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发育障碍人 
士服 务管 理 局

基本附加另 
选安置计划           

浏览我们的网站： 
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寻找办事处： 
dshs.wa.gov/office-locations

致电我们：

需要听力或交流帮助的个人可通过拨打7-1-1或1-800-
833-6388 (TTY)获得华盛顿电信中继转接服务

另选安置计划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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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电话和电子邮件

获得一项另选安置计划 
任何时候都能申请参加或转到替代 
的另选安置计划。咨询个案资源经理。 
如果没有CRM，请在地区办公室下列 
出的当地“无偿服务”行上留言,或在  
www.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上在线提交申请。满足服务条件并不能 
确保获得另选安置计划服务。每项另选 
安置计划都限制了可获得服务的人数。 
DDA有权根据可为新的另选安置计划参 
加者拨付的资金来限制参加计划。

行政听证权利 
不论是哪项计划或服务，每个人都有权利就
以下任何裁决申请行政听证：

•  DDA资格条件遭到拒绝、终止，或DDA 

无理由地拖延办理申请；或

•  经授权可获得的服务类型或数量；或

•  拒绝、减少或终止服务；或

•  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遭拒；或

•  如果并非某人选择地迁至其它住处；或

•  DDA拒绝根据申请遵守不将通知发送给任何 
其他人的要求；或

•  退出一项另选安置计划；或

•  拒绝对获得 ICF/IID服务，而非另选安置计划
服务的申请；或

•  DDA决定当前另选安置计划提供的服务可以 
满足健康和福利需要，但个人不同意；或

•  经评估认定个人不需要 ICF/IID层级的 
照护。

接受者必须满足所有条件：

•  是符合RCW 71A.10.020(5)的合格DDA个案 
当事人。

•  具有符合《社会安全法案》中所确立的条件 
的残疾。

•  申请长期照护服务/Medicaid并已经确认收入
不超过SSI联邦福利标准的300%。

-  如果是儿童，不考虑父母的收入和经济 
来源。

-  如果是与配偶同住的成人，不考虑配偶的 
收入和经济来源。

•  经济来源少于$2000或处于残疾职工Apple 

Health (HWD)计划的标准内。

•  达到由DDA评估确定的中级护理机构为智障 
人士提供的护理水平。

•  以人为中心的服务计划显示如何在具有每月 
另选安置计划服务和/或监督服务的社区中
满足健康、安全和康复需求。

•  同意接受家庭与社区安置服务，而不是 
ICF/IID。

Chelan, Douglas, Ferry, Grant, 
Lincoln, Okanogan, Pend 
Oreille, Spokane, Stevens

Adams, Asotin, Benton, 
Columbia, Franklin, Garfield, 
Kittitas, Klickitat, Walla Walla, 

Whitman, Yakima 

Island, San Juan, Skagit, 
Snohomish, Whatcom

 
King

Kitsap, Pierce

Clallam, Clark, Cowlitz, Grays 
Harbor, Jefferson, Lewis, 

Mason, Pacific, Skamania, 
Thurston, Wahkiakum

(800) 319-7116 
R1ServiceRequestA@dshs.wa.gov

(866) 715-3646 
R1ServiceRequestB@dshs.wa.gov

(800) 567-5582 
R2ServiceRequestA@dshs.wa.gov

(800) 974-4428 
R2ServiceRequestB@dshs.wa.gov

(800) 735-6740 
R3ServiceRequestA@dshs.wa.gov

(888) 707-1202 
R3ServiceRequestB@dshs.wa.gov

https://www.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https://www.dshs.wa.gov/DDA/dda/find-an-office


另选安置计划概述
社会福利服务部发育障碍人士服务管理局 
具有五项家庭与社区服务Medicaid另选安 
置计划。每项另选安置计划都提供专门服 
务来满足社区中的健康和安全需求。基本 
附加另选安置计划都提供多种无法通过任 
何其他资源（私人保险、Medicaid、学校等）
获得的服务。

基本附加另选安置计划为那些需要另选安 
置计划服务来满足其在社区中经评估的健 
康和安全需求的个人提供支持。这些服务 
在其自己家、成人之家或成人住宿中心中 
提供。基本附加另选安置计划为所有年龄 
的个人提供服务。

如果评估的服务需求超出了基本附加另 
选安置计划规定的服务范围，DDA将做 
出以下一项或多项努力来满足健康和福 
利需求：

•  确定更多可用的自然支持；

•  启用对规则作例外考虑，以获得基本 
附加另选安置计划中未包含的可用非 
另选安置计划服务（自然支持除外）；

•  提供对具有所需服务的替代另选安 
置计划的申请； 

•  在 ICF/IID中提供安置。

如果上述选项均未能满足健康和福利 
需求，DDA可终止另选安置计划资格。 
如果某项另选安置计划被终止，个人 
可能有资格获得其他非另选安置计划 
的DDA服务。 

另选安置计划服务
专业服务

	稳定服务  –  旨在于行为健康危机期间提供
协助和支持。服务包括专业化训练、工作
人员/家庭咨询和危机转床服务。

	正面行为支持和咨询  –  这些支持旨在评估
和解决行为健康需求。其中包括干预来改
善行为，以提升生活质量和社区包容。0-20

	风险评估  –  对暴力、跟踪、性暴力或掠 
夺行为进行评估，以确定对于精神病学、
心理或治疗服务的需求。

	专业化训练  –  可学习或维持一系列生活技
能的个性化支持。 

	工作人员/家庭咨询  –  为更好满足个人需
求而向家人和直接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专业
咨询。提供咨询服务。

	疗法  –  除了由Medicaid (Apple Health)提供的
服务之外的职业、物理和言语、语言及听
力服务。2 1 +

照护服务

	替代看护  –  为那些与客户生活在一起并 
提供照护的个人提供的短期救济。

	专业护理  –  为解决无法通过Medicaid (Apple 

Care)满足的需求而提供的长期 
护理服务。21+

物品和服务

	灭虫  –  处理家中的臭虫。

	治疗适应  –  改变家庭环境以减少或消除 
压力。

	环境适应  –  对某人的必要住处进行物理 
改造，以继续生活在社区中。

	专业设备和用品  –  Medicaid (Apple Care)下不
提供的必要设备和用品，包括实施 
治疗或正面行为支持计划所需的设备和 
用品。

	保健教育  –  每月的个性化印制教育信函，
旨在协助管理健康相关问题和实现保健 
目标。

使用本手册来制定年度评估计划。个案资源 
经理将说明服务和要求，并记录在以人为中 
心的服务计划中所选的服务。某些服务需要 
审核和批准才能提供。向CRM询问事先批准 
所需的信息。具有年龄限制的四类服务包括：

•  社区服务  –  促进当事人在社区中的参与度 
和融入度

•  专业服务  –  由签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支持 
服务

•  照护服务  –  面向参与者和照护者的支持

•  物品和服务  –  面向参与者的设备、用品 
和专门服务

使用复选框向CRM显示感兴趣的服务：

社区服务

	社区参与  –  这些支持旨在加强联系及参与
社区资源。

	社区包容  –  个性化的支持服务，旨在联络
当地社区中的人，以便与拥有相似兴趣爱
好的其他人建立关系。

	辅助就业  –  强化、持续的个人和团体 
支持，旨在获得和保持就业。2 1 + 

	交通  –  针对为获得PCSP中所指定的另选安
置计划服务所需的非医疗交通，对服务提
供商给予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