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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人生起点
我们知道，给予孩子最好的人生起点，这极其重要。因此，我们提

供各类治疗、小组和计划、心理健康与牙科服务，从而支持您孩子

的发育、培养信心并促进总体健康。 

如果您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认知或身体发育有忧虑，我们体贴而

专业的团队可以进行评估、诊断，并提供治疗支持。

我们拥有一个从业人员团队，其中包括一位儿科医生，专门帮助儿

童发挥潜能和探索自己的能力。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甚至进入成年

前期，我们一路照料儿童的成长。

我们知道，及早解决问题能受益终生，同时我们注重采用全面的、

量身定制的方法。作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的供应商，我
们可以直接与儿童及其家人开展工作，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取得更多

成果。

我们同样欢迎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来使用我们的服务，获取他们所需

要的支持，尽享美好人生。



健康治疗
我们提供一系列治疗服务，支持您的孩子发挥自己全部 
潜能，并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

• 儿科

• 职业治疗

• 神经心理学

• 语言治疗

• 心理治疗

• 育儿支持

• 营养师

我们在一个体贴的环境中提供

服务，以玩乐的形式开展评估

和治疗。 

我们提供整合式疗法与服务，

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揭示您孩

子健康状况的全貌。

接受我们的治疗服务无需正

式的诊断。 

我们的儿科医生除外，您也

不需要出示医疗转介证明。

根据您享有的优惠或折扣， 
治疗服务费用会有所不同。

我们按照 NDIS 费用
表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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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

我们的儿科医生属于专科医生，

负责针对多种疾病、疾患和失

调问题进行诊断、治疗和提供

专科医疗护理。这也包括自闭

谱系障碍、发育迟缓或脑瘫等

残障。

借助儿科评估，您对孩子身体、

心理和行为发育方面所担忧的

问题将得到处理。 

 

父母的担忧通常属于以下部分

或全部领域：

• 运动与协调

• 交流、阅读和书写

• 社交技能以及情绪管理能力 
缺失

我们的儿科医生常驻 Box Hill 
中心，能说汉语和英语。



作业治疗 
我们的作业治疗师向您的孩子

给予支持，令他们有能力参与

日常活动。其中包括：

• 自我照顾的技能，让孩子能更
独立地在家、在幼儿园或学校

里活动 

• 身体技能：游戏，精细或粗大
动作技能 

• 认知技能：注意力和专注力，
解决问题，概念发展和感觉 
处理 

• 重大人生转变，例如从幼儿园
升读小学

• 社交技能

神经心理学

如果孩子遇到认知、学习、 
发育、情绪或行为上的困难，

我们的神经心理治疗师将向其

家庭提供支持。

通过神经心理学评估，我们就

能深入了解孩子的认知技能，

包括思考、学习和记忆。我们

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

的建议，支持孩子开展日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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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治疗

我们的语言治疗师从以下多方

面着手，从而支持您与孩子提

升沟通技能：

• 语音

• 接收性（理解）和表达性 
（谈话）语言

• 流利度

• 读写能力

• 社交技能

• 替代性沟通系统

• 喂食/进食

心理治疗

面向从初生到 12 岁儿童的家
庭提供中短期协助。其形式可

以是评估、医疗、治疗计划以

及教育人员辅导等。这项服务

向以下方面出现问题的儿童提

供：认知（智力）评估、学习

困难、组织技能、游戏技能、

自我照顾技能、社交/情绪/ 
行为、焦虑、抑郁、情绪 
弹性。



育儿支持

我们的育儿支持服务旨在通过

个人辅导或小组会议的形式，

向养育 12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提
供支持。

家庭支持工作人员可以向遇到

以下问题的家庭提供协助：

• 发脾气

• 就寝问题

• 孩子不听从指示

• 就餐困难

• 对父母、兄弟姊妹或其他人发
生攻击行为

• 其他领域的问题

营养师

我们的营养师向您的孩子给予

支持，帮助他们在饮食习惯上

做出有益的改变。专注领域 
包括：

• 营养及健康饮食

• 食品行为问题

• 体重增加/降低

• 食品过敏和耐受问题

• 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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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准备

该计划向家长和孩子传授相关

技能与技巧，从而发展他们的

阅读前能力、书写前能力、注

意力、动作以及在总体技能上

为入学做好准备。

手写

该计划促进精细和粗大运动技

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儿童在

学习书写时手指的放置与身体

意识。

健康成长（Grow Well）小组
计划
我们按需求提供健康成长（Grow Well）小组计划，旨在支持您孩
子持续发育的需求。 



声音发展 
该计划帮助孩子了解如何发出

声音，学习如何使用语音， 
从而提高他们清晰表达的能力。

该计划采用小组学习的形式，

在一个体贴的环境里，他们可

以与同伴练习语音。

社交技能

该计划以有趣、互动的形式帮

助发展您孩子的社交技能， 
包括问候、轮流、请求帮助、

克服恐惧与焦虑、平伏心情以

及大胆发声。

参与者按年龄、专注领域分组，

主要面向学龄前儿童、小学低

年级以及小学高年级等学龄 
儿童。

喂食诊所

提供给 6 个月大、转吃固体食
物的婴儿到 8 岁大的儿童。 
适合食品种类有限、挑食、 
拒食、存在与食物相关的焦虑

和行为问题的儿童。 

It Takes Two To 
Talk and Target 
Word（Hanen 课程）
如果担心孩子在用词或词组方

面较贫乏，那么这项课程正是

为这样的家长而设。家长们将

学习如何创造学习语言的机会，

然后在家里与孩子一起练习这

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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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
我们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多种选择，根据孩子的需求和需求

变化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我们也向为育儿问题而苦恼的人们

提供情绪和心理支持。

心理健康包括我们在情绪、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健康状态。 
它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感受和行动。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

压力，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如何做出健康的选择。

我们专业而经验丰富的团队与儿童、青少年及家庭携手 
合作，提供：

• 心理辅导

• 重建联系（Reconnect）
计划：对面临无家可归境况

的青少年提供支持

• 阶梯式心理健康护理模式

• 营业时间外心理健康护士



心理健康

⋯面向儿童

在以下方面需要帮助的儿童，

我们提供支持：

• 集中精神、安静就坐或集中注
意力

• 说话以及让别人理解自己

• 结交朋友

• 管理感受，例如愤怒、悲伤和
沮丧

⋯面向青少年

我们在以下方面向青少年及其

家人提供支持：

• 个人支持——需要倾谈对象

• 解决家人、朋友或学校冲突的
途径，如有需要可帮助获取家

庭调解

• 配合其他青少年服务

• 提供有关相关选择或问题的 
信息

• 实质性帮助，例如填写表格、
入学或者赴约

 

⋯面向成年人

我们向遇到以下困难的人提供

支持：

• 抑郁及/或焦虑

• 自尊感较低

• 人际关系问题

• 经历创伤或压抑

• 悲恸及亲人去世

• 愤怒管理

• 家庭暴力和伴侣有虐待行为

• 围产期抑郁症

• 应对疾患或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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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
儿童从两岁起应定期接受牙科检查，这样做很重要，一来可以培养

良好的牙齿健康习惯，二来可预防未来牙齿出现问题。 

这些习惯能促进良好的口腔健

康护理，令他们终生受益。

事实上，我们通常鼓励最年幼

的顾客，在他们萌出第一颗牙

齿时就来牙科诊所熟悉环境。 

这些检查往往采用膝盖对膝盖

的姿势来执行，因此孩子能与

您贴近并感到舒适。

这些检查的目的在于：

• 让儿童熟悉牙科诊所的环境、
牙科医生以及牙科诊疗椅

• 有助于及早发现龋齿或任何牙
科问题

• 帮助牙科医生在饮食习惯和正
确的刷牙方法方面提出建议



对于年龄在 0 到 17 岁之间
符合条件的儿童，每位儿童
可在连续两个日历年内从 
CDBS 领取超过 1,000 元牙
科服务福利。 

不符合免费牙科护理条件的儿

童仍能从 CDBS 中受益，只需
支付较低费用即可。

符合条件的牙科服务包括：

• 检查

• X 光检查

• 洁牙

• 窝沟封闭

• 补牙

• 根管治疗

• 拔牙

• 局部假牙 

• 专业和膳食建议

• 转介至专科医生

儿童牙科福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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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为儿童提供牙科检查

“小小大嘴花”是一项教育及

筛查计划，其设计用于教导儿

童选择健康的食品，并了解口

腔健康的重要性。

我们热心且经验丰富的牙科及

口腔健康治疗师会到本地的幼

儿园、幼儿中心和学校出诊，

为孩子们提供教育和牙科 
检查。

所有参加活动的儿童都会收到

一些宣传品，以便带回家与父

母分享。他们还会收到一份 
礼物，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我

们在出诊时提供的信息。

所有牙科检查都是自愿性质的

所有参加活动的儿童都需要征

得父母/监护人的同意。

小小大嘴花（Little Chompers）——外展教育



我们的服务包括： 

• 居家护理配套服务

• 支持协调

• 居家和社区支持

• 儿童、青少年与家庭服务

• 健康治疗

• 心理健康

• 牙科 

• 社区关怀

关于 healthAbility

享受健康的生活不仅仅是身体

上的健康，或者没有疾病。 
它还关系到您整个人在家庭、

工作和社会环境中的福祉。

我们热心而专业的团队与您 
携手，针对您独特的需求， 
定制各类健康与康健服务。 

无论年龄、能力水平或人生阶

段，我们欢迎每一个人。作为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
的服务供应商、我的老年护

理（MAC）供应商，以及
有能力处理医保服务项目

计划 Medicare Benefits 

Schedule（MBS）和私营
医疗保险（Private Health 
Insurance）理赔业务的社区卫
生组织，我们将帮助您探索不

同的途径，为您获取美满生活

所需的护理与支持。 

通过鼓励选择、信心与控制，

我们在您的健康之旅中陪伴 
左右，为您赋能。healthAbility 
一直在您身边，支持您尽享美

好人生。

我们的健康与康健服务

通过远程医疗或服务中心，我们在您的家里和社区里提供各

类服务，与您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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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传册内所有信息在发布时均正确无误（2022 年）。部分照片是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前拍摄。

Box Hill 43 Carrington Road, Box Hill VIC 3128

Eltham 917 Main Road, Eltham VIC 3095

其他服务网点  
Boronia, Nunawading and Wellington Road, Box Hill

电话 (03) 9430 9100  |  电子邮箱 contact@healthability.org.au

网站 healthability.org.au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或者登记您的意向， 
请拨打 9430 9100， 
或者访问healthability.org.au 
联系我们 

打开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扫描上面的

二维码即可进入我们的网站

我们承认，我们的社区建立在

乌伦杰里人（Wurundjeri）
和库林族（Kulin）其他人从
未割让的土地上。

我们致力于打造包容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