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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您居家舒适生活所需的看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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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 
我们关心您。

Acclaim Health是一家注册慈善基金，
当您选择我们时，就是在为社区投资。
我们的服务包括：

• 失智症看护

• 居家看护

• 社交支持

• 跌倒预防

• 安养院看护

• 身心健康支持

• 丧亲支持

拨打该号码， 
我们可以提供您需要的帮助。

1-800-387-7127
www.acclaimhealt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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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看护
专业、体贴的工作人员可在您家中为您
的家庭成员提供照顾。我们有不同层级
的护理能满足您的需要，服务项目包括
情感陪伴、个人护理或看护。我们的居
家看护注重品质：我们还会保证您充分
利用社区中由政府资助的看护选项，并
且提供居家环境安全性评估。

您可以联系我们讨论您的专属护理方
案，

电话：905-827-8800。 

个人护理支持
个人护理工作者可提供您舒适生活所需
的支持。所有个人护理工作者都具备全
面过密集持续的培训，为您提供最高品
质的护理。

如符合资格，您可免费享受医疗系统提
供的个人护理支持。Acclaim Health是
荷顿区可提供政府资助个人护理支持的
服务方之一。

私人居家和个人护理支持服务全天候提
供，全年无休。

居家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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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护理
我们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已近90年，能够
在社区中传承典范式的护理服务是我们
的骄傲。

我们体贴、友善和博学的护士一如既往
地因出色的高品质服务而闻名。如符合
资格，您可免费享受医疗系统提供的居
家护理服务。Acclaim Health是荷顿
区可提供政府资助护理支持的服务方之
一。

私人居家护理服务全天候提供，全年无
休。

护理诊所

当您在我们的诊所中接受护理时，我们
体贴、友善和博学的护士可为您服务。

诊所旨在护理需要护士专业服务的人
士，但其仍可自行离家而不会对健康造
成负面影响。这通常针对伤口护理或输
液治疗，但也提供其他类型护理治疗。

您可免费享受医疗系统提供的护理诊所
服务。Acclaim Health是荷顿区可提供
护理诊所服务的服务方之一。

诊所仅面向Acclaim Health护理病患，
不向公众开放。

居家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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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s Lifeline 专线
有了Philips Lifeline专线，您可随时
呼叫服务，即使您无法说话。Philips 
Lifeline专线是便于使用的医疗警报系
统。 

注册或了解详情， 
请拨1-888-339-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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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探访
在记忆力丧失的早期阶段，维护友谊可
能格外困难。但社交联系对保持交流能
力和促进快乐很重要。 

我们的记忆力探访项目志愿者受过特别
训练，可以帮助因失智、中风或受伤而
处在记忆力受损早期和中期的人士。一
般每周一次，每次1-2小时。 

失智症成人日间看护项目
如果生活能力得到培养、成就被尊重、
人生经历受到重视，失智症人士也可愉
快生活。 

我们的看护项目积极创新，氛围温暖友
好，可促进个人独立，成人日间看护项
目很受欢迎，又称为“俱乐部”。

看护人士也喜欢该项目，因为他们可以
借此时间休息并结识其他看护人士。

地址

• Burlington 
周一至周六   
905-632-8168

• Oakville 
周一至周六和周二晚间  
905-847-9559

每天收取象征性费用。提供经济支持。

失智症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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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回家告诉我们她做了好多各式
活动。在谈到该项目时，她的眼里都
在闪光。”

– 服务对象的看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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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暂托看护
您是否需要看护支持以便上课、参加活
动或只是想休息一下？专业、体贴的工
作人员可在您家中为您患有失智症的家
庭成员提供照顾。

服务时间从一小时到过夜甚至几天。价
格取决于看护层级和护理时间。

失智症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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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支持与教育
看护咨询

我们的看护教育协调员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或电话解答问题、针对护理方法提出
建议、亲自提供帮助。

教育宣导

我们提供各类课程：

• 如何护理失智症人士

• 病程发展会带来什么

• 如何护理您自己

• 如何获取社区资源

支持团体

与其他看护人士会面能分享经验、探索
共同挑战的解决方式，并且发现社区资
源。您可以查询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时间
和地址。

失智症看护

“没有这些免费的资源，我就无法如
此自如地履行看护者和看护计划者的
角色。”

- 服务对象的看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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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纪增长保持社交互动是保持晚年
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成人日间看护项目
该项目针对由于各类挑战而有社交孤立
风险的成年人，服务体贴、氛围友好。
您可以获得促进身心健康的支持，让您
达到最佳状态，项目同时提供情感支持
和有趣的活动。 

家庭看护者可以获得急需的休息，让其
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安全、友善和乐趣横
生的环境。

地址

• Bond (Oakville) 
周一至周五 
905-337-8937

• Palermo (North Oakville) 
周一至周五 
905-847-3394

• Coptic (Mississauga) 
周一至周五 
905-812-8222

每天收取象征性费用。提供经济支持。

社交支持和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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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探访
热情体贴的志愿者可以为孤独或身体状
况不佳的长者和由于身体限制而无法外
出的其他年龄段成人提供社交、支持与
外出的机会。友善探访人员的定期来访
能让您的独身生活更加容易，减少孤
独。

Tele-Touch
志愿者会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时程给服务
对象致电，通过电话上的友善交谈为孤
独的长者提供抚慰和安全感。

Art in the House项目
居住在荷顿区部分社区住宅和整个荷顿
区合作社区内的长者可利用此免费、免
预约的艺术和瑜伽课程，活动在秋季、
冬季和春季展开。 

社交支持和看护

“这就像一块能带给人安全感的毯子。
像我一样的人身边没有其他人，这项服
务意义重大。”

-Tele-Touch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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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养院和丧亲

安养院看护
为罹患无法治愈末期疾病的患者及家属
提供情感、社交和心灵支持。

体贴的团队和技能出众的志愿者将伴随
您走完旅程中的每一步。

我们会倾听，努力了解您的需求，为您
和家人提供支持，分享资源，并且随着
您的需求变化帮您联系其他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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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支持
为您寻得内心的平静。身心健康支持能
帮您改善整体健康，同时减轻疼痛，压
力和焦虑。

免费治疗包括： 
• Therapeutic Touch®
• 音乐治疗
• 灵气疗法
• 手部和手臂按摩

面向罹患无法治愈末期疾病、失智症的
患者或者压力巨大的看护者。

丧亲支持
我们理解失去亲人有多痛苦。

丧亲同侪支持

如果刚刚失去亲人，您无需独自面对。
经过培训的志愿者能帮您缓解痛苦，让
您的人生继续前行。我们可前往您家中
或双方合意地点探访。

失去配偶/伴侣互助小组

与其他失去配偶/伴侣的人士会面，在
丧亲支持团体中分享您的体验。

互助小组在荷顿区全年运营。您可以查
询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时间和地址。

安养院和丧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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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支持锻炼项目
该居家项目为期12周，结果可量化，面
向无法参加社区锻炼班的老年人。

适合身体虚弱但希望通过居家锻炼来改
善力量、平衡、活动性和耐久力的老年
人。

社区锻炼班
免费社区锻炼班，在整个荷顿区内开
展，特别面向老年人设计。

通过改进力量、平衡和耐久力减少摔倒
风险。

班级与Lifemark Seniors 
Wellness合作。报名注册或了解
详情，请联系Lifemark Seniors 
Wellness：1-877-696-1620。

跌倒预防

“我喜欢妈妈的志愿者，她极大地
改善了妈妈的身体状况。”

- 服务对象的看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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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
改善他人生活，感受欣慰喜悦！

我们的志愿者机会意义重大，几乎适合
任何时间安排。  

了解更多信息并查询志愿者职位名单： 

 www.acclaimhealth.ca/volunteer 

 volunteering@acclaimhealth.ca

 1-800-387-7127 转  2329

 905-827-8800  转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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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起担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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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laim Health与密西沙加荷顿区本地健康融
合网络 (MH LHIN / 中区) 和汉密尔顿尼亚加拉 
Haldimand Brant地区 本地健康融合网络 (HNHB 
LHIN / 西区) 签订合约，根据其项目和服务指南
提供护理和个人支持服务。观点仅代表Acclaim 
Health立场，不一定反映MH LHIN（中区) 和
HNHB LHIN（西区) 或安省政府立场。

Accredited by: Funded in part by:

@acclaimhealth

2370 Speers Rd 
Oakville, ON 
L6L 5M2

(905) 827-8800 
1-800-387-7127 
Fax: (905) 827-3390

www.acclaimhealt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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