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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1

您有權利瞭解自己的身體，瞭解自己的健康情況。

您不懂就要問。如果有什麼事情不明白，請您告訴醫生。

如果您的身體有什麼變化，您應該去看醫生。比如說，您可能會

覺得不舒服，或者有某個部位覺得疼。

醫生能夠向您解釋您的感覺是怎樣一回事，幫助您保持健康；如

果您生病了；醫生能幫助您恢復健康。

您可以讓人陪您一起去看醫生。這樣，您跟醫生談話的時候也許

會輕鬆一些。醫生應該同意您這樣做。

提出有關自己 
健康的問題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2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在看醫生之前，您可以把要問的問題寫下

來，以免到時候忘了要問什麼問題。

您的醫生，最好是您認識的。您有什麼事情，都應該能夠跟醫生

商量。

無論什麼時候，您都應該瞭解自己的身體，瞭解自己的健康情況。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用簡單英語寫的普及讀物。

(02) 9211 1611 或

1800 424 065

(從悉尼以外打電話)

www.nswcid.org.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保持健康

健康的飲食



保持健康快樂 3

保持健康快樂

有很多保持健康的方法。

吃健康的食物與鍛煉身體：為了保持健康，不要讓體重過分

增加。過多的體重可能會使人得病，還可能說明您不開心。

所以，您應該努力保持健康的體重。

健康的食物和鍛煉身體會使您的骨頭結實。隨著一個人的年

齡增加，骨頭就會變得不那麼結實，比較容易發生骨折。這

叫作骨質疏鬆。



保持健康快樂 4

保持健康快樂

多活動：例如，寧可走樓梯，不

要用電梯。

每天都應該堅持鍛煉。有很多種

不同的方法可以開開心心地鍛煉

身體。

做一些讓您覺得快樂的事情。

您可以找一份工作，可以做志願

者，也可以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做

一些有趣的事情。這樣對您保持

健康、快樂會有好處。在這方面，

您也許需要請人幫忙出主意。

天天刷牙：早上和晚上都要刷牙。

如果使用電動牙刷，牙齒可能會刷得更

乾淨。每年至少看一次牙醫。如果牙齒

不健康，身體就可能得病。



保持健康快樂 5

保持健康快樂

定時看醫生：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檢查。醫生可能需要為您驗血、

量血壓，還會告訴您需不需要打預防針（稱為“注射疫苗”）來

預防某些疾病。

有一種特殊的預防針，可以幫助青年婦女預防“人乳頭狀瘤病

毒”（HPV）。這種病毒會引起子宮頸癌。



保持健康快樂 6

為了保持健康，有時您需要服用一些藥物。醫生應該告訴您為什

麼您要服這些藥。如果您有什麼問題不明白，應該提出來。醫生

應該檢查您使用藥物的效果。

吸煙對身體不好，會使身體得病。

不要吸煙，也不要喝太多的酒。要是每天超過兩杯，

那就太多了。天天喝酒就容易得病。

服用某些藥物的時候不能喝酒，否則就可能會得病。關於服藥和

喝酒的問題，可以向醫生請教。

保持健康快樂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Health Direct 

您可以向護士請教關於健康方面的一些問
題。

您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讓他們知道您有智力障礙。

1800 022 222

www.healthdirect.org.au

Scope Healthy Mouths 

用簡單的英語編寫的指導材料。

www.scopevic.org.au

先找到“resources”（資
源），然後找到“Health”
（健康）部份。

保持健康快樂 7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健康的飲食 

傷心與開心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8

為了保持身體健康，您應該選擇有益於健康的食物。

健康的食物也可以是美味的。

為了減輕體重，您需要吃健康的食物，還要鍛煉身體。

您每天要吃三頓飯。

您每天要吃不同的食物。

您應該儘量做到每天吃兩份水果和五份蔬菜。

您還需要吃蛋白質食物，如：肉、雞、魚、豆、雞蛋等等。

還要吃一些食物來提供能量，如：全穀物麵包、穀類食物或麵食。

健康的飲食



健康的飲食

諸如低脂牛奶、乳酪或優酪乳之類的食物，也是非吃不可的。

儘量喝水或低脂牛奶。

您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零食，如：沒有糖或奶油的爆米花、米果、

水果、低脂優酪乳等。

有時，您可以吃巧克力、餅乾、蛋糕之類的食物，或者喝軟飲

料。但是不應該每天都吃。

這些食物含有很多脂肪和糖份。如果吃得太多，就容易得病。 

它們也會使您體重增加。

儘量選擇脂肪和糖份較少的食物。

每天喝的茶或咖啡最好不要超過兩三杯。

健康的飲食 9



健康的飲食 10

健康的飲食

您可以向醫生請教，看您應該吃多少才有益於健康。

有些人得了諸如糖尿病等疾病，他們或許需要特殊的食物計劃。

營養師能幫您瞭解如何選擇適合的食物。

如果您在咖啡廳或飯店吃飯，也可以選擇健康食物。

每天一定要吃早餐。您無妨嘗試各種不同的食物，如：全穀物烤

麵包、水果、穀類食品、麵條或優酪乳，看您最喜歡什麼。



健康的飲食 11

健康的飲食

吃飯的時候，最好能坐下來吃。有時，如果您去上班，或參加日
間活動，您可能會自己帶午餐盒。有些人的食物可能是這樣的： 



健康的飲食 12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用簡單英語寫的普及讀物。

(02) 9211 1611 或者

1800 424 065

(從悉尼以外打電話)

www.nswcid.org.au

糖尿病教育與健康飲食 

昆士蘭大學的網站有關於糖尿病和個人保健的
通俗讀物

www.som.uq.edu.au/
research/qcidd

請訪問“resources” 
（資源）欄目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有些人可能覺得沒人喜歡他們。他們可能覺得想放棄。 
如果您有這種感覺，那麼就應該告訴您信得過的人。

喝太多酒或使用毒品也可能會使您心情不好。

傷心與開心

每個人難免會在某些時候感到傷心、憤怒或煩惱。這些感覺都是
正常的。

人們如果受到傷害，或者被迫去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會感
到害怕或憤怒。

如果您總是感到傷心、害怕或憤怒，那麼就應該告訴您信得過的
人，這樣他們才能夠幫助您。

傷心與開心 13



隨著年齡逐漸增加，人體內部會發生各種變化。這些變化是由一

些叫作荷爾蒙的化學物質引起的。這可能會使某些人感到傷心、

憤怒或煩惱。

有一種病叫做“憂鬱癥”。憂鬱癥不止是感到傷心。得了這種病

的人，可能會不願意做他們喜歡的事情，也可能睡不好。

傷心與開心

傷心與開心 14

他們可能容易發火，或者喜怒無常；可能不吃東西，不想見朋友，

或者不再關心照料自己。

憂鬱癥是一種常見的疾病，要得到別人的幫助并不難。如果您的

心情已經妨礙了您的一些行為（比如外出），或者別人為您擔心，

那麼您就需要幫助了。



怎樣讓您覺得好一些

您可以和朋友、家人或關懷

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商量，

他們會幫您想辦法，讓您覺

得好一些。

您最好能跟那些關心您的朋

友建立密切的聯繫。

傷心與開心

傷心與開心 15

如果您去鍛煉身體，或者

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這

樣就不會覺得無聊，可能

會覺得好一些。



怎樣讓您覺得好一些 

傷心與開心

傷心與開心 16

聽輕鬆的音樂或許會有幫助。您可能想畫畫或跳舞，也可以去看

望朋友，或者和寵物玩耍。

心理輔導員可以和您一起討論您的感覺，告訴您怎樣才能覺得好

一些。

為了讓您覺得好一些，您可能需要去看醫生，並服用一

些藥物。有時候，您可能需要試用不止一種藥物，才能

確定對您合適的藥物。



傷心與開心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The Bridging Project 

維多利亞州的這個網站，是為那些既有智
力障礙又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們設立的。

www.bridgingproject.org.au

Beyond Blue

全國抗憂鬱行動

請記得告訴他們您有智力障礙。

您可能需要一名工作人員來幫助您訪問這
個網站。

1300 22 46 36

每週７天，每天24小時

www.beyondblue.org.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憂鬱與煩惱

傷心與開心 17



青春期 18

如果一個女孩的身體發生了變化，變得象一個成年女人了，這個

時期就叫作青春期。也就是說，您開始長大成人了，有些家庭會

舉行特別的聚會來慶祝。

所有的女孩都會進入青春期。這是正常的。青春期大多數是從十

二三歲開始的，但也可能早一些或晚一些。青春期的階段大約是

三年。如果您一直沒有進入青春期，那就需要去看醫生。

男孩子也會進入青春期，也就是說，逐漸變得像個成年男人了。

青春期



青春期 19

您的身體和感覺都會發生很多變化。

您必須對自己的身體負責。有一個道理是您必須牢記的：您的身

體，屬於您自己。除非您願意並且明確表示同意，任何人都不能

觸摸您的身體。

您還需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應該自己注意保持身體清潔。每天

要洗一次澡。每個星期至少要洗一次頭。必要的時候，在腋下可

以使用除臭劑。

關於您的身體在青春期發生的變化，您應該跟您信得過的人談。

青春期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關於青春期和月經的事情，您可以跟護士
談。

在這個網站上有很多用簡單英語寫的普及 
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您 
要借的書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02) 8752 4386

青春期 20

青春期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來月經

成長



月經是怎麼一回事？

女性到了青春期，就會開始來月經。來月經的時候，從陰道有

一些血液流出來。每次月經持續大約5天，每個月來一次。

來月經也叫做“月事”。

大多數女性都有月經。

當您開始來月經的時候，您或許會覺得心慌、尷尬，或者覺得

興奮、開心。

您來月經，說明您的身體是健康的。

要是不來月經，就說明身體可能有病。

要是您跟一個男人發生了性行為，然後月經就不來了，這可能

表明您懷孕了。

要是一個月沒來月經，那就應該去看醫生。

月經是私人的事情。您可以找您信得過的人商量，或者跟醫生

商量。

來月經

來月經 21



來月經

來月經的時候怎麼辦？

當您來月經的時候，您需要學會怎樣照顧好自己。

您應該學會怎樣將衛生巾放進內褲裡。衛生巾可以吸收經血，這

樣經血才不會沾到衣服上。衛生巾有各種不同的類型。您應該選

擇對您合適的衛生巾。您穿的內褲應該足夠寬大，衛生巾才能夠

放進去。

有些女士用衛生棉條放在陰道裡來吸收經血。

來月經 22



來月經

來月經 23

衛生巾和衛生棉條吸收了經血

之後，就應該更換。

更換衛生巾或衛生棉條只能在

私隱的地方。  

廁所就是私隱的地方。

用過的衛生巾或衛生棉條應該

放進垃圾桶裡。

不要將這些東西隨處丟棄。

也不要放進馬桶。



來月經

來月經 24

在更換衛生巾或衛生棉條以後

應該洗手。

在離開廁所以前，請您檢查 

一下，不要將衣服束在內褲 

裡面。



來月經

在來月經的時候，大多數的事情您都可以照常做。

有時候，您可能會在來月經的時候覺得肚子疼。這

不是病。這種疼痛叫做“經期腹痛”。在這種情況

下，您應該告訴信得過的人。休息、熱敷和吃藥可

能會讓您覺得好一些。您也許需要去看醫生。

有時候，在來月經之前或來月經的這段時間裡，您可能會覺得心情

不好或生氣。這是正常的，不久就可以恢復。

如果您有癲癇，可能會在來月經的時候發作。如果出現這種情況，

應該去看醫生。

有些女性在來月經的時候肚子很疼，或者頭疼得很厲害。有些藥

可以止痛，但您需要跟醫生商量。

有許多書和電影是關於月經的，您可以借來看看。

關於月經的問題，您應該找信得過的人商量。

來月經 25



來月經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青春期

成長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有關青春期和月經的事
情。

在網站上有許多普及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您 
要借的書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02) 8752 4386

來月經 26



在您讀完中學以後，您的生活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您比以前更

加獨立了。

對您來說，朋友和社交活動變得更加重要。

您也許會開始考慮找工作。

當您年齡大一些的時候，也許會開始考慮離開家庭，搬出去外面

住。

您也許會開始自己去看醫生。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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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無妨嘗試一些新的事情，比如，跟朋友一起出去看電影，或者

在白天學一門課程或做一份工作。

有些事情是不好的，比如抽煙、吸毒、喝太多的酒，

這些都可能使人得病。

您知道不好的事情，如果您不想做，那麼完全可 

以表示拒絕。

您可能會認識一些您特別喜歡的新朋友。您也許 

想要找一個男朋友或女朋友。

成長

成長 28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來月經

青春期

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用簡單英語寫的普及讀物

(02) 9211 1611 或者

1800 424 065

(從悉尼以外打電話)

www.nswcid.org.au

成長

成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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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關係使人覺得開心。親密的人會一起分享，一起聊天，一

起做些有趣的事情；也許會出去約會，也許會手拉著手，也許還

會接吻。

有時候，一個人也許會對某個人產生性欲，希望這個人能成為自

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時候，他們可能會想要進行性行為，或

者一起做跟性有關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性欲，這是正常的。性欲的表現包括：覺得頭暈，心

跳得很快，臉紅，陰道覺得受到刺激、覺得有點潮濕，等等。

許多人喜歡擁抱、親吻。這不是性行為。

親密的關係 
與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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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超過16歲的人，如果雙方都想要，那麼法律允許他們做愛。性行

為只能在私隱的地方進行。您的臥室關上門，就是一個私隱的地

方。

有些女人喜歡跟男人做愛。但有些女人卻喜歡跟女人做愛。

有些女性不願意做愛，但在有性欲的時候可能想要在自己的房間

裡面手淫。這種行為也叫做“自慰”，也就是“觸摸自己私隱的

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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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性行為

良好的性行為應該在私隱的場合進行。

良好的性行為，應該是兩個人都想要做愛或愛撫，並且明確地說 

“要”。

良好的性行為必須是互相關心的，必須是有趣的、安全的。

您第一次決定進行性行為的時候，難免會覺得緊張。您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應該尊重您的意願，不應該催促您做愛。良好的性行為

可能意味著不能性急。

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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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不好的性行為

如果有人強迫您做愛或者愛撫，這就是不好的性行為。所謂“強

迫”，意思是說有人逼您做您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應該強迫您進行性行為。如果您不願意，任何人都不

應該觸摸您私隱的部位。

不好的性行為可能會使您很惱火，覺得心煩意亂。

不要！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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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如果有人跟您做愛，但法律不允許他們這樣做，那麼，這也是不

好的性行為。例如，服務人員或照顧您的人都不可以跟您做愛，

也不可以愛撫您的隱私部位。

如果您家裡的任何人跟您做愛，或者觸摸您的隱私部位，那都是

違法的。

不好的性行為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情。不好的性行為也不安全。

不好的性行為是錯誤的。不好的性行為是違法的。

您應該對不好的性行為表示拒絕。

如果有人跟您發生不好的性行為，那麼您必須告訴您信得過的
人，這樣他們才能夠幫助您。

學習性知識

學習性知識很重要。您應該看一些專門編寫的書，跟您信得過的

人商量，或者學習專門的課程。



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35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有關密切的關係以及性 
行為的問題。

在網站上有許多普及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書 
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02) 8752 4386

NSW Rape Crisis Centre

任何人如果需要談論有關不良性行為或強 
姦的問題，可以撥打一個電話熱線，這個 
熱線是每天24小時都一直開通的；也可以
使用網上服務。

1800 424 017

www.nswrapecrisis.com.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安全的性行為

抹片檢查

決定當媽媽

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採取可靠的避孕措施

女人自從有了月經以後，要是跟男人做愛，就可能會懷孕——也

就是說，您以後會有一個孩子。

如果您想做愛，但不想要孩子，那麼您必須管好自己的身體。您

應該跟醫生商量，採取一些辦法來避免懷孕。

您可以向醫生詢問是不是要吃藥（口服避孕藥）、打針（可能叫

做甲羥孕酮避孕針），或在手臂的皮下打入避孕棒（這叫“藥物

埋植”）。這些方法都叫做“避孕”。

安全的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36



您的丈夫或者男朋友應該戴上避孕套，而且使用潤滑

劑。潤滑劑是一種像啫喱一樣的東西，用來抹在避孕

套外面。這樣可以便於做愛，還可以防止避孕套破

裂。避孕套和潤滑劑可以到藥房或超級市場去買。

安全的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37

個人潤滑劑

避孕套



醫生可以採用手術的方法不讓您懷孕。您對這樣的決定必須非常

慎重。因為，這樣的手術意味著您以後永遠不能生孩子了。

有時候，有人會設法要有智力障礙的女性做這種手術。如果她本

人無法做決定，那麼只有監護人仲裁庭（Guardianship Tribunal）
能夠同意為她做這種手術。

關於停止生育的問題，為了做出明智的決定，您需要瞭解有關的

情況，並跟您信得過的人商量。

安全的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38



注意安全，防止性病

在做愛的時候，有可能會得性病。這類疾病又稱為“性傳播疾

病”，也就是通過性行為傳播的傳染病。

得了性病，自己可能不知道。因為可能沒有什麼症狀。有時候，

或許會發紅、發癢、疼痛，或者從陰道流出有臭味的液體。

性病可以用藥物來治療。如果您覺得擔心，就需要去找醫生商

量。

每次做愛的時候都應該戴避孕套和使用潤滑劑，這樣有助於防 

止染上性病，還可以防止您把性病傳給別人。

安全的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39

個人潤滑劑

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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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安全，防止受傷

做愛的時候，兩個人都必須同意。如果您或者對方不願意，那麼

就不應該做愛。如果您不想做愛，就應該表示拒絕。

如果有人逼您做愛，而您不願意，那麼您應該告訴您信得過的人。

安全的性行為

今晚你想 
做愛嗎？

不， 
我太累了。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

在網站上有許多普及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書 
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02) 8752 4386

Guardianship Tribunal 

對於那些自己沒有能力做出決定的人，這 
個仲裁庭盡力確保為他們做出明智的決定。

這包括有關醫療方面的決定。

1800 463 928, 或者 

(02) 9556 7600

www.gt.nsw.gov.au

NSW Rape Crisis Centre

任何人如果需要談論有關不良性行為或強 
姦的問題，可以撥打一個電話熱線，這個 
熱線是每天24小時都一直開通的；也可以
使用網上服務。

1800 424 017

www.nswrapecrisis.com.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親密的關係與性行為

抹片檢查

決定當媽媽

安全的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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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當媽媽 42

選擇

決定當父母是一件大事。有些女人想要小孩，有些人卻不想要。

有些女人想要小孩，可是卻無法懷孕。

生孩子、帶小孩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這項工作很值得做，但是

責任非常重大。您必須做很多事情，而且非常辛苦。

在您開始打算有小孩之前，您要先考慮做母親對您的生活可能會

有什麼影響。由於您的伴侶也會受影響，所以也要和他商量。您

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家人、朋友，或許還可以跟為您提供支援

的工作人員談談。

決定當媽媽



決定當媽媽

決定當媽媽 43

嬰兒是逐步成長為幼兒、大孩子、青少年的。為了照顧孩子，每

個人都需要幫助。有智力障礙的母親，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助，以

保證母子都能保持健康、安全、快樂。

即使您決定自己不當媽媽，您在生活中仍然有機會跟孩子在一起。

例如，您的兄弟姐妹可能有孩子；您打工或者做義工的時候也可

能會跟兒童在一起。

如果您懷孕了卻不想做媽媽，您應該盡快和信得過的人以及醫生

商量。他們會和您討論您有哪些選擇。



懷孕前要考慮的問題

•	 您喜歡嬰兒和大些的孩子嗎？

•	 您以前帶過孩子嗎？

•	 您的身體健康情況是否適合要小孩？

•	 您和寶寶到時候住在哪裡？

•	 您有足夠的錢養孩子嗎？

•	 如果您的錢不夠，您要怎麼辦？

•	 您需要放棄工作來帶寶寶嗎？

•	 誰來幫助您帶寶寶？

•	 您需要人幫忙做家務（比如買東西、做飯）嗎？

•	 如果您需要休息或生病了，誰可以帶寶寶？

•	 您和寶寶在白天要做什麼事情？

•	 如果寶寶有什麼事情讓你擔心，或者寶寶病了，您該給誰打電

話呢？

•	 您住的地方有哪些服務可以幫助孩子的父母？

決定當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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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你在懷孕之前就必須戒煙。吸煙會危害寶寶的健康。醫生能幫

助您戒煙。在寶寶或孕婦周圍，任何人都不能吸煙。

在您打算懷孕或懷孕期間，請您不要喝酒。喝酒可能會危害正

在發育的寶寶。

吃有益於健康的食物，可以保持身體健康，讓您在最好的狀態

中受孕。

決定當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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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之前，您和孩子的父親都需要確定自己是健康的。您應該
去看醫生；醫生會對您做一些血液檢查，並告訴您服用一些對嬰
兒有益處的特別的維生素。

醫生還會告訴您和您的男友或丈夫，您正在服用的是什麼藥物。
您可能還需要打些預防針（疫苗）。

決定當媽媽

有些藥物和維生素對正在發育的寶寶可能有害。您服用的全部藥
物和維生素，都應該告訴醫生。在懷孕之前，您使用的藥物有些
可能必須改變，這需要一定的時間。

您可以和醫生討論您的寶寶出生時有先天殘疾的可能性。您可以
做些檢驗。關於這些檢驗，您可以自己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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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Healthy Start For Me and My Baby

寫給那些學習有困難的孕婦看的一本書。

這本書需要花錢買。在網站上有訂單。

(02) 9351 9510

www.healthystart.net.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懷孕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決定當媽媽



應該做的事情

在懷孕的期間，您需要特別保重。

您的心情可能會很複雜，可能覺得快樂、激動、害怕或擔心。這

些感覺都是正常的，您最好能說出來。

您可以加入其他孕婦組成的一個小組，或者和您信得過的其他孕

婦談談。最好是和您的家人、朋友也談談您的感覺。

您仍然要多活動活動，要注意鍛煉身體。但是，應該請教醫生哪

些活動是安全的。有些地方有專門為孕婦開設的特別鍛煉課程。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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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應該吃健康的食物。在懷孕期間，有

些食物對您是不安全的。您應該請教醫

生哪些食物不能吃。

要多休息。在懷孕時覺得比較疲倦是正常的。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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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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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做的事情

吸煙和喝酒對寶寶是有害的。盡量遠離有人吸煙的地方，因為即

使是這樣的煙也會對寶寶有害。醫生可以幫助您戒煙。

當寶寶在您體內發育時，有些藥物對寶寶是很危險的。您使用的

藥物都應該告訴醫生。除非醫生同意，不要服用任何藥物或維生

素。

如果您對正在服用的藥物或維生素有什麼顧慮，可以撥打“母親

安全熱線”（Mothersafe），         號碼是 (02) 9382 6539。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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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提供幫助

您在懷孕的時候，要去看醫生或助產士。助產士是照顧孕婦的護

士，可以為您提供幫助，以保證您和寶寶的健康。

醫生或助產士可能會建議您做些檢查來瞭解寶寶的發育情況，這

可能包括驗血或做超聲波檢查（這是一種特殊的透視檢查）。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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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期間，您有很多東西要學；醫生或助產士都會幫助您。有

時候您或許會覺得困難，因為有很多東西要記住、要學會。您想

問就問，不必有什麼顧慮。

您也可以請社工幫助您。他們可以和您討論您的感覺，幫助您為

寶寶出生做好安排。醫院的幫助人員或助產士可以幫助您找一名
社工。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更多資料

關於懷孕的書很多。《我和寶寶健康的開端》（Healthy Start for 
Me and My Baby）是寫給那些學習有困難的女性和照顧孕婦的助

產士看的，可以幫助您瞭解有關懷孕的知識。您可以在書裡面寫

字，去就診的時候也可以帶著。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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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我和寶寶健康的開端

一本寫給學習有困難的孕婦看的書。

這本書需要花錢買。在這個網站上有訂 
書單。

(02) 9351 9510

www.healthystart.net.au

Mothersafe

如果您對服用的藥物或維生素有什麼顧慮，
可以撥打 “母親安全熱線 (Mothersafe)”。

(02) 9382 6539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決定當媽媽



 抹片檢查 54

什麼是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只限於女性。它有助於防止癌症。它有可能會拯救您的

生命。

如果您已經超過18歲，而且曾經跟一個男人發生過性行為，那麼

您就應該找醫生做抹片檢查。

即使您已經打針預防人乳頭狀瘤病毒，如果您曾經跟男人發生過

性行為，那麼您仍然應該做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是一種檢查手段，目的是確定您的陰道和子宮頸都是健

康的。它檢查陰道內或子宮頸有沒有什麼變化。

多數女士每兩年需要做一次抹片檢查。如果有什麼變化，就可以

早期發現。這就意味著可以得到醫治。如果這些部位發生的變化

沒有及時發現、治療，就可能引起癌癥。

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的過程

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 55

請您告訴接待員您要做抹片檢查（Pap test），這樣她就會給您預

約較長的就診時間。

您可以要求找一個女醫生給您看病。

您可以找人陪您去看醫生。



如果您想先做一次抹片檢查的練習，可以告訴醫生。醫生會向您

說明抹片檢查的過程。您可以看到用來做抹片檢查的用品。您可

以躺在床上，就像做真的抹片檢查一樣。您下次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可以做真的抹片檢查了。

如果您覺得擔憂或害怕，那麼一定要告訴醫生。您可以隨時請醫

生停止做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 56

在來月經的期間，不要做抹片檢查。

在您進去看醫生之前，一定要先上廁所小便。



在做抹片檢查時，您需要躺在診室的床上，內褲也要脫掉。

為了做抹片檢查，醫生會將一個儀器放入陰道，使陰道保持張開。

醫生會用一條非常細小的刷子接觸陰道的內壁和子宮頸，以確認

這些部位是健康的。醫生還會觀察陰道的內部。這不是跟性有關

的接觸。

抹片檢查

做一次抹片檢查只需要15分鐘。

抹片檢查會讓您覺得不舒服，但是有可能會拯救您的生命。

您可以決定要不要做抹片檢查。這件事由您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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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有關抹片檢查的事情。

在網站上有許多普及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書 
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抹片檢查基本常識

這本小冊子是用簡單的英語寫的，還有插
圖。

www.cddh.monash.org/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乳房的保健

抹片檢查

 抹片檢查 58



乳房的保健 59

您必須知道您的乳房在正常的情況下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摸

起來有什麼感覺。在洗澡的時候，看一看、摸一摸自己的乳房，

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您可以問醫生您做得對不對。

請醫生每年給您做一次乳房健康檢查。

如果您有什麼擔憂，或者注意到乳房有什麼變化或出現腫塊，那

就應該去看醫生。越早看醫生越好。乳房的變化，有可能是某些

疾病的早期徵兆，比如乳腺癌。乳腺癌在年齡較大的女士當中很

常見。乳腺癌是可以治療的。

乳房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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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乳房X光照片？

一旦到了50歲，您可以去做一次乳房X光檢查，以發現可能表明

有癌症的變化。這種X光檢查叫做乳房X光照片。

如果您家裡有其他人曾經得過乳腺癌，您在50歲之前就可以去做

乳房X光照片檢查。

這種檢查每兩年至少一次。

您可以決定要不要做乳房X光照片檢查。這件事由您自己決定。

乳房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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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保健

乳房X光照片檢查的過程

做乳房X光照片檢查之前，您必須脫掉上衣和胸罩。

為您拍X光照片的人，將會把您的乳房放置在X光機上面。這不是

跟性有關的接觸。

X光機是冷的，而且會緩慢地擠壓乳房，這可能有點疼。

這種檢查只需要幾分鐘。您需要保持不動，才能拍出清晰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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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保健

有時候，只做X光檢查還不夠，您還必須做超聲波檢查。

做超聲波檢查之前，您要脫掉上衣和胸罩，躺在檢查床上。做超

聲波檢查的人，會把一些冷的凝膠抹在您的乳房上。

他們會用一根金屬棒在您的乳房上摩擦。這是為了拍攝您的乳房

內部的一張特殊的照片。這個動作很輕。這不是跟性有關的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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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保健

如果醫生認為可能有問題，那麼您也許還必須做更多的檢查。您

可以向醫生瞭解這些檢查的情況。

您可以跟其他做過乳房X光照片檢查的女士交談，瞭解這種檢查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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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BreastScreen NSW

有關進行乳房X光照片的資料。

13 20 50 (按本地電話收費) 
可提供口譯服務——請撥 
電話 13 14 50

www.bsnsw.org.au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抹片檢查

年齡的增長

更年期

乳房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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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齡增加，一個人的身體也發生各種變化。

您的月經會發生變化：月經量會變多或者變少，或者不是每個月

都來。到了某一天，月經就停止了。大多數的女士在50歲左右停

止來月經。有些女性也許會早一些。當月經停止的時候，就進入

了“絕經期”，也叫“更年期”。

絕經是正常的，不是一種病。

您再也不需要考慮跟月經有關的事情了。

月經停止了，您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更年期



當年齡增加的時候，女人的身體可能發生的變化包括：

•	 覺得熱，容易出汗。有時候，這種情況稱為“潮熱”（hot 

flush）。

•	 心情和感覺都可能發生變化。可能會常常哭，或者覺得暴躁。

•	 可能覺得頭腦很亂，難以集中精力思考。

•	 皮膚和頭髮可能變得比較乾燥。

•	 在身體上或者臉上可能會多長出一些毛。

•	 陰道可能變得比較乾燥。這樣，在做愛的時候可能會覺得不太

舒服，但是使用一些特別的潤滑劑會有幫助。

•	 乳房可能會覺得疼。

這些變化並不是每個女人都有的。

這些變化會停止的。這可能需要幾個月或者幾年。

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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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讓您覺得好一些：

如果您多活動活動，注意鍛煉身體，晚上有足夠的睡眠，

吃有益於健康的食物，那麼就可能覺得好一些。

更年期

更年期 67



您也可以跟其他女人談談她們在進入更年期之後的感覺，這樣或

許也有幫助。

更年期

更年期 68

如果您需要有人幫助您對待身體和感覺方面的各種變化，那麼可

以向醫生請教。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Family Planning NSW Healthline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有關更年期的事情。

在網站上有一些普及讀物。

有一個圖書館可以讓您借書。他們會將書 
寄給您。

1300 658 886

www.fpnsw.org.au

(02) 8752 4386

更年期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年齡的增長

保持健康快樂

傷心與開心

更年期 69



健康檢查

在年齡較大的時候，您仍需要照顧好自己。

您應該讓醫生給您做一次體檢：

檢查心臟：醫生可能會給您量血壓和驗血。

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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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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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血液：醫生會抽一點血，以便檢查您有沒有糖尿病，還要

檢查您的膽固醇（也就是血液裡面的脂肪），檢查您的腎臟和

肝臟是不是正常。為了保持健康，有些人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藥

品。

•	 檢查眼睛：許多人到了一定年齡，就需要戴眼鏡。

•	 檢查聽力：隨著年齡增加，有些人發現聽聲音比較吃力。您或

許需要戴助聽器，以便聽得清楚一些。



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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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骨頭：隨著年齡增加，人體的骨頭也開始變得比較脆

弱。如果骨頭太脆弱，就容易發生骨折。這叫做“骨質疏

鬆”。您可以做一種檢查，叫做“骨密度檢查”。這種檢

查類似給您的骨頭照X光，看看骨頭是否堅固。檢查的時

候，您躺在一張特別的床上，一定要保持靜止，一點也不

能動。 

醫生會抽一點血液去化驗，並且跟您討論飲食和鍛煉的事

情。

醫生也許會告訴您服用鈣片或維生素D藥片，以便使骨頭

保持堅固。

陽光有助於使骨頭更堅固，肌肉更結實。曬太陽有好處，但

是要注意安全。

曬太陽要注意安全。您一定要戴帽子、使用防曬霜、穿長袖

的外衣。這些有助於預防皮膚癌。

您的身體能夠製造維生素D。維生素D能夠幫助骨頭保持堅

固，肌肉保持結實。您可以在曬太陽的時候得到維生素D。

您可以向醫生瞭解您需要多長的時間曬太陽。請您記住，曬

太陽的時候必須注意安全。



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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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齡增加的時候，有時候小便會漏在內褲裡面。這叫做“小便

失禁”。當您放聲大笑、打噴嚏或者咳嗽的時候，這種情況可能

更容易出現。有些女士在年齡較大或體重增加的時候就會出現這

種情況。

如果小便漏在內褲裡面，那麼您就應該去看醫生。醫生可能會做

一些檢查。有些藥品或鍛煉活動可能會有幫助。您可能需要在內

褲裡面放一種特別的墊子來吸收尿液。這種墊子跟衛生巾不一

樣。

這種吸收尿液的墊子可以到藥房或超級市場去買。

您可以打電話給一個稱為“Continence Foundation”的機構要求

幫助，號碼是          1800 33 00 66。



注意身體

每天鍛煉30分鐘，直到您心跳加快、覺得氣喘為止。散步是一種

很好的活動。

如果您很久沒有鍛煉身體了，那麼最好去看醫生。

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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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增長

吃有益於健康的食物。多吃含鈣的食物，例如低脂牛奶、酸乳

酪、乾酪、杏仁果、有骨的魚（例如做成罐頭的三文魚）。

年齡的增長 75

每晚睡七八個小時。有些年齡較大的人發現自己容易醒過來，或

者睡得比較少。如果您試著做一些輕鬆的事情，比如，聽音樂或

者喝一杯牛奶，這樣對睡眠也許有好處。儘量不要在臥室裡看電

視。

適當活動。您也許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進行一些有趣的活動。您可

以參加各種諸如長者聚會之類的群體，從而認識更多的朋友。也

許您不容易找到適合您的活動，那麼您的家人或為您提供支持的

人員或關愛團體或許能幫助您。



年齡的增長

適應變化

隨著年齡增加，一個人的動作會變得慢一些。如果您沒辦法做跟

以前那麼多的事情，您也許會覺得不開心。要是您適當活動，或

者去看望家人、朋友，也許能幫助您保持愉快的心情。您照樣是

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員。

隨著年齡增加，您也許需要額外的幫助來做各種事情。您應該儘

量自己多做一些，這樣能讓您覺得自己仍然能夠獨立地打理自己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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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的增長

在您年齡逐漸增加的同時，您的家人、朋友的年齡也在增加。您

所愛的人可能會生病，甚至死亡。這些都會使您覺得傷心、孤

獨，感到日子不好過。必要時，您可以跟朋友、關愛團體或醫生

談談。

每個人都會變老。有許多服務機構能夠幫助年齡較大的人。如果

您很難自己穿衣服、做飯或者完成諸如清潔房屋之類的事情，可

以跟醫生講。

隨著年齡增加，記憶力也會減退。事情記不住，可以會使您覺得

害怕、生氣或傷心。醫生也許能夠幫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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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普及讀物

這些普及讀物用淺顯的英語解說了很多有關 
保健的問題。

(02) 9211 1611 或

1800 424 065

(在悉尼以外打電話)

www.nswcid.org.au

The Continence Foundation

如果小便漏在內褲裡面，這個機構可以為您 
提供幫助。

1800 33 00 66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的問題

更年期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憂鬱與煩惱

年齡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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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憂鬱

憂鬱是情緒非常低落的感覺，在失去您所愛的人或事物之後可能

會持續幾個月之久。

生活中難免有憂鬱的時候。但是憂鬱的日子是很艱難的。

造成憂鬱可能有很多原因。以下這些情況都可能帶來憂鬱：

•	 您所愛的人生病或者死亡；

•	 您生病或者受傷了；

•	 您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住；

•	 朋友搬走了；

•	 照顧您的人走了；

•	 您退休了；

•	 您的寵物死了。

憂鬱與煩惱

憂鬱與煩惱 79



憂鬱與煩惱

憂鬱的感覺是怎樣的

憂鬱與煩惱 80

憂鬱對每個人的影響並不一樣。它可以使人覺得：

•	 常常愛哭

•	 生氣、麻木或震驚；

•	 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

•	 好像一切事情都變得一團糟。

有時候，您或許想要一個人呆在家裡，不願意出去做平時做的事

情。您可能覺得不想吃東西；可能睡得更多，或者睡得更少。



憂鬱與煩惱

覺得好一些

憂鬱與煩惱 81

您最好將您的感覺跟您信得過的人談談。

在發生非常令人傷心的事情之後，您可以減少一些工作時間，或

者休息一段時間。您平時做的事情仍然可以照樣做，但需要休息

的時候就要休息。

隨著時間推移，您就會覺得好一些。這也許需要幾個月，甚至一

年或更長時間。您不會忘記讓您傷心的事情；但是一段時間過

後，您想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就不會太傷心了。



憂鬱與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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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您的心情，您可以做一些讓您覺得自在一些的事情。比

如說，去墓地走走，看看相片，或者保存某件有特別紀念意義的

物品。

有些人喜歡種一棵特別的樹，或者給人畫一幅畫。

如果您還是一直覺得憂鬱或生氣，那麼您可能需要一些額外的幫

助。那麼您儘管請人幫忙好了。



從什麼地方獲得更詳細的資料

小冊子《幫助殘疾人士克服憂鬱與煩惱》 
(Support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oping with grief and loss） 

這本通俗易讀的小冊子有許多插圖。 
由Scope出版。

www.scopevic.org.au

請訪問“resources”（資源）
欄目，然後在“Health and 
Wellbeing”（健康與幸福）
一欄下載這本小冊子。

Beyond Blue

全國克服抑鬱計劃（The National 
Depression Initiative） 

請您記得告訴他們您有智力障礙。

普及讀物第28號

憂鬱、煩惱及抑鬱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這個網站。

1300 22 46 36

每週７天，每天24小時

www.beyondblue.org.au

請訪問“get information” 
（獲取資料）欄目，然後下載
各種資料。

這是普及讀物第28號

在這套材料裡，您可能有興趣閱讀的其他讀物

傷心與開心

保持健康快樂

憂鬱與煩惱

憂鬱與煩惱 83



其他有用的資料

其他有用的資料 84

通俗易懂 您可以在電腦上 
聽這些錄音材料。

您可以在電腦上 
看錄影資料。

供醫生和其他 
醫務人員使用

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Ageing, Disability 
and Home Care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www.dadhc.nsw.gov.au

(02) 8270 2000 

電傳打字：(02) 8270 2167

資料與服務計劃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其他有用的資料

Australian Famil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ww.afdsrc.org 為有智力障礙的家長提供的
資料。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決定當媽媽

懷孕

澳大利亞政府衛生
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www.healthyactive.gov.au 有關健康飲食（準備食物）
和鍛煉身體的資料。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Better Health 由維
多利亞州政府提供

www.betterhealth.vic.gov.au 關於醫療保健的普及讀物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Beyond Blue：全國
克服憂鬱計劃（The 
National Depression 
Initiative）

www.beyondblue.org.au

1300 224 636
24小時電話服務

為您介紹心理健康常識以及
能夠提供幫助的人。

請您記得告訴他們您有智力
障礙。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傷心與開心  

憂鬱與煩惱

Breastscreen NSW www.bsnsw.org.au

13 20 50

有關乳房X光檢查的資料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乳房的保健

Centre fo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Health 
Monash University 

(簡稱為 CDDH 
Victoria)

www.cddh.monash.org

(03) 9501 2400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提供許
多容易閱讀的資料，還有許
多資料可供照顧她們的人和
醫務人員參考。

例如：
《在醫療機構為有智力障礙
者服務》

《有智力障礙女性與月經處
理》——全科醫師指南

戒煙教育計劃

抹片檢查： 為有智力障礙女
士提供的普及讀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來月經

親密的關係與性
行為

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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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

(Royal 
Rehabilitation 
Centre Sydney)

www.cds.org.au

(02) 8878 0500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提供許
多容易閱讀的資料，還有許
多資料可供照顧她們的人和
醫務人員參考。

例如：
有智力障礙者的醫療保健

重在預防的殘疾女性保健

醫務人員指南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抹片檢查

Clear Thoughts www.clearthoughts.info

請見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或 “Possible Treatments”。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提供許
多關於心理健康的簡易讀
物，還有許多資料可供照顧
她們的人和醫務人員參考。

您可以在電腦上聽這些錄音
材料。

這些材料來自其他國家（英
國）。您最好拿給醫生或者
照顧您的人看。

傷心與開心  

憂鬱與煩惱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Legal Centre

www.ddlcnsw.org.au

(02) 9310 7722

免費電話: 1800 800 708
(僅在新州境內)

如果您跟醫生、醫院或醫療
保健機構之間有什麼問題，
這個機構可以幫助您。

其他有用的資料

Easy Health www.easyhealth.org.uk 關於性健康的資料.  

有錄影、錄音和普及讀物。

這些材料來自其他國家（英
國）。您最好拿給醫生或者
照顧您的人看。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親密的關係與性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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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Family Planning 
NSW

www.fpnsw.org.au

FPNSW Healthline
1300 658 886

新州家庭計劃機構的圖書館
(02) 8752 4386

許多容易閱讀的普及讀物和
各種資料可供家人和工作人
員閱讀。

關於性健康、月經和更年期
的教育資料包。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有關女性
健康的問題。

《關於各種殘疾的資源彙
編》，可以免費借閱。 

青春期

來月經

親密的關係與 
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抹片檢查

乳房的保健

更年期

Guardianship 
Tribunal NSW

www.gt.nsw.gov.au

(02) 9556 7600

免費電話: 1800 463 928

有關監護人同意醫療的資
料。

在澳大利亞各地的法律有所
不同。

其他有用的資料

GP Synergy www.GPsynergy.com.au

(02) 9818 4433

全科醫生研討會：女性保健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服 
務

全科醫生教育課程包括：

•	資料盒

•	DVD 和 Powerpoint 
•		有助於討論的書面介紹材
料

其他有用的資料

Health Care 
Complaints 
Commission

www.hccc.nsw.gov.au

(02) 9219 7444  

免費電話: 1800 043 159

在您跟醫療機構之間有問題
的時候為您提供幫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Health Direct www.healthdirect.org.au

免費電話 
1800 022 222 

您可以跟護士商量，查詢跟
您的健康有關的資料。您有
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您要讓護士知道您有智力障
礙。如果有什麼事情不明白，
應該說出來。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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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Health of Wom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由Patricia Noonan 
Walsh 和 Tamar 
Heller 編寫

這本書講的是有智力障礙的
女性的生育與身體健康。

其他有用的資料

Healthy start for me 
and my baby

www.healthystart.net.au

(02) 9351 9510 

這本書幫助女性瞭解關於懷
孕的知識。

包括一份指南，可供為懷孕
的智力障礙女性提供支援的
醫務人員使用。

決定當媽媽

懷孕

IASSID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ww.iassid.org 為有智力障礙的人提供的國
際性的衛生指南。

其他有用的資料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 Ill 
Health

Edited by O’Hara J., 
McCarthy J., Bouras N.
Cambridge  
Universal Press 
Cambridge 2010

這本書介紹了有智力障礙的
女性的健康常識。

其他有用的資料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ights 
Service

www.idrs.org.au

(02) 9318 0144 或  

免費電話: 1800 666 611 (NSW)

提供法律建議與資料。 其他有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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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有智力障礙的女性 
如何對待月經與避 
孕問題。

www.ranzcog.edu.au

(03) 9417 1699

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共識聲
明，包括關於治療與管理措
施選擇以及同意醫療等問題。

青春期

來月經

全國處方服務 www.nps.org.au

1300 888 763 
您可以詢問有關某種藥物的問
題。

有關藥物的資料

還有一些錄影資料。  

有使用其他語言的資料，並
提供翻譯服務。

您可能需要有人幫助您瀏覽
這個網站。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Norah Fry Research 
Centre

www.bristol.ac.uk/norahfry 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有關同性
關係的故事（錄影）。

有關性健康主題的資料。

親密的關係與 
性行為

安全的性行為

NSW Cervical 
Screening Program

www.csp.nsw.gov.au 關於抹片檢查的通俗讀物。 抹片檢查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ww.nswcid.org.au

(02) 9211 1611 

免費電話

1800 424 065

關愛團體以及提供各種資料
的組織

容易閱讀的健康問題普及讀
物。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年齡的增長

傷心與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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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NSW Government 
Lawlink-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Attorney

“The Capacity 
Toolkit”

www.lawlink.nsw.gov.au
請找到 “Community Info” 欄目 
然後查找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02) 8688 8460 或者   
(02) 8688 7507

電傳打字: (02) 8688 7733

“The Capacity Toolkit”

這些資料的內容是：支持當
事人自己做決定，並評估當
事人是否有了足夠的瞭解可
以做決定。

其他有用的資料

Ombudsman NSW www.ombo.nsw.gov.au

(02 9286 1000

處理有關ADHC和殘疾人服
務的投訴。

其他有用的資料

Personal Health 
Record

請訪問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的網站，
在這個網站有這種不
同例子的連結。

www.nswcid.org.au

Personal health record  
www.cddh.monash.org
My health record booklet 
www.health.nsw.gov.au

您的個人健康記錄，讓您將
所有關於自己健康的資料集
中在一個地方保存，看醫生
的時候就可以帶齊全部資
料。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毒藥資訊中心 13 11 26
每天24小時 
每週7天

您在下列情況可以打電話找
人幫忙：

- 過量服用了某種藥品；

- 意外地吞下了某種東西；

-  被昆蟲叮咬，或被動物咬
傷。其他有用的資料。

其他有用的資料

Queensland Centre 
for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簡稱QCIDD)

www.som.uq.edu.au/research/
qcidd/ 
請找到 “Resources”（資源）部
分。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提供許
多容易閱讀的資料，還有許
多資料可供照顧她們的人和
醫務人員參考。

例如：

抗過敏計劃

- 怎樣驗血

- CT 頭部掃描

- 腹部X光檢查

糖尿病簡介

處理月經問題資料包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保持健康快樂

健康的飲食 

來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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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育兒網路 www.raisingchildren.net.au 為父母提供通俗讀物、錄影

和錄音資料。
決定當媽媽

Scope www.scopevic.org.au
請找到 “Resources”，然後查看 
“Health and well being”。

(03) 9843 3000

為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提供許
多容易閱讀的資料，還有許
多資料可供照顧她們的人和
醫務人員參考。

例如：

Support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oping with GRIEF 
AND LOSS：一份通俗的小冊
子

Healthy Mouths：用淺顯的英
語寫的指南

保持健康快樂

其他有用的資料

為有智力障礙的成
年人提供的特別牙
科服務

Westmead Centre for Oral Health
(02) 9845 7424 或者

(02 9845 7423

急診部

(02 9845 7363

Sydney Dental Hospital Surry 
Hills 
(02 ) 9293 3200

保持健康快樂

其他有用的資料

青少年及成年人智力
障礙專科

Concord 醫院康復科  
1800 556 533

所提供的服務：發育障礙的
衰老與行為變化（ABCD）
診所由康復醫師、精神病專
家和相關專科的醫務人員一
起進行評估。

服務範圍：悉尼西南地區醫
療服務。接受新州其他地方
的病人進行首次評估。在
Concord 之外的一些地方 
(包括 Southern Highlands) 
也開設診所。

其他有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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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青少年及成年人智力
障礙專科

Disability Specialist Unit, 
Burwood

 (02) 9701 6300

服務：由康復專家進行醫學
評估。

服務範圍：悉尼的內西區。

其他有用的資料

Kogarah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Service

(02) 9587 2444

所提供的服務：是專門進行
醫學評估的診所，專長領域
包括神經病學、精神病學、
康復、營養和遺傳。  

服務範圍：悉尼東南地區及
Illawarra 區域的醫療服務。
在 Kogarah 以外（尤其是在
Illawarra 地區）一些地方也
開設診所。

NSW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Health Unit, Ryde

(02) 9808 9287

所提供的服務：醫學評估、 
心理評估、康復；衰老
及癡呆診所；以及 Down 
syndrome，Cornelia de 
Lange syndrome 及 Fragile X 
syndrome 診所。

服務範圍：接受新州任何一個
地方的病人。有時候在Ryde以
外的地方也開設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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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青少年及成年人智力
障礙專科

Westmead Hospital

(02) 9845 9710 (星期三至五) 

或 0438 549 466 (星期一至五)

所提供的服務：提供一般醫
學評估、吞咽困難與營養、
複雜癲癇，以及為雷特氏
綜合征（Rett syndrome）
病人 和唐氏綜合征（Down 
syndrome）病人提供臨床
服務。

服務範圍：悉尼西區的醫
療服務。也接受新州任何
一個地方轉診的病人。在
Westmead 以外的地方（包
括 Wollongong 和 Leura） 
也開設一些診所。

其他有用的資料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Clinic, 
Goulburn

(02) 4823 7800

所提供的服務：醫學評估。

服務範圍：Goulburn 及新州
南部。

The Australian 
Hearing Service

www.hearing.com.au/home

(02) 9412 6800

TTY: (02) 9412 6802

為持有退休優惠卡的人提供
免費聽力評估。

其他有用的資料

The bridging 
project

www.bridgingproject.org.au

在 “Resources” 部分有各種普及
讀物。

有心理健康主題的通俗資料，
包括錄音和錄影。。

其他有用的資料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www.rch.org.au

請查找該醫院的出版物。

這些出版物是醫院的員工為
醫務人員和父母編寫的，包
括：

Bone Health in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2009 
A/Prof M. Zacharin $6.00

Puberty in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2009
 A/Prof M. Zacharin $6.00

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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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式 說明 普及讀物
Therapeutic 
Guidelines-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www.tg.org.au 為醫務人員編寫的發育障礙
手冊(需要預訂）

其他有用的資料

TransitionCare 網站 www.health.nsw.gov.au
請查找：

Health Professionals，然後

Greater Metropolitan
Clinical Taskforce ，然後

Clinical Network ，然後

Transition Care。

(02) 9887 5578

有關兒童至成年人過渡時期
醫療保健服務的資料。

提出有關自己健康
的問題

其他有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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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材料的編寫是與一個全科醫師研討會同步進行的。相應的補充材料題目為“Working 

with Wom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其中包括一盒資料，一個 DVD，Powerpoint  演
示以及有助於深入討論的各種書面材料。如果您希望詳細瞭解如何獲取這套補充材料，請

聯絡：

GP Synergy 
Level 1/42-46 Chippen St 
Chippendale 2008 
Tel (02) 9818 4433 
www.GPsynergy.com.au

感謝 NSW Department of Health 為本項目撥款。

如果需要補充材料的電子文本，請與下列機構聯絡：

Family Planning NSW www.fpnsw.org.au

GP Synergy www.GPsynergy.com.au

NSW Council f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ww.nswcid.org.au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Ageing www.cera.usyd.edu.au

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 www.cdds.med.usyd.edu.au

Australian Family and Disability Studies  www.afdsrc.org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geing Disability and Home Care  www.dadhc.nsw.gov.au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NSW 

NSW Department of Health www.health.nsw.gov.au

如果要索取補充材料的小冊子，請聯絡： 

Better Health Centre,  
Publications Warehouse 
PO Box 672 
North Ryde BC, NSW 2113 
Tel (02) 9887 5450 
Fax (02) 9887 5452



婦女保健

這套材料是為了幫助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更多地瞭解有關她們身體

健康的知識。它可以用來作為輔導材料，最好能請護理人員或家

人幫助閱讀。

這套材料也適宜用於小組教學。材料中的所有頁面都可以複製，

用於保健方面的教學。

總共有16個專題，分別討論少女、中年女性和年齡較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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