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您或您的家人患有痴呆症，可能会让您感到难以接受。您可能有会很多问题，也有很多新知识需要学习。

本资源可以帮助您了解下一步可能需要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找到您、您的家人或照护人可能需要的信息和帮助。
痴呆症
帮助您改善生活质量的资源和援助

了解痴呆症

发现您或您的家人可能患有痴呆症，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您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新知识需要学
习，但您可以获得帮助。当地的家庭医生（GP）可以帮助您了解下一步可能需要做些什么，以及如何找到
您、您的家人或朋友可能需要的信息和帮助。

本资料单介绍了您现在及将来可能需要的服务、援助以及获得方式。

本合作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以支持居民更方便地获得社区中的痴呆症护理服务。制作本资料
单时，使用了澳大利亚痴呆症协会《痴呆症指南》中的内容，并且参考了痴呆症患者、患者照护人和专
业医务人员的意见。

您是否需要帮助来访问本资料单中的链接？请致电 1800 100 500 或咨询您当地的医生（GP）。

Chinese (Simplified) | 简体中文

拨打全国求助热线

全国痴呆症帮助热线可以提供信息和建议、情感支
持和指导，并且可以帮助您找到援助服务和项目。  

免费电话 1800 100 500 
全天候开通，全年无休。

 
澳大利亚痴呆症援助机构

痴呆症行为管理咨询服务是为痴呆症患者的家庭和照护
人提供的全国性咨询服务。该服务提供保密的建议、评
估、干预、教育和专业支持。

免费电话 1800 699 799 
全天候开通，全年无休。

使用本地的痴呆症服务机构名
录来查找服务 

您现在可以在痴呆症服务机构名录中找到各类
本地服务，例如：

• 信息和资源

• 互助团体

• 暂托服务

• 认知、痴呆症和记忆力服务
(CDAMS）

• 专业医务工作者（如营养师、
运动生理学家、言语病理学家、
职能治疗师、心理咨询师）

请访问 gphn.org.au/programs-aged-care/de-
mentia-or-cognitive-decline

该服务机构名录还囊括了在“我的老年护理”（My Aged 
Care）以及澳大利亚痴呆症协会（Dementia Australia）
的服务列表中未列出的服务。

扫描二维码，访问痴
呆症服务机构名录

http://gphn.org.au/programs-aged-care/dementia-or-cognitive-decline
http://gphn.org.au/programs-aged-care/dementia-or-cognitive-decline


2.  根据需要进行测试并转介给专家

如果您当地的医生（GP）认为您可能患有痴呆症，他们可
以将您转介给专科医生，例如神经科医生或老年病科医
生，或者认知、痴呆症和记忆力服务（CDAMS）。

他们将针对您注意到的变化排查其他可能的原因，并可能
会推荐您进行更多检查和测试，例如：

•	 血检、尿检

•	 为检查大脑而进行的扫描

•	 认知和神经心理学测试，以更深入地了解您的记忆
力、注意力、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由精神科医生进行的评估，以排查其他病症并应对可
能与痴呆症同时出现的症状。

您可能需要去各专科医生处进行多次看诊之后才能获得
诊断。

治疗和应对步骤

 要问医生的问题
•	做这些检查和测试之前需要禁食吗？

•	专家的费用是多少？

•	我可以获得专家诊治方面的经济援助吗？

•	还有哪些专家会参与其中？

•	有没有可以带回家阅读的资料？

1. 去看医生

您当地的医生（GP）会询问您有关您或其他人可能注意到
的变化、您的生活方式、家族史和其他病史的问题。他们
可能会进行身体检查，并要求您完成一些测试来评估您的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这些评估可能会在数次看诊期间分次进行。评估完成后，
他们可能会转介您去一些其他的专业医务工作者那里进行
更多的测试。

如果可以的话，请在他人的陪同下看诊。陪同人员可以支
持您并帮助您记住重要信息。

为看诊做好准备

•	 预约长时段看诊（long appointment）

•	 列出您的药物清单并一同带去

•	 写下您注意到的变化（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认知混
乱情况、性格变化）以及您、您的家人或朋友所担忧的
任何事情

•	 请医生写下接下来需要采取的行动。

要问医生的问题
•	有没有可以带走阅读的资料？

开始注意到情况有变化

1. 去您当地的医
生（GP）处看诊

在您的医生处进行定期检查，
或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进行检查

痴呆症的治疗和应对步骤

4. 长期应对方
案和支持网络

2. 根据需要进行测
试并转介给专家

3. 初步应
对方案

https://www.betterhealth.vic.gov.au/health/serviceprofiles/cognitive-dementia-and-memory-service


4.  长期应对方案和支持网络

在您当地的医生（GP）处进行定期检查将有助于确保维
持您的整体健康状况。

如果您或您的照护人对您的痴呆症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任
何援助，尤其是当您或您的照护人注意到任何变化时，您
也可以咨询您的医生。

您的医生可以帮助您和您的照护人找到适合您的援助服
务。这包括获得社会支持、家务援助、其他专业医务人员	
(如心理咨询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言语病理学
家、营养师）和暂托服务。

他们还可以帮助您做好预立医疗自主计划，我们建议每个
人都要做好预立计划。

对您的照护人来说，在医生处进行定期检查（至少每年一
次）也很重要，这样他们也能够维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要问医生的问题
•	 我应该多久进行一次定期检查/复查？我
应该看哪个科的专家？做检查时，我需要让照护
人或支持人员陪同前去吗？

•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规划我的未来？
•	 我和我的照护人可以获得哪些类型的援助或服
务？怎样才能获得这些援助或服务？

3. 初步应对方案
 
如果您被告知患有痴呆症，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减
缓病情的发展：

•	 健康饮食
•	 多运动
•	 保持社交联系
•	 戒烟
•	 减少或避免摄入酒精和其他毒品

有些药物可以减轻痴呆症的某些症状和病情发展，效果取
决于您的痴呆症类型。

有些专业医务工作者可以帮助您做出改变，践行健康的生
活方式（例如营养师和运动生理学家），并支持您的独立性	
(例如职能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还有些专家可以帮助您
改善情绪和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
当地的互助团体可以帮助您、您的朋友和家人结识朋友并
学习如何带病生活。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您当地的医生
(GP），或访问	痴呆症服务机构名录。

要问医生的问题
•	我患有哪种类型的痴呆症？
•	我还能开车吗？我还能工作吗？
•	随着病情的发展，痴呆症会对我产生哪些影响？
•	哪些药物对我有帮助？
•	谁可以帮助我改变生活方式？
•	我可以尝试其他治疗方法吗？
•	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信息？有没有可以带回家阅
读的资料？

温馨提示
1. 如果可以的话，请在他人的陪同下看诊，陪同人员可以

是家人、照护人或朋友。

2.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或需要使用全国中继服务，请在预
约看诊时告知前台人员。

3. 如果可以的话，写下您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或者让医生
帮您写下来。

4. 请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医生直接与您交谈，而不仅仅是与
您的陪同人员交谈。

5. 如果您需要讨论的问题比较多，请同您的医疗保健提供
者或医生预约长时段看诊。

6. 下载《痴呆症指南》第10章节澳大利亚痴呆症协会应对
清单，在治疗和应对病情的各个阶段为您提供帮助。

http://www.dementiadirectory.org.au/
https://www.dementia.org.au/sites/default/files/2022-08/Dementia-Guide-10-Checklist.pdf
https://www.dementia.org.au/sites/default/files/2022-08/Dementia-Guide-10-Checklist.pdf


帮助您改善生活质量的资源和援助

有些援助和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内容可能包括：家务援
助、社交和日常活动、个人护理、暂托服务、辅助医疗（例如
营养师、运动生理学家、职能治疗师）、接送服务和院所老
年护理服务。

为方便您找到所需的服务，请参阅以下内容：
如果您未满 65 岁请联系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
请访问	ndis.gov.au 或致电：

1800 800 110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

如果您超过 65 岁请联系我的老年护理。
请访问 myagedcare.gov.au 	
网站或致电：

1800 200 422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	
周六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	

为照护人提供的援助服务
如果您是痴呆症患者的照护人，您可以在当地的照护人门户
(Carer Gateway）以及该服务机构的网站上找到信息、获
得援助和服务。

请访问 carergateway.gov.au 	
网站或致电：

1800 422 737

其他语言的信息

澳大利亚痴呆症协会提供内容广泛的信息、教育和援助服
务，包括被翻译成 38 种语言的信息。

请访问 dementia.org.au/languages

澳大利亚痴呆症援助机构网站上有一系列翻译好的信息。

请访问 dementia.com.au/resource-hub
Moving Pictures有不同语言的翻译信息和短视频。

请访问	movingpictures.org.au/Pages/FAQs/
Category/mp-genie 或	movingpictures.org.au/
films

口译和听力服务

援助服务

《痴呆症指南》有印刷版及有声版。该指南逐章阐述了
痴呆症的治疗应对以及病情发展的各个阶段。请访问	
dementia.org.au

扫描访问 
《痴呆症指南》 

您是否需要帮助来访问本资料单中的链接？请致电 1800 100 500 或咨询您当地的医生（GP）。

我们将根据需要继续审查和更新信息。如果您想要提供反馈，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healthpathwaysmelbourne.org.au

2022 年 12 月

如果您需要口译员，请致电口笔译服务
处，电话 131 450。
如果您失聪，或有听力或语言障碍，请致
电国家中继服务，电话 133 677。

https://www.ndis.gov.au/
https://www.myagedcare.gov.au/
https://www.myagedcare.gov.au/
https://www.carergateway.gov.au/
https://www.carergateway.gov.au/
https://www.carergateway.gov.au/
https://www.dementia.org.au/languages
https://www.dementia.com.au/resource-hub
https://www.movingpictures.org.au/Pages/FAQs/Category/mp-genie
https://www.movingpictures.org.au/Pages/FAQs/Category/mp-genie
https://www.movingpictures.org.au/Listing/Category/films
https://www.movingpictures.org.au/Listing/Category/films
https://www.dementia.org.au/resources/the-dementia-guide
mailto:info%40healthpathwaysmelbourne.org.au%20?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