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嬰兒聽力 
篩查

維多利亞嬰幼兒聽力篩查計劃

常見問題

我的寶寶對很響的噪音有反應，為什麽還要篩
查或者轉介做聽力學檢查?

聽力喪失比只是能夠聽到很響的聲音更為複雜。患有

聽力喪失的大多數嬰兒對很響的聲音仍有反應。對言

語和語言發展很重要的聲音都是一些輕柔的聲音，

沒有專門設備，很難對新生兒做這些檢查。 

篩查是否安全? 篩查有什麽風險?

聽力篩查快速而又安全。除去耳罩時，寶寶可能會一

下子有點不適。聽力篩查存在可能無法識別天生聽力

就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嬰兒的較小風險。

不做聽力篩查有什麽風險? 篩查有沒有什麽替
代選擇?

不做聽力篩查的主要風險就是患有聽力喪失的嬰兒遲

遲得不到診斷。及早診斷，可以及早獲得幫助，讓患

有聽力喪失的嬰兒儘可能獲得最佳開端。新生兒聽力

篩查沒有任何替代選擇。

有何問題或擔憂?

與VIHSP聯絡

找VIHSP篩查員談談

VIHSP總部(聯絡資料如下)

VIHSP地區經理

VIHSP總部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Centre for Community Child Health
50 Flemington Road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Australia
電話 +61 3 9345 4941
電郵 email.vihsp@rch.org.au
www.vihsp.org.au

切記
任何年齡都可以做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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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時候做聽力篩查？怎樣做聽力篩查?

只要嬰兒身體良好並且安頓下來，我們會儘量在

嬰兒出生後儘快進行篩查。在篩查期間，聽力篩

查員會將貼付式小傳感器貼在嬰兒的前額、肩部

以及頸背，並將柔軟的耳罩戴在雙耳上。這些傳

感器和耳罩會接到一台Automated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ABR)儀器上。通過耳罩

播放輕柔的哢噠聲，傳入嬰兒的耳中。貼附式傳

感器會檢測嬰兒對聲音的反應。

一旦你的寶寶安頓下來或者睡著，篩查通常需要

不到十分鐘時間。篩查不會造成疼痛，通常不會

驚擾寶寶。歡迎你留下來陪伴寶寶，在篩查期

間，你可以抱著寶寶或者給寶寶餵奶。

在對你的寶寶篩查之前，我們會徵求你的書面同

意。如果你不希望寶寶接受聽力篩查，請告訴

VIHSP聽力篩查員。我們會請你另外簽署一份拒

絕表。如果你日後改變主意，決定要讓寶寶接受

聽力篩查，我們可以對此做出安排。

我怎樣知道結果?
篩查一完成，就會給你結果。結果可能提示你的寶寶需

要再做一次新生兒聽力篩查，或者轉介給聽力學家做更

詳細的檢查。如果你的寶寶在篩查期間不安頓，或者耳

內暫時堵塞（如體液），就可能需要做額外的檢查。 

轉介做更詳細的檢查，未必意味著你的寶寶患有聽力 

喪失。

什麽是新生兒聽力篩查?

嬰兒在出生後不久，會接受多項常規健康檢查 - 新生兒
聽力篩查就是其中一項檢查。這是檢查嬰兒聽力的一 
種免費、快捷而又簡單的方式。新生兒聽力篩查識別 
那些需要繼續接受全面聽力檢查的嬰兒。在維多利亞 
州，新生兒聽力篩查通過Victorian Infant Hearing 
Screening Program (VIHSP)開展。

為什麽篩查很重要?

每年出生的嬰兒中，有少數嬰兒患有聽力喪失。隨著他

們成長，這一聽力喪失問題會影響他們正在發展中的言

語和語言技能，因此及早識別並且獲得幫助非常重要。

在嬰兒出生的最初幾周，聽力喪失問題可能對家人來說

並不明顯，但聽力篩查通常可以發現這一問題。

在VIHSP，我們力求幫助及早發現維多利亞州的任何嬰

兒是否患有聽力喪失。及早發現意味著所有家庭可以從

一開始便獲得良好的建議和支持，讓患有聽力喪失的嬰

兒儘可能獲得最佳的人生開端。

我的寶寶無法在醫院篩查怎麽辦?

有些嬰兒可能無法在出院之前獲得VIHSP篩查。這可能

是因為你和寶寶很快出院，也可能是因為你的寶寶不夠

安頓，無法做這項篩查。如果你的寶寶沒有在出院之前

獲得篩查，我們會與你聯絡，安排一個合適的時間進行

篩查。

對於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或特護嬰兒室的嬰兒或者在34
孕周之前出生的嬰兒，我們會在儘可能靠近嬰兒準備出

院回家的時間做出篩查。

篩查之後會怎樣?

我們會將你的寶寶的篩查結果記錄到寶寶的《健康 

與發育記錄簿》（My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cord）中。如果你的寶寶是在醫院期間接受篩查，

我們還會將結果記錄在醫院記錄中。

寶寶的結果還會記錄在VIHSP資料庫中。這一記錄保

密，安全並且受到監督。你可以隨時索取一份該資

料。VIHSP資料庫用於監督和評估新生兒聽力篩查計

劃。如果該資料用于研究目的，就不會使用表明你或

寶寶身份的資料。如果你想瞭解對你的寶寶的資料做

何處理的更多情況，請要求找VIHSP地區經理談談。 

(聯絡資料見手册背面)。

如果你的寶寶需要轉介做進一步的檢查，那册早期支持

服務（Early Support Service）可以提供額外的支持。

如果你的寶寶要做進一步的檢查，VIHSP可能就

需要與寶寶的聽力學家、醫生、婦幼保健護士、 

維多利亞州聾人教育學院（Victorian Deaf Education 
Institute）、幼兒干預服務或其他健康和教育專業人

士共享出生資料、聯絡資料以及篩查/聽力學檢查 

結果。這是為了讓健康專業人士能夠審查結果， 

為你的寶寶規劃適當的服務或所需要的任何治療。

聽力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改變

隨著寶寶成長，要注意寶寶的聽力情況，這一點非常

重要。即使寶寶已經通過了聽力篩查，如果對寶寶的

聽力、言語或語言發展感到擔心，你都可以再安排做

一次聽力檢查。只需直接致電聽力學診所，或者請婦

幼保健護士或家庭醫生代為安排即可。你的寶寶的聽

力結果可能會通知VIH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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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你的寶寶篩查之前，我們會徵求你的書面同

意。如果你不希望寶寶接受聽力篩查，請告訴

VIHSP聽力篩查員。我們會請你另外簽署一份拒

絕表。如果你日後改變主意，決定要讓寶寶接受

聽力篩查，我們可以對此做出安排。

我怎樣知道結果?
篩查一完成，就會給你結果。結果可能提示你的寶寶需

要再做一次新生兒聽力篩查，或者轉介給聽力學家做更

詳細的檢查。如果你的寶寶在篩查期間不安頓，或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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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需要繼續接受全面聽力檢查的嬰兒。在維多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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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生的嬰兒中，有少數嬰兒患有聽力喪失。隨著他

們成長，這一聽力喪失問題會影響他們正在發展中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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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是否患有聽力喪失。及早發現意味著所有家庭可以從

一開始便獲得良好的建議和支持，讓患有聽力喪失的嬰

兒儘可能獲得最佳的人生開端。

我的寶寶無法在醫院篩查怎麽辦?

有些嬰兒可能無法在出院之前獲得VIHSP篩查。這可能

是因為你和寶寶很快出院，也可能是因為你的寶寶不夠

安頓，無法做這項篩查。如果你的寶寶沒有在出院之前

獲得篩查，我們會與你聯絡，安排一個合適的時間進行

篩查。

對於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或特護嬰兒室的嬰兒或者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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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查之後會怎樣?

我們會將你的寶寶的篩查結果記錄到寶寶的《健康 

與發育記錄簿》（My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cord）中。如果你的寶寶是在醫院期間接受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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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安全並且受到監督。你可以隨時索取一份該資

料。VIHSP資料庫用於監督和評估新生兒聽力篩查計

劃。如果該資料用于研究目的，就不會使用表明你或

寶寶身份的資料。如果你想瞭解對你的寶寶的資料做

何處理的更多情況，請要求找VIHSP地區經理談談。 

(聯絡資料見手册背面)。

如果你的寶寶需要轉介做進一步的檢查，那册早期支持

服務（Early Support Service）可以提供額外的支持。

如果你的寶寶要做進一步的檢查，VIHSP可能就 

需要與寶寶的聽力學家、醫生、婦幼保健護士、 

維多利亞州聾人教育學院（Victorian Deaf Education 
Institute）、幼兒干預服務或其他健康和教育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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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健護士或家庭醫生代為安排即可。你的寶寶的聽

力結果可能會通知VIH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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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聽力 
篩查

維多利亞嬰幼兒聽力篩查計劃

常見問題

我的寶寶對很響的噪音有反應，為什麽還要篩
查或者轉介做聽力學檢查?

聽力喪失比只是能夠聽到很響的聲音更為複雜。患有

聽力喪失的大多數嬰兒對很響的聲音仍有反應。對言

語和語言發展很重要的聲音都是一些輕柔的聲音， 

沒有專門設備，很難對新生兒做這些檢查。 

篩查是否安全? 篩查有什麽風險?

聽力篩查快速而又安全。除去耳罩時，寶寶可能會一

下子有點不適。聽力篩查存在可能無法識別天生聽力

就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嬰兒的較小風險。

不做聽力篩查有什麽風險? 篩查有沒有什麽替
代選擇?

不做聽力篩查的主要風險就是患有聽力喪失的嬰兒遲

遲得不到診斷。及早診斷，可以及早獲得幫助，讓患

有聽力喪失的嬰兒儘可能獲得最佳開端。新生兒聽力

篩查沒有任何替代選擇。

有何問題或擔憂?

與VIHSP聯絡

找VIHSP篩查員談談

VIHSP總部(聯絡資料如下)

VIHSP地區經理

VIHSP總部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Centre for Community Child Health
50 Flemington Road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Australia
電話 +61 3 9345 4941
電郵 email.vihsp@rch.org.au
www.vihsp.org.au

切記
任何年齡都可以做聽力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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