近曾到訪過

特定城鎮／區域感染熱點（由州或領地衛生部門判定），則不應該到訪安老院。（有關 COVID-

19 的症狀，請參見這裡）。訪客必須遵從安老院的感染預防和控制措施。探訪要求至少包括誠

實回答有關 COVID-19 危險因子的篩選問題；出示最新的流感疫苗證明；遵從訪客要求，包括強

制性保持手部衛生、到達時量體溫、必要時佩戴個人防護設備（PPE）、遵守社交距離原則和逗

留在住客房間或指定區域。  

7. 在某些情況下，下列「社交援助」情況可能需要獲得額外考量： 

a. 瀕死的住客應獲允許讓其親人定期進行室內探訪。訪客人數、探訪時間長短、次數和性

質應反映出一個人在有尊嚴和舒適的情況下離世所需要的條件，同時亦要考慮到他們的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7C00241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4L00830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4L00830
https://www.myagedcare.gov.au/aged-care-quality-standards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0A00123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0A00123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0A00123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0A00123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provider-information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assessment-processes/minimising-restraints-use
https://www.health.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0/05/coronavirus-covid-19-restrictions-on-entry-into-and-visitors-to-aged-care-facilities_0.pdf
https://www.health.gov.au/resources/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identifying-the-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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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情感、社會和信仰支持需求。考慮到難以預測一個人何時死亡，時刻包有同情心

很重要。 

b. 訪客有明確和定期探訪模式為住客提供看護和支援，則必須繼續協助這種探訪，這種探

訪可以是每天或每週多次，包括協助住客進餐或為如患有癡呆症的人士提供基本行為支

援。 

c. 住客的家人、選擇的家人和朋友需要長途旅行才能探訪住客。訪客和安老院將需要預先

協議才能決定探訪時間可否延長。 

d. 有明確精神健康問題的住客——如果長者有已知或出現嚴重精神疾病，而維持社交和家庭

聯繫可能有助減少其社交或情緒困擾，則可以提供支持以維持其精神健康。 

8. 訪客可能需要遵守如預訂系統和篩檢等的程序。釐定探訪時間的長度應採用靈活和體恤的方針。

住客、訪客和安老院將共同努力確定適當的探訪時間和次數。與此同時，三方亦會考慮到大家所

面臨的限制，包括那些有工作相關限制的訪客。 

9. 住客有權繼續接收寄送到安老院的信件和包裹，包括禮物、不易腐爛的食物和通訊設備。交付的

易腐爛食物要符合食品處理／安全準則。這些包裹的送遞可能取決於安老院適當的感染預防和控

制措施以及安老院鄰近區域和城鎮目前的 COVID-19 情況。安老院可能需要告訴職員這些包裹的

送遞，讓其在送遞住客前採取感染預防和控制措施。當安老院發生潛在、可疑或已確診的

COVID-19 病例時，住客的這項權利亦將繼續存在，但需要注意篩檢要求和送遞的機制。 

10. 在訪客限制增加的情況下，家庭和安老院的定期和適時溝通將增加。如果需要增加訪客限制，則

應以透明方式實行並與住客和相關家庭成員公開和明確地溝通。在該等期間，安老院將提供替代

的溝通方式，包括協助使用這些溝通方式讓住客可以與摯愛繼續保持聯繫。 

11. 在沒有爆發疫情的情況下，住客可以繼續使用安老院內的公共空間，包括戶外空間。住客使用時

須按照 COVID 指引和各安老院實施的限制遵從社交距離原則。  

12. 住客將可以繼續獲得醫療和相關服務，例如維修助聽器或眼鏡、緊急牙科護理和心理健康支援服

務。在醫療恰當的情況下，安老院可能會使用如遠程醫療等科技支援住客獲得醫療和相關服務。

安老院亦將支援提供合適的服務以確保居民達到最佳的健康狀況。返回時，居民將接受篩檢，篩

檢應與風險水平相稱。自我隔離或隔離僅在公共衛生部門的指示下或在門診醫生的建議下才會進

行。 

13. 住客和訪客獲允許以安全的方式進行戶外活動和小型家庭探訪。這代表他們應採取恰當的感染預

防措施。住客和家人亦應同意提供準確的資料並在出外／家庭探訪時接受風險減輕程序以及在返

回時接受篩檢。服務機構在住客、家人和代表探訪／出外前會提供程序資料以及沒有遵守該些程

序的影響。老人護理服務機構要求住客、家庭和代表簽署協議同意遵守程序屬合理行為。 

14. 服務機構會因應安老院附近區域出現的感染群而改變其應對 COVID-19 的方法。不過，服務機構

的應對方法，包括探訪，依然應該符合本守則和州或領地緊急和衛生指引。這包括根據其他事

項、當地區域社交傳播的程度和共享員工的設施中是否出現爆發釐定安老院的風險程度，再因應

風險程度相稱地調整慣例。 

權利 

服務機構 住客和訪客 

• 為避免受到感染，根據符合本守則的任

何正當理由，拒絕他人進入安老院或要

求某人離開。 

• 住客根據護理安老院的要求接待訪客和進入院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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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安老院發生疫情爆發時（包括不是

COVID-19 的疫情爆發）；或安老院周邊

區域和城鎮出現感染群時，又或在其他

特殊情況需要時，增加訪客的限制。在

特殊情況時增加訪客限制將需要密切監

測。 
 

• 及時接收定期消息和資料以了解安老院內發生

的事情，與院內其他住客保持一致，以及增加

交流頻率以獲悉當地 COVID-19 的患病率和傳播

風險。 

• 與安老院外的當地社區保持聯繫，包括通過如

窗口接觸、網上和電話的方式來參加宗教和文

化聚會。 

• 除了進行少量的親自拜訪外，接受其他聯繫方
式，例如視像會議或電話。 

• 為住客運送禮物、衣服、食物和其他用品。 

• 在獲得公共衛生指令澄清後，按照住客的意願

並考慮其支援需求後，轉移到其他住宿地方或

安老院。 

責任 

服務機構 住客和訪客 

• 透過書面程序和規章來適當地支持員

工，協助住客和訪客進行室內探訪和親
自拜訪。 

• 確保提供其他聯繫方式以彌補受限的探

訪，例如視像會議或電話。 

• 確保 OPAN 律師或其他正式法律人士的

知識和合作均能容易獲得；確保聆聽住
客的法定代表（包括授權人、監護人和

健康監護人）；以及確保其替代決定有

效合法。 

• 向住客和其指定的代表／監護人／律師

及時和定期地提供最新資訊，包括任何

相關的政府指令。發生疫情時，與住客
和其家人積極溝通並同等對待所有住

客。 

• 確保所有工作人員均按照州／領地政府

指引接受疫苗  

• 州／領地衛生部門有責任通知服務機構

其安老院附近出現 COVID-19 感染群，

而安老院有責任遵從州／領地指令。 

• 當感到不適或出現任何感冒／流感、呼吸道疾

病或 COVID-19 症狀是，切勿探訪。 

• 誠實回答安老院工作人員提問的 COVID-19 篩選

問題。 

• 尊重和有禮地對待所有工作人員並遵從他們的

指示。 

• 探訪前先聯繫安老院以確保時間對雙方都方

便。  

• 根據安老院工作人員指示遵從探訪要求，如提

供最新的流感疫苗記錄、採取洗手等感染預防

控制措施、逗留在住客房間或指定區域內和遵

守社交距離和衛生要求。 

 

守則投訴過程 

階段 服務機構 住客和訪客 

1. 初步要求 • 盡量和適當地滿足請求，並在下次可

能時協助探訪。 

• 與安老院的經歷談談並詳細說明： 

– 你要求的事項；和 

– 你要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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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可能，請說明原因和建議替代方

法。 

• 保留處理探訪請求的書面程序。 

• 如果你無法解決與探訪請求人的衝

突，請交由內部審核／申訴流程處

理。 

• 考慮使用老人護理質量和安全委員會

的指引。 

• 住客或其代表在任何時候均有權聘請

他們選擇的老年護理律師，以支持住
客看訪客的要求。這可以包括其法定

代表人（如授權人、監護人）、

OPAN 律師或其他指定代表。 

• 使用任何或全部的非正式或正式投訴

程序來提出投訴、回饋或針對

COVID-19 的事項。 

2. 支持請求 • 如果接到 OPAN 的來電，請嘗試解決

投訴。  

• 如果老人護理機構希望別人聯絡安老

院經理以外的人來處理升級請求，請

通知當地的 OPAN 組織。  

• 如果你認為 OPAN 的請求不合理或無

法完成請求，則可以聯繫你的峰頂成

員諮詢熱線討論。 

• 如果您需要投訴 OPAN 律師，以下網

頁可以協助你： 

https://opan.com.au/contact-us/。 

• 致電長者權益倡導網絡電話 1800 700 

600 或瀏覽 https://opan.com.au，以

獲得訓練有素的律師之支援和建議。 

• OPAN 會支持你與安老院的經理談

話，或者在你允許的情況下代表你聯

繫安老院主張探訪。 

• OPAN 亦可以協助住客和代表人向老

人護理質量和安全委員會投訴。 

3. 向老人護理

質量和安全委

員會投訴 

• 與委員會合作，回應投訴人的疑問和

提供所要求的任何資料，證明你已經

履行職責。 

• 如果你對安老院的決定（或任何時

候）感到不滿以，你可以在任何時候

致電 1800 951 822（免費電話）或瀏

覽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m

aking-complaint.，向老人護理質量和

安全委員會投訴。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media/87889
https://opan.com.au/contact-us/
https://opan.com.au/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making-complaint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making-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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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其他聯繫方式——在正常運作期間，以下聯繫方式可能會提供以作探訪的額外或替代方法。雖然這

些方式不應是探訪的主要方法，但在安老院加強限制的情況下，則可以使用額外聯繫方式來替代探

訪： 

• 視像會議服務，如 Skype、 Zoom 等 

• 電話 

• 窗口接觸——除了探訪，訪客亦能透過窗口與住客聯繫。在設施爆發 COVID-19 或周邊區域或城

鎮出現感染群時，窗口接觸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住客和訪客間的主要聯繫方式。  

指定區域 – 指定區域是指安老院旁的一個地方，訪客在 COVID 大流行期間可以在該地探訪住客。設

置指定區域是為了讓住客與訪客能安全互動，而又能盡量減少感染風險和合乎社交距離要求。對於

住在共享房間的住客或表明不希望在自己房間內接待訪客的獨立住戶來說，這些區域尤為重要。  

當地感染群——AHPPC 建議如果設施附近地區出現近期的 COVID-19 個案，則應該恢復較高級別的保

護（如限制探訪服務機構）。如果周邊區域或城鎮出現非海外感染的個案則會推出一個指引。 

住客 – 是《老人護理法》下的護理接受人。長者（住客）的意見和意願應事先徵詢，以了解他們希

望誰來探訪和如何進行探訪。如果這並不可行，則應徵詢他們的替代人／支持的決策人（律師）。

要注意的是，替代人／支持的決策者有義務根據長者的意願和偏好以及長者可能會吩咐其的方式來

下決定。 

短時間探訪——預訂系統和相關的時間限制可能會推行，以協助更多家人和朋友探望住客。在實際

情況中，如果限制措施增加則探訪時間可能會限制在 30 分鐘內。一般來說，30 分鐘是短時間探訪的

最短時間。對於有失智症的人士或符合本守則第 7 條原則的情況，則最好保持至少 60 分鐘的探訪時

間。  

州或領地緊急和衛生指令– 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以下有關老人護理的州或領地緊急和衛生指令屬

生效： 

• 澳洲首都領地 

• 新南威爾士 

• 北領地 

• 昆士蘭 

• 南澳 

• 塔斯曼尼亞 

• 維多利亞 

• 西澳 

這些政府指引對老人護理服務機構和個人具法律約束力。指引要求所有訪客提供 2020 年流感季的疫

苗注射證明才能進入院舍。 

社交距離和衛生要求——一般的社交距離要求為人與人之間保持 1.5 米距離；保持手部衛生（如經常

使用肥皂或消毒搓手液洗手至少 20 秒）；確保遵守恰當的咳嗽禮儀（如對着手肘而非手部咳嗽或打

噴嚏）。不過，每個州和領地都有指定的平方米數，規定了同一時間內建築物內可以容納的最大人

數（包括住客、員工和訪客），而最大人數因建築物大小而異。安老院門前的標誌應清楚標明同一

時間內安老院能容納的最大人數。  

周邊區域或城鎮／當地臨近地區——AHPPC 建議指出「如果設施附近地區出現 COVID-19 近期個案，

則 AHPPC 建議設施返回更高的保護級別（如限制探訪服務機構）」如果周邊區域或城鎮出現非海外

感染的個案則會推出一個指引。 

訪客 – 訪客包括住客選擇與之見面的任何人，如他們的家人、所選擇的家人、朋友、宗教或精神顧

問。護理安老院或其員工不能決定誰有資格或沒有資格成為訪客，包括誰是「親近的家庭成員」或

https://legislation.act.gov.au/View/ni/2020-363/current/PDF/2020-363.PDF
https://www.legislation.nsw.gov.au/_emergency/Public%20Health%20(COVID-19%20Aged%20Care%20Facilities)%20Order%20(No%202)%202020_signed.pdf
https://coronavirus.nt.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6/898953/cho-directions-no40-directions-aged-care-facilities.pdf
https://www.health.qld.gov.au/system-governance/legislation/cho-public-health-directions-under-expanded-public-health-act-powers/aged-care
https://www.covid-19.sa.gov.au/emergency-declarations/aged-care
https://www.coronavirus.tas.gov.au/families-community/aged-care-facility-visits
https://www.dhhs.vic.gov.au/directions-care-facilities-no-5-pdf-covid-19-doc
https://www.wa.gov.au/government/publications/visitors-residential-aged-care-facilities-directions-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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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社交援助」的訪客。儘管在多人同時要求探訪一名住客時，監護權命令、授權書或親屬可能

可以提供信息決定誰能優先探訪，但他們都不能自動阻止其他人探訪。  

不過，就本守則而言，醫務人員和輔助醫護人員、老人護理律師、法律代表或由住客私人聘請的看

護人或其家屬看護人都不屬於訪客。根據各州緊急狀態和衛生指令，他們被視為工作人員。這些工

作人員將需要遵守安老院的慣例，包括其感染預防和控制措施。 

探訪 – 探訪可能以多種方式進行，包括在住客房間內、指定的內部區域、花園或其他指定區域。患

有失智症的人士或符合本守則第 7 條原則的情況之人士可能可以優先使用指定探訪區域。雖然探訪

時間需要有所限制，但仍不應少於 60 分鐘（因疫情爆發而限制為 30 分鐘的短期探訪除外），並且

僅適用於面對面探訪，如與其他住客共享指定探訪區域。探訪時將遵循感染預防和控制措施，包括

保持社交距離（見 CDNA，第 10 頁）。 

• 房內探訪 – 於住客房間內進行並可能需要佩戴額外 PPE。對於合住房間的住客和本守則之原則 7A

所涵蓋的情況，房內探訪並不適合，應該提供其他地點作探訪之用。  

• 親自探訪 – 於指定區域或外面進行，而不是在保護屏後面。 

當室內或面對面探訪不能進行時，其他聯繫方法（包括透過露台、閘門或窗後）可能會用作替代以

減少 COVID-19 的傳播風險。 

探訪時間——護理安老院可能會限制探訪於特定時間內進行。可以進行探訪的時間應逐步恢復至

COVID-19 之前的正常時間。如果安老院出現爆發和／或周邊區域或城鎮出現 COVID-19 感染群，則可

能需要再次縮短探訪時間。服務機構必須考慮到其維護住客權利的責任，特別是老人護理權利章程

（Charter of Aged Care Rights）內第 7 和 8 條之權利，再權衡營運決策。 

背景 

我們需要確保澳洲長者在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間安全和受到保護。由於政府政策和護理

安老院的努力，社區傳播率低，阻止了病毒在安老院內廣泛爆發。  

本業界守則將於 COVID-19 期間採用，及後將回歸常規做法。業界在其他傳染病爆發期間容許少數的

恩恤探訪，但是大家都認為 COVID-19 較其他傳染病的爆發期需要更持續的行動。  

隨着護理安老院附近的本地社區開始逐步恢復 COVID-19 前的活動，澳洲的長者在持續幾個月內保持

謹慎很重要，尤其是安老院內的長者。這代表儘管澳洲大部分地區對社交互動可能採取較寬鬆的措

施，但澳洲某些正爆發疫情的社區可能會暫時恢復到較嚴厲的限制探訪政策。這代表我們需要確保

探訪程序支持長者的權利而又能長遠地保護所有護理安老院住客。 

2020 年 6 月 19 日，澳洲健康保護主要委員會（Australian Health Protection Principal Committee; 

AHPPC）根據澳洲傳染病網絡（Communicable Diseases Network Australia; CDNA）就管理感染風險的

初步建議提供了有關護理安老院的更新建議。新建議： 

• 建議「配偶或其他親密親屬或社交支援人士」不受限於與親屬相處的時間； 

• 再次容許 16 歲以下兒童探訪護理安老院； 

• 維持所有訪客須接受流感疫苗的要求； 

• 維持所有訪客應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 ； 

• 要求工作人員篩檢和教育訪客社交距離，但不監督探訪； 

• 建議探訪應在住客房間、戶外或特定探訪區域（但非公共區域）進行； 

• 限制每名住客每次最多只能有兩名訪客探訪；  

• 容許住客離開安老院參加小型家庭聚會（安老院將須就計劃的探訪進行風險評估） 

https://www.health.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0/05/coronavirus-covid-19-guidelines-for-outbreaks-in-residential-care-facilities.pdf
https://health.govcms.gov.au/resources/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guidelines-for-outbreaks-in-residential-care-facilities
https://www.health.gov.au/news/australian-health-protection-principal-committee-ahppc-update-to-residential-aged-care-facilities-about-minimising-the-impact-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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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可在安老院出現 COVID-19 爆發或社區出現感染群時，則探訪限制可能會增加；探訪可能

被監督；出外遊覽可能會暫停。 

除此以外，老人護理服務機構和訪客必須遵從的州和領地指引已經更新，更新包括移除 2 小時的探

訪限制。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2020 年 3 月 23 日推出的西澳政府指引依然生效，包括最長 2 小時

的護理和支援探訪。當前的西澳政府指引允許因其他原因而延長探訪時間（如臨終護理）。 

人權確認所有居住在護理老人院的人士都有權利自由活動和結社，這包括住戶見家人的權利。人權

方針是本守則的基礎，但這並不代表個人權利凌駕於一切。行使個人權利必須考慮到其他人的福利

和福祉。換句話說，個人權利絕不應該凌駕於他人的權利，兩者之間必須要獲得平衡。服務機構將

繼續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來與住客建立關係。本守則的方針和應用將承認文化、語言和宗教多樣

性、文化或環境背景以及原住民、托雷斯海峽島民和他們的社區。  

老人護理質量標準（Aged Care Quality Standards）和老人護理權利章程（Charter of Aged Care 

Rights）仍然適用於所有大流行（包括以他們理解的方式告知護理和服務，如使用他們的首選語

言）。老人護理質量和安全委員會（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 ACQSC）亦已為老人護

理業提供指引資源，包括有關訪客的探訪。安老院、住客和訪客成功地共同合作，在保護住客免受

COVID-19 感染和提供他們重要的社交聯繫和支援之間取得平衡。在未來繼續保持這種合作和相互尊

重的方式很重要。  

解決本守則所關注的問題之合適地方始於服務機構與住客和其家人間的協商，以在當地解決他們的

問題。這個過程可能包括對住客或其家人的支援；或由長者權益倡導網絡（Older Persons Advocacy 

Network; OPAN)代表他們的律師；和服務機構在需要時向其高峰成員諮詢熱線尋求援助。  

為求清晰，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向老人護理質量和安全委員會提出投訴，本守則並不會更改有

關安排。  

審核日期  

本守則於 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獲得批准，2020 年 5 月 29 日進行審核，2020 年 7 月 3 日更新。 

認可組織將繼續監察守則，如有需要，其中任何組織都可以要求進行正式審核。 

 

本守則由以下機構制定和認可： 

老人護理服務機構峰頂組織 老人護理消費者和照顧人峰頂組織 

• 澳洲長者和社區服務（Aged & Community 

Services Australia） 

• 老人護理協會（Aged Care Guild） 

• 澳洲 Anglicare（Anglicare Australia） 

• 澳洲浸信會（Baptist Care Australia） 

• 澳洲天主教健康協會（Catholic Health 

Australia） 

• 澳洲領先長者服務（Leading Age Services 

Australia） 

• 澳洲 UnitingCare（UnitingCare Australia） 

• 澳洲看護人協會（Carers Australia） 

• 澳洲長者理事會（Council on the Ageing (COTA) 

Australia） 

• 澳洲癡呆症協會（Dementia Australia） 

• 澳洲種族社區聯合理事會（Federa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 of Australia 

•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 長者權益倡導網絡（Older Persons Advocacy 

Network (OPAN)） 

https://www.myagedcare.gov.au/aged-care-quality-standards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provider-information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provider-information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provider-information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providers/provider-information
https://www.agedcarequality.gov.au/covid-19-coronaviru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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