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育殘障人仕
服務處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dministration)

一次性獎勵金
一次性獎勵金適用於達到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資格要求的個人及家庭。而且這些個人
及家庭有其他計劃不予承保的一次性需要。適
用於一次性獎勵金的服務包括建築結構和車輛
改裝服務，或者特製設備。

緊急服務資助金
緊急服務包括替代看護、行 支援或護理服
務，並且僅限於單獨一次事件、情況或短期危
機情況。
對於符合下列條件者，可考慮 其提供一次性
獎勵金和緊急服務資助金：
n

目前未獲准接受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的服務；

n

此項需求將影響你或你的看護者之健康
及安全；並且

n

你與你的家庭無任何其他經濟來源可滿
足此項需求。

社會與健康服務部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將帶頭倡導，建立
並參與合作關係，藉以改善個人、家庭
和社會的安全與健康。

地區 1 North
1 (800) 462-0624
TTY (509) 568-3038
1611 W. Indiana Ave.
Spokane, WA 99205-4221
電話 (509) 329-2900

地區 1 South
1 (800) 822-7840
TTY (509) 454-4321
3700 Fruitvale Blvd.
Suite 200
Yakima, WA 98909-2500
電話 (509) 225-4620

地區 2 North
1 (800) 788-2053
TTY (360) 714-5002
840 N. Broadway
Bldg. A., Suite 100
Everett, WA 98201-1288
電話 (425) 339-4833

地區 2 South
1 (800) 314-3296
TTY (206) 720-3325
1700 E. Cherry St. # 200
Seattle, WA 98122
電話 (206) 568- 5700

地區 3 North
1 (800) 248-0949
TTY (253) 572-7381
1305 Tacoma Ave. S.
Suite 300
Tacoma, WA 98402
電話 (253) 404-5500

地區 3 South
1 (800) 339-8227
TTY (360) 586-4719
Point Plaza East
Bldg. 2, 3rd Floor
6860 Capitol Blvd. SE
Olympia, WA 98504-5315
電話 (360) 725-4250

如需詳細資訊，請瀏覽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網站，網址是：

www.dshs.wa.gov/ddd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ndividual and Family
Services Program)

關於資格、獲得服務的
途徑和服務項目之資訊

DSHS 的政策是在就業或服務中，
任何人均不應因其種族、膚色、信仰、
宗教、原國籍、性取向、年齡、性別、
存在任何感官、精神或身體殘障、
因殘障而使用經訓練的導盲犬或服務性動
物，或退伍軍人身份而受到歧視。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dministration
P.O. Box 45310
Olympia, WA 98504-5310
DSHS 22-038 CH (Rev. 8/13)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概述

可提供的服務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是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一項僅由州政府資助的計劃。此項計
劃提供多種不同的服務，藉以協助保持和穩定每個家庭單位。參加所有 DDA 服務均 自願。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旨在與州政府和家庭建立合作關係，從而：
n
n
n

協助支援符合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服務資格的家庭成員在自家居住；
家庭提供選擇服務的機會；以及

對於符合下列條件者，可考慮參加個人與家庭
服務計劃 (IFS)：
n

目前符合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的服務資格；

n

住在自己家中；

n

目前未加入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家庭
與社區安置服務 (HCBS) 的免費服務計劃；

n

年滿 3 歲或以上；以及

n

目前未接受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的成人或兒童住宿看護所服務或領有許
可證的寄養看護服務。

獲得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服務的
途徑
你可以聯絡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的個
案資源管理員，提出獲得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的請求。如果你符合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資格的標準，你將被列入個人與家庭服務
計劃 (IFS) 的申請者等候名單。你將收到發育殘
障人仕服務處 (DDA) 批准或拒絕你請求的書面
通知，其中含有關於行政聽證申請權利的說明。

適應身體殘障而改裝的無局限性衣物、
內磨損衣物或特製鞋（須有合格專業人員
出具建議）。

其他服務計劃不承保的超額醫療費用
在醫療補助計劃 (Medicaid) 或私人醫療保險的福
利用盡之後，或在無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你須支
付的醫療費用。

醫療服務和治療師治療服務費用之共付額
醫療保險計劃的投保人所須支付的固定費用，
以便他們能夠使用該計劃承保的特定醫療服務
和治療師治療服務。此類服務必須是經醫療保
健人員確定 具有醫療必要的服務。

治療師治療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承保的治療師治
療如下：

允許家庭對其配給資源擁有更多控制權。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之資格標準

替代看護
使照顧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的服務對象的
家庭成員有短期的休息機會。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申請者等候
名單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申請者等候名單包括
居住在自己家中，並已提出個人與家庭服務計
劃 (IFS) 服務請求的個人申請者。若在提出請求
時尚無經費提供相關服務，符合資格的申請者
將被列入此名單。

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年度配款
發育殘障人仕服務處 (DDA) 之評估用於衡量發
展殘障患者對支付服務的需求程度，並用於確
定你的需求程度。個人與家庭服務計劃 (IFS) 年
度配款如下：
n

1 級，最多 $1,200

n

2 級，最多 $1,800

n

3 級，最多 $2,400

n

4 級，最多 $3,600

n

物理治療

n

職業治療

n

言語矯正治療、聽力治療及語言矯正治療

建築結構和車輛改裝服務
對服務對象的住宅及車輛進行改裝，以確保服務
對象和看護者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或者使服務
對象能在自己家中或社區內居住，並擁有更大的
獨立性，從而不必將他們安置在限制程度更大的
環境中。
設備和用品
具有醫療上必要的設備和用品，用於協助服務對
象以增強和保持其能力，並從事日常生活活動。
特殊的營養和衣物
配方食品和特製食品（須有適當的合格專業人員
出具建議，而且此類食品必須構成服務對象卡路
里攝入量的 50% 以上）。

交通工具
當服務提供者需要 要獲得個人與家庭服務計
劃 (IFS) 服務的服務對象提供交通接送時，對
服務提供者作出的補償。
培訓和諮詢服務
家庭提供的專業服務，協助有關家庭以滿足
服務對象的特定需求。
行 支援服務
制定和實施計劃，以採用積極的行 管控方法
來幫助有嚴重行 問題的患者。
家長/兄弟姐妹培訓教育
家中有發育殘障患者的家長和兄弟姐妹開辦
的培訓班，以講解相關問題。
康樂活動
符合資格的服務對象舉辦的休閒活動，例如
夏令營、基督教男青年會活動、一日遊、民間
團體會員資格、俱樂部、手工藝培訓班、體育
活動，或當地社區舉辦的一般康樂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