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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露自信的笑容
良好的口腔健康是保持整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向社区每

个人提供热情周到的牙齿护理。 

我们的牙科专业人员团队富有经验，可向您的家人提供经济而优质

的牙齿护理。我们向顾客提供个性化程度极高的服务和优质的牙科

治疗，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我们能说您的语言

如果您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

那么去牙科诊所就诊的话， 
您也许会担忧沟通的问题， 
对此我们十分理解。在我们的 
Box Hill 诊所，我们配备具有
双语能力的牙科专业人员， 
他们能说普通话以及粤语。 

无论您需要什么语言的翻译，

请向我们询问如何安排。 

热情周到的牙齿护理
我们提供独特的私营和公共资助牙齿护理组合，确保满足社

区居民各不相同的口腔健康需求。

我们提供各类牙科服务，包括：

• 普通牙科

• 美容牙科

• 预防性牙科

• 修复性牙科

• 儿童牙科

• 小小大嘴花
（Little Chompers）：  
牙科外展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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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洁牙配套服务

如果您已有一段时间没看过牙医，并且也到了做检查的时候，那么

这项配套服务就非常适合您，您可以借此机会了解自己牙齿和牙龈

的状况。

这项配套服务价格为 180 元*，其中包括：

• 牙科检查

• 洁牙

• X 光检查

• 氟化物治疗

• 综合性牙科治疗计划

*不适用于公共资助的牙科服务。 



普通牙科

非常重要的口腔健康护理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健康的牙齿

和牙龈，因此，我们向社区每

个人提供各类普通牙科和急诊

护理。 

我们备受信赖的普通牙科服务

包括：

• 检查 

• 清除牙结石和清洁 

• 拔牙 

• 补牙

• X 光检查 

• 智齿拔除手术 

• 转介至专科医生 

美容牙科

打造更快乐的笑容 

美容牙科是一项牙科操作， 
它能美化牙齿、牙龈及/或咬合
的外观。我们合乎资质的牙科

专业人员将专注于提升牙齿的

美感，包括：色泽、位置、 
形状、大小、整齐排列以及总

体笑容。

我们提供各类美容牙科服务，

包括：

• 牙齿美白

• 牙齿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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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牙科

保持美丽的笑容 

要保持良好的口腔健康，及早

发现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好的做法就是定期看牙科 
医生，并正确地护理自己的 
牙齿。 

我们提供各类预防性牙科护理

服务，包括：

• 窝沟封闭

• 护嘴器

• 清除牙结石和清洁

修复性牙科

让口腔全面恢复健康

修复性牙科是指针对常见的口

腔疾病进行诊断、预防和治疗，

例如龋齿、牙体缺损、牙齿 
崩裂、牙齿变色，甚至牙齿 
缺失。 

我们提供各类修复性牙科 
服务，包括：

• 补牙

• 根管治疗

• 牙桥

• 牙套

• 假牙



您是否知道，我们是儿童

牙科福利计划（CDBS）
的注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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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牙科

培养良好的口腔健康习惯 

帮助儿童培养健康的习惯，让他们从小注意保护牙齿，这个做法十

分重要。这些习惯能促进良好的口腔健康护理，令他们终生受益。 

儿童牙科福利计划（CD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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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护牙素和其他牙科产品

• 转介至专科医生

诸如牙齿矫正或美容牙科等专

科服务，以及在医院内提供的

服务则不在该计划覆盖的范 
围内。

您无需注册儿童牙科福利计划。

符合条件的家庭和青少年将从

澳大利亚政府收到信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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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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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通常鼓励最年幼

的顾客，在他们萌出第一颗牙

齿时就及早来牙科诊所熟悉 
环境。这些检查往往采用膝盖

对膝盖的姿势来执行，因此在

整个检查过程中，孩子都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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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小大嘴花
（Little Chompers） 
牙科外展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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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孩子们进行牙科检查。

在出诊期间，孩子们将学习有

关口腔健康和健康饮食习惯的

知识，包括：

• 与牙科医生面诊时可期望什么
结果

• 什么是龋齿

• 正确的刷牙方法

• 定期接受牙科检查的重要性

• 如何选择健康的食品和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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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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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时向孩子们传达的讯息。



DENTAL SERVICES

我们的牙科收费

我们欢迎每一个人来使用我们

的牙科服务。

我们理解，牙科的费用有时候

会妨碍人们维持良好的口腔 
健康。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您

知道，我们的收费是透明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就诊并使用

我们的牙科服务，我们提供独

特的私营和公共资助牙齿护理

组合。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我们牙科收

费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ealthability.org.au，或者扫
描这个二维码

营业时间

我们拥有两个牙科诊所，并提

供各类服务以满足不同的牙科

需求：

Box Hill 

Level 2/43 Carrington Road, 
Box Hill VIC 3128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Eltham

917 Main Road,  
Eltham VIC 3095

• 星期一  
上午 9:00 至晚上 9:00

•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和星
期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 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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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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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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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