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音发音障碍 

言语治疗师
定期的语言和语音治疗 

将有助发展

WWW.SPEECHEASE.COM.AU

这是什么?

需要去约见谁?

言语治疗次数 附加阅读 保险资助

如果诊断为 
语音延迟 或 障碍…

为什么要进行 
评估?

某些类型的 
言语障碍发音不准, 遗漏音 

节, 韵律错误（如重 
音、音量、节奏和语 
调）

私人资助 (请与您的提供商 
联系) 
政府的医疗保险回扣: 你的 
家庭医生会确定孩子否符合 
资格参与Enhanced Primary 
Care Plan 

Speech Pathology 

Australia

Caroline Bowen's 的 

网站

www.speechtherapy 

momma.com

每周是最好的, 每星 
期是最基本的。 
每次疗程时间大约30 
分钟到一小时 

知道孩子发音困难的声 
音, 确认错误是否适合 
年龄或有否延迟, 並提 
出适当的建议。 

音韵紊乱
发音延迟
失语症
不一致的语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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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教育心理学家可以提供诊断 

 

具有治疗读写困难经验的言语治疗师 

可以提供诊断和治疗 

 

教师可以提供帮助, 并转介予言语治疗师作 

正确诊断。

需要去约见谁?

为什么要诊断特定 
的学习障碍？

如果孩子有学习障碍, 
建议的采取步骤..

这是 
什么?

读写障碍 
识字诵读困难 
特定学习障碍 

专家的评估和建议可以指导教师选 

择更适当的干预措施, 并为儿童提 

供更独立化的帮助。 

1. 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也允许家长、教师和儿 

童更了解学习需要。 

2. 在评估期间获得额外的时间或豁免 (例如, 

NAPLAN、VCE)。 

3. 让儿童在学校获得额外支助。 

联系了解识字诵读困难/识写障碍/特定学习 

障碍的言语治疗师。获得评估并立即开始治 

疗。 

当孩子在阅读和/或写作方面的技能比同龄的孩子发展得慢。读写障碍 

是以前常用来描述阅读和写作困难的术语。现时 首选的新术语是 "特 

定的学习障碍"。   

和孩子的学校谈谈, 告诉他们你孩子的困 

难。请学校与你的言语治疗师/教师见面。确 

保各方也采取一致的教学做法。 

加入学习障碍的父母支持小组: The 

Dyslexia Facebook Group。 

其他有用的网站: SPELD, 澳大利亚读写障碍 

协会 (ADA), Spelfabet 

推荐的学习方案: 系统和综合拼音Systematic 

and Synthetic Phonics (SSP), Multi-Lit, 

Sounds-Write, 吉林厄姆多感官学习Orton- 

Gillingham Multi-Sensory Learning (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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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孤独症 (ASD)

如果孩子被诊断有自闭/ 孤独症, 怎么 
办？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广泛性发育障 
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PDD)的代表性疾病，起病 
于婴幼儿期。《DSM-IV-TR》将PDD分 
为5种：孤独性障碍、Retts综合征、 
童年瓦解性障碍、Asperger综合征和 
未特定的PDD。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往沟通障碍、兴 
趣狭窄、行为方式刻板。影响一个人理 
解抽象和社会概念的能力。 

允许家长和教师更了解孩子的长处和 
学习需要, 并为孩子提供更独立化的 
治疗。 
对一些人来说, 认识自闭/孤独症能 
帮助理解孩子在思考及行为举止上的 
不同。 

全方位诊断方法: 
1. 咨询儿科医生  
2. 儿科心理学家 
3. 言语治疗师 

* 3 名专业人士中有2位必须同意该报 
告, 以便诊断为 ASD。 

什么是自闭/孤独症? 

谁诊断？

加入父母支持小组可以提供一个空间和平台给家长们交流 
探讨共同关切的问题, 给予你和孩子支持和能量,培养你 
照料孩子的信心。 
在西部郊区有一个大的支持小组被称为 
''ASD 西部郊区支持小组''。 
在 Facebook 上也有一个華人父母支持小组。 
欢迎向我们谘询详情。 

-言语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 
-儿童心理学家 
-音乐治疗师 
-营养师 
-儿科医生 
  

1. Amaze或Fahcsia。如果孩子在0-6 岁被诊断有自闭 
症/孤独症, 那代表孩子有资格从社会服务部 (DSS) 获 
得1.2万澳元用于治疗, 并需要在孩子7岁之前使用 

2.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NDIS)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NDIS) 

3. Medicare Help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code: 82020) - partial rebate 
   医疗保健帮助儿童自闭症 (代码: 82020)-部分回扣 

4. Medicare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Plan 
(code: 10970) 
   医疗保健慢性病管理计划 (代码: 10970) 

与其他专家联系

保险资助

父母支持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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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诊断？



儿童语言发育 
迟缓/ 障碍

迟缓和障碍的差异? 谁诊断的？

当我的孩子被诊断出语言延迟/障碍后 
会发生什么？

言语治疗 次数

保险资助

为什么要做评估

我的孩子会达到水平吗？

语言发育延迟/ 障碍的原因

语言分为两部分: 接受 (理解) 和/或 表达 
(口语)。 

迟缓: 孩子的语言发展比同龄儿童慢, 但最 
终他们达到水平。 

障碍: 孩子的语言发展异常缓慢。 

当发现孩子比同龄孩子语言发育慢及早带去 
医院检查，如果仅是由于个体差异而说话晚 
一点，2岁以后才慢慢说话，智力发育及其它 
方面均正常，父母就不必惊慌。只要及时加 
强语言训练，随着年龄增长孩子逐渐会获得 
语言能力。但如果是因孤独症、选择性缄默 
症、精神发育迟滞、聋哑症等疾病引起，应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疗。 

言语治疗师

对孩子进行专业的语言评估，就能早期发 
现、早期干预与儿童语言发育相关的疾病， 
对孩子的成长进步大有好处。

由于儿童的语言延迟, 很难知道他们是否 
会。然而, 及早寻求帮助是关键。我们干预 
的越早, 我们取得的成功就越多。

听力困难。 

发展性语言障碍, 一种使大脑学习异常的学习障 
碍。 

智力残疾。 

发育障碍 (唐氏综合症, 自闭症, 小头等)。 

语音发音障碍。 

1. 尽快寻求言语治疗师的帮助。 

2. 通知学校教师, 并就如何共同努力帮助孩子提出建 
议。 

3. 加入父母支持小组可以提供一个空间和平台给家长们 
交流探讨共同关切的问题, 给予你和孩子支持和能量,培 
养你照料孩子的信心。 

4. 如果你的孩子因为语言发育迟缓/ 障碍表现出自卑/ 
焦虑, 请咨询儿科医生。 

每周是最好的, 每星期是最基本的。 
每次疗程时间大约30分钟到一小时。 
家长们的跟进是至关重要的。 

Hello

HEY!
Hello

私人资助 (请与您的提供商联系)
政府的Medicare 医疗保险回扣: 你的家庭医生 
会是确定您的孩子否符合资格参与Enhanced 
Primary Care Plan 
 

ENTRANCE C1, LEVEL 1, 5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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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COOK TOWN CENTR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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