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我， 
知我。
Jessica

我曾经在印尼有一个餐饮生意。

我会讲客家话、广东话、闽南话、普通话、
印尼语及英语。 

我不喜欢独自待在家里。

我不喜欢西红柿。

我喜欢所有的音乐。

我喜欢园艺。

我来自一个有15个孩子的家庭。 

我组成了一个有20个孩子的大家庭。

我喜欢旅游，看世界。

我每天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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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
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择养老服务时，重要的是您要找到一个由外向内
深入了解您的机构--- 了解是什么赋予您生活的目的, 了解您的信念，并了解是什
么让您与生活连接起来。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  
1800 618 107 or visit  
www.seemeknowme.org.au



识我， 
知我。
Molly

我曾经在马来西亚沿街卖甜点。

我在一起工作的工厂里认识了我丈夫。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

我知道怎么做出好吃的印度煎饼 
(roti canai)。

我相信，看太多电视对你的大脑不好。

我喜欢看中文报纸。

别伤害任何人——这最重要。

我害怕得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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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
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择养老服务时，重要的是您要找到一个由外向内
深入了解您的机构--- 了解是什么赋予您生活的目的, 了解您的信念，并了解是什
么让您与生活连接起来。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  
1800 618 107 or visit  
www.seemeknowme.org.au



识我， 
知我。
Tony 

我在工厂工作了很多年。

我玩过三种乐器。

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我来澳大利亚，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
生活得更好。

我开始接受肾脏透析治疗时，一切都
变了。

我相信，坚持不懈很重要。

我喜欢烹饪和唱歌。

我希望政府能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和
照顾。

我的足球队是Liverpool(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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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
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择养老服务时，重要的是您要找到一个由外向内
深入了解您的机构--- 了解是什么赋予您生活的目的, 了解您的信念，并了解是什
么让您与生活连接起来。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  
1800 618 107 or visit  
www.seemeknowme.org.au



识我，知我。
我的开场白
您可以用这些开场白与家人和朋友谈谈您自己。

Call 1800 618 107
www.seemeknowme.org.au

1. 我喜欢...

2. 我不喜欢谈论...

3. 我曾经遇到...

4. 我很了解...

5. 我喜欢谈论...

6. 我对 ...感兴趣

7. 我相信...

8. 我爱...

9. 当 …时，我永远地变了。

10. 我害怕...

Simplified Chinese



识我，知我。
激励你思考人生目标的题目

Call 1800 618 107
www.seemeknowme.org.au

请问自己这些问题：

什么事会让我早上起床？ 
(与朋友见面、做志愿者、为一项事业而奋斗、创造……)

什么事会让我感到平静？
(孙辈、诚实地活着、原谅、唱歌……)

什么事对我的人生一直有重大的影响？
(诗歌、1986年的网球比赛、我的孩子去世了……)

什么习惯能帮助自己与他人有联系？
(家庭聚餐、给花园浇水、祈祷……)

Simplified Chinese



识我，知我。
向老年护理机构提出的问题
灵性是关于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和联系。与自己、他人、创造力、大自然和比
我们更大的事物建立联系。它不一定与信仰有关。

Call 1800 618 107
www.seemeknowme.org.au

以下问题能帮助了解老年护理机构是否在设法理解和响应每个人的需要。 
他们回答得怎么样？您开始提问时，他们的反应如何？

1. 你们将如何支持我保持各种联系和关系？

2. 为了让老人有一个好的过渡，你们会如何做？

3. 这里的人们如何理解灵性？

4. 精神关怀是如何融入你们的服务中？

5. 我将有什么机会反思我的遗产？

6. 你们将如何了解我的希望之源？

7. 你们将如何支持我的希望之源？

8. 如果我遇到困难，谁能和我在一起？

9. 会有多少不同的工作人员与我合作？

10. 你们是Meaningful Ageing Australia的成员吗？

Simplified Chinese



识我， 
知我。
Jessica

我曾经在印尼有一个餐饮生意。

我会讲客家话、广东话、闽南话、普通
话、印尼语及英语。 
我不喜欢独自待在家里。

我不喜欢西红柿。

我喜欢所有的音乐。

我喜欢园艺。

我来自一个有15个孩子的家庭。 
我组成了一个有20个孩子的大家庭。

我喜欢旅游，看世界。

我每天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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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
择合适的养老服务时，你要找到一个不仅看见你的表面还了解你的养老服务机构——了解什么赋予你目的，了解
你的信念，并了解什么让你与生活建立联系，这很重要。 

在Meaningful Ageing，我们相信,养老服务不只局限于日常需求,还应包括现代的精神照顾,这意味着,老年护理机
构把深入了解每一位老人作为重中之重.如果您和您的爱人需要养老服务,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认识您还了解您。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1800 618 107， 
或访问www.seemeknowme.org.au。



识我， 
知我。
Molly

我曾经在马来西亚沿街卖甜点。

我在一起工作的工厂里认识了我丈夫。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

我知道怎么做出好吃的印度煎饼(roti canai)。
我相信，看太多电视对你的大脑不好。

我喜欢看中文报纸。

别伤害任何人——这最重要。

我害怕得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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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
择合适的养老服务时，你要找到一个不仅看见你的表面还了解你的养老服务机构——了解什么赋予你目的，了解
你的信念，并了解什么让你与生活建立联系，这很重要。 

在Meaningful Ageing，我们相信,养老服务不只局限于日常需求,还应包括现代的精神照顾,这意味着,老年护理机
构把深入了解每一位老人作为重中之重.如果您和您的爱人需要养老服务,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认识您还了解您。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1800 618 107， 
或访问www.seemeknowme.org.au。



识我， 
知我。
Tony

我在工厂工作了很多年。

我玩过三种乐器。

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我来澳大利亚，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
生活得更好。

我开始接受肾脏透析治疗时，一切都
变了。

我相信，坚持不懈很重要。

我喜欢烹饪和唱歌。

我希望政府能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和
照顾。

我的足球队是Liverpool(利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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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养老服务时, 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由外向内的深入了解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人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皱纹和白发，而不是那些造就我们的故事、情感、信仰和经历。在选
择合适的养老服务时，你要找到一个不仅看见你的表面还了解你的养老服务机构——了解什么赋予你目的，了解
你的信念，并了解什么让你与生活建立联系，这很重要。 

在Meaningful Ageing，我们相信,养老服务不只局限于日常需求,还应包括现代的精神照顾,这意味着,老年护理机
构把深入了解每一位老人作为重中之重.如果您和您的爱人需要养老服务,请确保老年护理机构认识您还了解您。

识我，知我。
如要了解详情，请于周一至周五拨打1800 618 107， 
或访问www.seemeknowme.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