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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此简易指南提供有关亲属护理之资讯及其相关重要事项。
此指南主要说明在芬兰亲属护理的意义及如何申请相关的补
助。人们有时生活上需要如穿衣及吃饭等方面的照料。这是例
如因年老伤残或疾病所造成的照料需求。在此情况下，	人们
由於无法生活自理而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朋友和亲人经常是重
要的帮手。如果有人长期需要亲属生活上的照料，这亲属亦即
所谓的亲属护理员。这表示亲属护理员利用自己的时间及资源
来帮助他/她的近亲。此指南专为从事亲属护理者参考使用。	
照料近亲的亲属护理员可获例如经济上的补助。此类服务和补
助需经申请。参阅此指南您可思索当在此情况下您与您的近亲
需要那些服务及补助。此外您也需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照料您
近亲的实用建议。

请参阅此指南!

	 如您觉得精疲力盡或孤獨时，请与有关单位联络。例如您
可向社工或医生谈述家里的情形及您如何照料近亲。如您认为
未得任何协助，可再次联系他/她们。

	 您可能觉得事情很棘手复杂。提出问题，忠告建议和解释
说明则能帮您了解状况。有关部门的工作任务即是帮助您与
您的近亲,		提问并聆听工作人员的说明。公开坦诚及清楚告诉
他/她们您的情形。
	 如事情对您而言很棘手，您也可以告诉他/她们。有关单位
的工作人员总有保密义务。亦即他/她们不得将您与您家里的
事情透露给其他人。

	 如您与工作人员因语言沟通导致接触有困难时，您可协同
您的支助人一起去。如您的芬兰语程度不够，您亦可请翻译在
场。

	 虽然各地的文化及习俗不同，但人们确是到处都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近亲的健康和幸福。大家都理解这点。
而您也不需要单獨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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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为亲属护理一员?
很多人可能已是亲属护理者却不自知。
您可依据以下的问题来思索您是否已成为亲属护理者。
 •	您是否每日照料近亲?
 •	无您的照料他/她是否能日常生活自理?
 •	您是否帮他/她穿衣，洗浴或服药?
 •	您是否喂他/她吃饭或助他/她移动?
 •	您是否每晚将药拿给他/她服用或帮他/她换尿片?
 •	当您不在时，是否需要有人照顾他/她?
 •	您是否会帮他/她做一些他/她以前能自己做到的事?

	 您的近亲有可能是患病，残障或是已年老。如您每日照料
他/她的洗漱，穿衣和吃饭，那您就是亲属护理者。您符合特
定的条件，您即可获得市政府的服务及补助。

	 有关您的情形和情况评估并不容易。有可能很难确切知
道，您是否属於亲属护理一份子。以下的清单可令您清楚分辨
谁能是亲属护理而谁不算是。

谁能是亲属护理者?

亲属护理者可能照料近亲
 •	母亲或父亲
 •	亲生且已成年的孩子
 •	配偶
 •	亲属
 •	邻居
 •	朋友

谁不能是亲属护理者?

亲属护理者不能是
 •	陌生人
 •	受聘照顾近亲的专业护理人员
 •	被照料者是未成年的孩子

	 亲属护理者需要日常生活上的支助。因此如您是某人的亲
属护理者，这些事是您必须知晓的。被护理者需要适当足够的
照顾。

	 若是不想或无法照顾近亲，则他/她不能成为亲属护理者。
亲属护理者须照料被护理者的安康及权益。	换言之，亲属护
理者不得违反被护理者的权益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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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亲属护理?
	 亲属护理者可能会需完成全新或陌生不明的任务。亲属护
理的一部分就是学习新的事情。
例如您可以:
 •	助他/她服药
 •	喂他/她吃饭
 •	帮他/她洗浴
 •	给他/她精神上的慰藉
 •	抬起他/她或移动他/她、
 •	在旁监测

	 这些任务十分重要。老年人，残障者或病患无法自理这些
事项，他/她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亲属护理可能会很艰辛。对您而言情况可能是陌生困难
的。因您的新角色是担任亲属护理，您有可能会担忧及紧张。	
您可能无法在一开始就知道您必须做什么或对您的预期是怎
样。您的情绪可能会很矛盾。						您可能感到焦虑不安，暴躁
或情绪低落。同时您也想将您的近亲照顾得更周到。在面对新
的情形下，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

	 亲属护理总是艰辛的工作，它指的是服务另一个人与对他
人行善事。因此必须出自本心。在护理方面，亲属护理者可得
到所需的帮助。

您不须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

	 由于文化各异，国家不同，人们对亲属护理的处理方式也
有差异。在家庭里可能有各别的方式照料近亲。在很多文化
中，已成年的孩子，特别是由女儿来照顾年老的双亲。在有些
国家则是父母会与孩子同住，直至生命盡头。以前在芬兰是一
家几代住在一起。虽然现今在芬兰，亲人已不住在一起，但家
庭成员在照料一事而言，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如果人们都不照
顾自己的亲人，我们的社会将陷入巨大困境。亲属护理者所从

事的是关键重大的工作。

	 亲属护理因阶段及家庭相异而有所不同。有时亲属护理指
的是亲属护理者24小时不停地照料近亲。	此种情况是当例如
被照顾的近亲无法自己吃饭，穿衣，如厕或确保自身的安全
时。有时亲属护理者除了工作外还利用自己的所有空闲时间来
照料近亲。	亲属护理可能持续几年或终身。

	 亲属护理改变家庭生活，例如亲人如果遭遇事故意外，家
庭生活可能转眼间就改变。而当近亲渐渐年老，情况也可能是
慢慢转变。

	 亲属护理的意义在于保存其在家庭中的熟悉的角色。例如
亲属护理者与被照顾者乃是对方的配偶。亲属护理的优先情形
为父母，配偶和孩子。
	亲属护理者会是
 •	残障孩子的父母
 •	配偶照料妻子或丈夫
 •	照顾年老父母的女儿或儿子。

 亲属护理指的是被护理者可以盡可能长久地住在自己家中。
由此保证他/她们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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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护理阶段
	 家中需要亲属护理的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情况的发展可能
很缓慢或很迅速。当亲人逐渐年老，他/她将需要帮助。生而
残障的孩子需要特殊的护理。亲人可能突然染病或发生意外事
故。

	 亲属护理将影响整个家庭生活。当家庭成员患病或伤残，
随着亲属护理而来的是生活转变。

	 亲属护理由不同阶段组成。阶段的长短可能不一致，并非
所有家庭要度过全部的阶段。而是由亲属的疾病或伤残程度来
决定亲属护理者过度阶段的快慢。

以下的清单解释不同的阶段及过程

1.	阶段:	准备
	 在准备阶段亲属护理者须预备未来的护理情况。亲属护理
者须认知就在短期的未来中，近亲将会需要更多的协助和时
间。整个家庭的生活将起变化。在这阶段里重要的事是收集资
料并多提问。
 
如何准备?
 •	查清有关事项。
 •	提问与收集资料。
 •	与亲人和专业人员详谈有关事项。
 •	提前计划，	像是您如何处理亲人及您自己的财务事项。

2.	阶段:	开始亲属护理
	 在这阶段将开始亲属护理。此时您需发展照料近亲的方
法。试着找出最适合您，您的近亲与您的家庭的方式。

如何开始?
 •	尝试并学习您将要做的事项。

 •	寻找有助与您护理情况的相关服务与支援模式。
 •	联系及认识其他的亲属护理者。
 •	联系提供相关支助和服务的机构。

3.	阶段:	亲属护理
	 第三阶段的护理是您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您最好已有日
常例行常规。	您有特定的方式来护理照顾您的亲人。	亲属护
理是您及您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借着例行常规的帮助，可令护
理情况和您的生活达到平衡。您应对游刃有余，则您的家人也
才能安康。

如何维持您的亲属护理情况及您的生活间的平衡?

	 您得到有助于您护理情况的支助是很重要的。这支助可指
经济方面或精神方面。您可从不同的支助模式，例如机构组织
收集到所需的资讯。您也可参与机构组织的活动，如各种不同
的课程。同工的支持也很重要。这是指您能与置身于同样情况
的人们谈论有关的事情。

 •	照顾爱惜自己。
 •	要有足够的运动和休息。
 •	做自己喜欢的爱好。
 •	记得在护理亲属时暂歇并在需要时开口寻求帮助。

4.阶段:	亲属护理终止

	 最后阶段是亲属护理的终止。亲人搬到他处居住，例如护
理之家或看护服务院。	另一个可能是亲人去世。

您如何来过度亲属护理的终止?
	 亲属护理结束后，您的生活中不再需要护理任何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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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亲人将护理转移他处，亲属护理的结束仍然会带来变化。

	 面对您经历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与其他人谈论您的心路历
程并分享您的经验。如亲人过世，您定会感伤且缅怀他/她。
说出您的护理经验能帮助其他的亲属护理者。您可作笔录。

亲属护理者的支助及服务

什么是亲属护理补助?

 •	亲属护理者的工作任务很重要。
 •	亲属护理者照料近亲并顾及他/她的安康福祉。
 • 亲属护理者也须照顾自身，如此他/她才有精力照料他人。
 •	因此有那些协助及到何处申请是必要知道的。
 •	亲属护理者可获得不同的服务和补助。
 •	但他/她必须自己申请。
 •	他/她本身须积极且查明可申请何种补助。
 •	支助模式及服务是很多种。
 •	您可寻找最适合您与您家庭的支助模式。

补助可从以下地方获取:
 •	居住地的市政府
 •	Kela亦即芬兰国家社福机构
 •	机构组织
 •	教会

以下章节里会详细介绍亲属护理的补助及其它的支助模式。

 • 亲属护理者有可能获得护理补助。
 • 亲属护理补助由居住城镇政府来发放。
 • 亲属护理补助指的是亲属护理者凭借亲属护理工作获取金钱。
 • 除此之外亲属护理者也可有休息日，休息日就由例如职业
护理人员来照顾您的亲人。亲属护理补助也包含职业护理人员
提供给被护理者的服务。

当指定的条件符合时，	市政府会发给亲属护理补助。
接下来说说有那些条件。

 • 被护理者是病患或是残障者
  • 因他/她患病或是残障而无法生活自理。
  • 他/她的自理能力减少，已无法独自一人生活。	 
	 			他/她需要护理或照料。

 • 被护理者的亲朋愿意照顾他/她。
 • 患病者的亲朋可照料他/她并藉由充分的服务来护理帮助 
	 			他/她。
 • 亲属护理者本身是健康且能照料近亲。

  • 亲属护理所提供的护理是足够充实
 • 被护理者所得到的照料护理能确保他/她的健康， 
	 		福祉和安全。
 • 充足的护理是指亲属护理者也能获得其它足够的服务， 
	 		例如来自		护理	专业人员的服务。				

 • 家中居住环境适合护理条件
 • 被护理者的居家环境条件适合他/她在家接受护理。
 • 政府代表则会评估被护理者在家护理是否对他/她有益。 
	 		这时将考虑人们在家护理是否比例如在其它地方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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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亲属护理补助? 亲属护理补助包含那些项目?
 •	亲属护理补助是需要透过申请的。
 •	补助必须向被护理者的居住地市政府的社福单位申请。
 •	市政府指的是辖区内居住的人们选出的行政代表。
 •	它是为市民安排服务的行政组织。

	 请先与社福单位联系并索取亲属护理补助申请表。将填好
的申请表送回社福单位。	之后会有专业人员评估您的情况。

	 来自社福单位的专业人员会到您家中与您讨论有关您的情
形。随行的会有专业护理人员。这次会谈很重要。	您可以慢
慢地细说您的日常生活。	您可以思考且告诉他/她们您在照料
近亲的时候需要那些协助。

会谈之后有关单位将会针对您的亲属护理补助做下决定。

	 决定有可能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如决定是肯定的，即代表
您可获得亲属护理补助。这时您必须与市政府签订有关亲属护
理的协议。此协议名为亲属护理协议。

	 之后市政府的代表，亲属护理者和被护理者将就护理内容
做相关计划。	计划是属於亲属护理协议的一部分。	它被称为
护理及服务计划。	它的内容则包含例如被护理者需要那些服
务及市政府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计划并指定亲属护理者如何
照顾近亲及护理工作量。	计划中也标明护理是否为24小时全
天性。

	 以下的清单将告诉您亲属护理补助包含那些为亲属护理者
及护理者的支助。	所有的服务和细节都会记载在护理及服务
计划中。	计划中也写明亲属护理者的假日是如何安排的，亦
即当亲属护理者不在时由谁来照顾近亲。

给予被护理者的亲属护理支助:
	 护理
 •	亲属护理的支助包含亲属护理者给予被护理者的护理。
 •	当被护理者的亲属护理者放假时，他/她仍能得到护理
	 		照顾服务。
 •	支助包含市政府所提供的社福及健康医疗服务。
 •	被护理者可获得例如市政府的辅助器材或是家庭护理
	 		相关的服务，如送餐服务。

	给予亲属护理者的亲属护理支助:
	 金钱
 •	亲属护理支助包含支付给亲属护理者的金钱补助。
 •	补助数额依据护理具有的约束性，即亲属护理者使用
	 		多少时间来照料近亲而定。
 •	於2016年最小的亲属护理补助金为每月387，49欧元。
	 		 如果护理需要大量时间人力时，护理补助金则相对更多，
	 		即每月至少774，98欧元。
 •	补助金数额可能依居住地有所不同。
 •	护理补助金是应纳税收入，即此金额您须付税。

	 休息日
 •	亲属护理者可根据护理性质的约束性和需求性来决定应得 
	 		的休息日。
 •	如果护理情况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则亲属护理者有权每月 
	 		总可休息两日或三日。
 •	市政府负责当亲属护理者休假时，如何照料近亲。护理可 
	 		安排到安养院或被护理者可留在家中。此时市政府可雇佣 
	 		护理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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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护理代工可以是被护理者的亲人或其他亲近关系的人。
 •	总是由市政府来决定当亲属护理者休假时，如何安排有关 
	 		的护理。	亲属护理者与被护理者对此可表达自己的意见。
 •	总是在对被护理者有益的护理情形下，才得安排休假日。
 •	在有些城市也为休假日的安排给予服务有价券。政府工作 
	 		人员会告诉您如何使用服务有价券。
 •	如果护理工作情况很沉重，市政府可给予亲属护理者三天 
	 		以上的休息日。	除此以外，市政府有可能准许短暂的休 
	 		息日以供您放松提神。

退休养老保障

 •	亲属护理补助金可归入累积亲属护理者的退休养老金。 
	 		退休养老金是指当您退休后所可获得的金钱。
 •	当亲属护理者未满68岁前，所获取的亲属护理补助可归入 
	 		累积退休养老金。

保险
 •	市政府为亲属护理者投保保险。这是指为亲属护理者投 
	 		保的意外险。	所谓的意外指的是例如亲属护理者在车祸 
	 		中受伤。
 •	在护理及与护理有关的路程期间保险生效。	如果亲属护 
	 		理者在这期间发生意外，他/她必须就医。
 •	亲属护理者须向医生要求开具医生证明，亦即保险理赔所 
	 		需的E-声明。
 •	当意外发生后，亲属护理者须立刻通知与之有协议的亲属 
	 		护理代工者。

其它的支助
 •	每位亲属护理者都有指定给的专属支助人员，您可与他/ 
	 		她联系。
	 		专属支助人员又称为官方职务所有人。
 • 官方职务所有人可给予您有关亲属护理事项的资讯及协助。
 •	官方职务所有人依法指导并给予亲属护理者有关亲属护理 
	 		的支助和服务之建议。
 •	例如当亲属护理者生病时，亲属护理无法在家中继续时， 

	 		可与官方职务所有人联系。
 •	市政府支援亲属护理者身心上的支撑应对。例如亲属护理 
	 		者可参与康复课程或与其他亲属护理者会面。这些的支助 
	 		模式会记录在护理及服务计划中。
 •	亲属护理者也可向市政府要求安康及健康检查。
 •	在2018年初市政府将为亲属护理者安排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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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支助亲属护理者的服务

Kela亦即芬兰国家社福机
构的补助

	 市政府提供支助亲属护理者各种不同的服务。这些服务不
会自动到您手中，而是您必须申请或是与官方职务所有人协
商。服务不一定是免费的，而是有些您须自费。
	 思考您自己的情况。什么最费神，费力气及那些方面您需
要帮助?	然后将您忧心的事告诉官方职务所有人。	他/她能给
予您最佳的建议忠告。
	 如果您的近亲是伤残者，他或她有权享用记载於残障服务
法的服务。医生证实伤残等级且给予证明。此指南未包含说明
残障者专属的服务。	您可向官方职务所有人询问相关资讯。

一些支助亲属护理者的服务例子:
家庭护理
 •	例如每日例行事务，像是沐浴，可向市政府要求协助。
	 送餐服务可获取已煮好的餐点送上门。

家庭医疗护理
 •	当在家照顾近亲时可要求家庭医疗护理。家庭医疗护理员
	 		可例如处理伤口或施打胰岛素针。

日常活动
 •	被护理者可加入服务之家所谓的日常活动安排。
 •	服务之家会安排像户外活动及音乐演奏等活动。
 •	白天的时候被护理者也可享用餐点。
 •	市政府会安排被护理者的接送交通。
 •	计程车早上来接被护理者到服务之家， 
	 		然后下午再送他/她回家。

短期护理
 •	如果护理工作转变为沉重无法应付时， 
	 		请与您的官方职务所有人联系。
 •	可暂时将被护理者安排到安养院或是老 
	 		年病残等群组之家接受短期护理。

Kela是芬兰国家社福机构的简称。
Kela负责居住在芬兰的居民在不同的生活情况下的基本安全保
障。
Kela例如支付各种的补助。

	 如果亲属护理者与被护理的近亲符合指定的条件时，则可
向Kela申请补助。这些补助是例如护理补助，伤残补助及康复
补助。

请向Kela资讯有那些支助模式和那些补助是您能申请的。
Kela有简易说明有关Kela各项补助的小册。

护理器材
 •	护理期间需要不同的器材，例如尿片和导管。
 •	医生可按被护理者的器材需要开具证明。
 •	凭证明您可构得较便宜或获取免费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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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及亲属护理 亲属护理者- 
请爱惜照顾自己！

	 亲属护理者也可上班工作。此时您必须考虑您的时间和精
力是否足够应对。时间和精力须运用在工作上班，亲属护理及
和家人相处。但重要的是您能留些时间给您自己。如果您有工
作，那么市政府提供的服务对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与您的上司讨论您的情形。有可能您的工作时间可变得弹
性。	这是指您可以在家工作。您可以向公司申请不同的休假
日，例如替工假或是育儿假。这将表示您的工作时间缩短且您
会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亲属护理上。	但同时您的工资也相对减
少。	您可向Kela申请例如金钱上的补助。年长的亲属护理者
也可申请兼职养老金。这时工作者是部分时间上班而部分时间
处於退休状态。

	 当家人突然生病或遭遇交通意外事故时，依法工作者有权
暂时离职。离职时间长短总是必须先与公司协议好。离职期间
是无薪的。

	 您能照料并帮助近亲是好事。照料护理是对其他人爱的表
现。但护理也可能是沉重的。亲属护理若是没有足够的支助，
可能令身为亲属护理者疲累。	身为亲属护理者的您也应当接
受协助和支助。

确保您自己身心健康。当您安康时，您才能更好地应对您的护
理工作。遵守以下的指导，以保持您的健康:
 •	饮食健康
 •	睡眠充足
 •	多做户外运动
 •	强身健体

亲属护理者应当固定地做健康检查。

	 近亲护理工资可能持续全天24小时。	近亲不断地需要您的
帮助。亲属护理者须学习被护理者自己之前做得到但现今无法
从事的新任务。被护理者的性格也可能有所改变。亲属护理者
可能需要照料并负责整个家庭和生活。这些全部都将耗费亲属
护理者的体力及精力。

	 亲属护理者或许不会有任何自我的时间。所有的时间全用
在护理与其它的工作上。但自我的时间对自己来说确是极为重
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和休闲娱乐。从中得到精神与身体
上的力量。当您照顾好您自己后，您才能继续帮助您的近亲。
自我照料并非无用，而是必要及有用。只有身心健全平衡的人
才能更好地帮助其他人。

	 记得放松并想些其它的事情。思考您能从何处获得力量。
您是否有对您而言极重要的嗜好？	如有可能，请继续保持您
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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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列出有些您可以用来放松的意见:
 •	做些您喜欢的事，如听音乐或看书。
 •	每日记得到外面走走。
 •	记得休息。	如晚上睡眠不足时，请隔天睡个午觉。
 •	保持幽默感和大笑。	笑是良药！
 •	每天写日记。将您的快乐与悲伤写在日记上。
 •	和朋友及亲人相聚。
 •	上城中去购物，看电影或听演奏会。
 •	与孩子及孙子多相处。	 
	 		和他/她们一起玩并讲故事给他/她们听。
 •	种些花或照顾您的花园。
 •	记得每天称赞一下自己。

	 身为亲属护理者的您得到其他人的支助对您来说是很重要
的。家庭和亲属对人而言是重要的支助网络。亲属间互相帮
助且能容易地向他/她们询问建议。当自己的家人或近亲患病
时，人们需要亲属的支助及与他/她们倾谈情况的机会。

	 如果亲属们住在另一个国度，您可能会觉得支助网络很
小。虽然亲属们住得很远，您可转向其他的亲属护理者求助。
您不会被单独留下面对您的情形。在芬兰有很多处于相同情况
下的亲属护理者。

	 其他的亲属护理者能体会您的处境。您可与他/她们分享您
的情绪及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同行的支持。您可自他/她们得
到众多有关亲属护理的资料。在许多的机构组织中都有亲属护
理者的同行小组。

来自其他人的支助

 •	您可能觉得加入小组很困难。
 •	但您要想这是对您有好处。
 •	您将能有少许属于您自己的片刻时间。
 •	如果您是移民，参加小组对您而言是重要的。
 •	您可以认识其他的亲属护理者并听听他/她们的经验。
 •	他/她们知道很多当地亲属护理服务与支助模式的资讯。

但也并非总是能成功地加入小组
	 亲属护理者可以与例如朋友或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叙说。经
常有些朋友也有关于照料护理亲人的经验。当您与他人叙说事
件的同时，您也能得到相对的支持和鼓励。

	 您也可以和专业人员叙说，他/她们会对此谈话内容保密。
专业人员有保密义务并不得将您的事情告诉其他人。

	 在互联网上有亲属护理者的同行支助小组及各种不同的讨
论专栏。透过互联网您可与来自全世界的亲属护理者探讨。透
过互联网您也可以得到许多有关例如亲属护理及护理病患的资
讯。

	 如果您在护理照顾期间或是您对自身的应对能力有任何担
忧的地方，请与您的官方职务所有人联系。告诉他/她您的担
忧疑虑。请不要独自一人担忧疑虑。请向其他人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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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护理者的机构组织
亲属护理者及近亲联盟协会
	 亲属护理者及近亲联盟是为亲属护理者和被他/她们护理的
近亲所设的机构。它是负责处理协会会员的事务并为例如促进
提倡亲属护理者的地位全国性的组织。

	 协会为会员提供支助，指导和建议忠告。亲属护理者在面
对问题情况下时，也能得到法律方面的协助。透过联盟亲属护
理者能获得休假日或是上复健课程的机会。

联络资讯
亲属护理者及近亲联盟协会
Hämeentie	105	A	18
00550	Helsinki
互联网:	www.omaishoitajat.fi
电话号码:	020	7806	599

首都地区亲属护理者与近亲联盟协会	POLLI
首都地区亲属护理者与近亲联盟协会名称为	POLLI。
它的行政活动范围主要在Helsinki和Vanta。
POLLI是一个当地的协会，提供所需的支助，指导和建议忠
告。
协会会安排郊游及庆祝活动。
POLLI会在每年出刊4次的会员杂志上告知有关的活动。

联系资讯
首都地区亲属护理者与近亲联盟协会	POLLI
Pasilan	puistotie	8
00240	Helsinki
互联网:	www.polli.fi
电话号码:	040	5332	710

							您可以通过付会员费加入成为亲属护理者及近亲联盟的
会员。同时也加入地方协会。只要注册报名一次就可以了。	
2016年的会员费是一年20欧元。

	 地方协会由亲属护理者的小组组成。在小组中您可以认识
其他的亲属护理者。协会每年4次发给会员名为Lähellä-杂志
的刊物。另外当地协会也会将活动资料发给会员。会员可从中
获取实用的指引。其中好的一份是命名为知道，能够，生存度
过。指引中附有支持亲属护理的服务列表。

	 当地协会除了在首都地区外，其它城市也都具有。请查明
您居住地的当地协会。全国各地有很多类似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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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机构组织 教会
	 在芬兰有众多的机构组织和协会。它们专促进特定的事
项。机构中可包含会员或是其它的组织。几乎所有的疾病和伤
残组团有为其专设的机构。很多市民机构支助亲属护理者。市
民机构专为人民的权益服务或帮助人民。请找寻适合您与您近
亲的功能组织。

	 如果您是智障孩子的母亲或父亲，您可由智障支助联盟及
智障联盟获取众多有用的资讯和支助。这些联盟的互联网页上
也都具有简易的资料。
互联网的网址是
 •	www.kvtl.fi
 •	www.kehitysvammaliitto.fi

	 如果您照料护理年老的父母亲，您可由例如老年工作中心
联盟，老年及近亲服务联盟和记忆联盟等处获取资讯与支助。
它们的互联网的网址是:
 •	www.vtkl.fi
 •	www.valli.fi
 •	www.muistiliitto.fi

	 如果您的近亲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您可由例如心理健
康中心联盟，心理健康组织获取资料及协助或名为近亲心理健
康工作联盟的支持。
它们的互联网的网址是:
 •	www.www.mtkl.fi
 •	www.mielenterveysseura.fi
 •	www.finfami.fi

	 请查询更多可能对您有益的各种组织。您可由自己的亲属
护理者协会获得更多的资料。

	 很多教会具备亲属护理者团组。自团组可获取同行支助且
大家能一起相聚。	并能与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们共同探讨事
情。

	 教会安排亲属护理者的相关节目，例如娱乐休闲日，讲座
和露营。教会也提供精神援助。您可与教会员工探讨您的事情
而他/她会为您保密。请向您所在地的教会咨询更多的活动。

您是否照料没有您协助日常就无法自理的人呢?
您是您近亲的亲属护理者吗？

	 此指南提供简易有关亲属护理和其它相关事项的资讯。在
指南中将告诉您，在芬兰什么是亲属护理及那些补助可以申
请。

	 身为亲属护理者，您需要知道在芬兰护理制度如何运作的
资讯。您也需要实际的建议来帮助您度过日常事务。

	 在世界各地人们和他/她们的基本需求都是一样的。文化及
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大家都会在人生某些阶段时需要护理
与照料。

在芬兰有很多亲属护理者。
您不是独自一人在这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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