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發育性殘障管理局

個人與家庭 
服務另選安 

置計劃

如果需要聽力或溝通支持，可以撥打7-1-1或1-800-833-6388 

(TTY)，致電華盛頓州電信中繼轉接服務部。

另選安置計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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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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名 電話和電子郵件

另選安置計劃加入方式
個人可在任何時候要求加入一項或改換另一 

項另選安置計劃。詢問個案/資源管理員(CRM)。 

若人士沒有CRM，請在地區辦事處一欄下列 

出的您當地的免費服務熱線上留言，或於 

www.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線上提交申請。

符合另選安置計劃服務標準不保證得到此等服務。 

每一項另選安置計劃可接納的服務對象人數都有

限制。DDA有權根據現有的經費情況而限制另選

安置計劃所接納的新參加者之人數。

行政聽證權利
無論加入了何種計劃或服務，如對下列任何事 

項持有爭議，個人皆有申請行政聽證之權利：

•  如DDA資格申請未獲批准、被終止或者資格 

申請審批手續受到不合理的延誤；或者

•  如不同意獲准得到的服務類型或服務量；或者

•  服務未獲批准、被減少或終止；或者

•  選擇的服務提供者未獲批准；或者

•  個人轉到不同的住宿看護所，而這不是其 

選擇；或者

•  DDA拒絕依從提出的不向任何其他人寄送通 

知函之請求；或者

•  從某個另選安置計劃中除名；或者

•  提出的獲取ICF/IID服務而非另選安置計劃之 

請求未獲批准；或者

•  DDA決定，目前的另選安置計劃中所提供的 

服務可以滿足健康和福利需求，而客戶不同 

意這一決定；或者

•  個人被認為無需ICF/IID級別的照護服務；或者

•  個人被認為不符合CIIBS資格。

人士必須滿足所有下列標準：

•  符合RCW 71A.10.020(5)規定的DDA客戶資格。

•  依據社保法案中設立的條件，具有殘障。

•  申請長期照護服務/醫療補助並已證明收入不超

過SSI聯邦福利標準的300%。

–  若是兒童，不考慮其父母的收入和財力。

–  若是與配偶一起居住的成人，不考慮其配 

偶的收入和經濟來源。

•  財力少於2,000美元，或加入了Apple Health殘障

工作者(HWD)計劃。

•  根據DDA評測，達到與智障人士中級照護機構

(ICF/IID)所提供的同等級照護。

•  根據以個人為中心的服務計劃顯示，社區中的另

選安置計劃和/或每月監督可滿足健康、安全和

康復需求。

•  與ICF/IID相比，更願意接受家庭和社區內服務。

•  僅針對IFS，人士還必須：

–  居住在社區之家。這表示與至少一位其他 

家人住在一起；配偶，生父、養父或繼父，

子女，繼子女，兄弟姐妹，繼兄弟姐妹， 

嬸嬸，叔叔，祖父母，第一代堂兄妹， 

姪女或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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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覽我們的網頁：  
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尋找辦事處：  
dshs.wa.gov/DDA/dda/ find-an-office

請撥：

https://www.dshs.wa.gov/dda/service-and-information-request
https://www.dshs.wa.gov/office-locations?field_geofield_distance%5Bdistance%5D=100&field_geofield_distance%5Bunit%5D=3959&field_geofield_distance%5Borigin%5D=&=Find&field_office_type_tid%5B%5D=9653


另選安置計劃概述
華盛頓州社會福利服務部發育性殘障管理局(DDA)

設立了五項家庭和社區內服務醫療補助方案另選

安置計劃。每一項另選安置計劃皆提供特殊的服

務以在社區（而非機構）內滿足個人的健康和安

全要求。個人與家庭服務(IFS)另選安置計劃提供 

多種無法透過任何其他資源（私人保險、醫療 

補助方案、學校等）獲得的服務。

個人與家庭服務(IFS)另選安置計劃為需要另選安

置計劃以留在社區之家內的對象提供支援。個人

必須與家人住在一起。該等服務具有由DDA評估

所確立的年度分配限額（$1,200；$1,800；$2,400

或$3,600）。

如評估的服務需求超過IFS另選安置計劃所提供的

服務範圍，DDA將執行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來滿

足健康和福利需求：

•  確認更多可用的自然支援；

•  啟動規則例外申請，對除自然支援之外的、 

IFS另選安置計劃中不包括的可用非另選安 

置計劃服務進行評估；

•  提供機會來申請含有所需服務的替代另選安 

置計劃； 

•  提供智障人士中級照護機構(ICF/ID)安置。

如上述選項皆無法成功滿足健康和福利需求， 

DDA可終止另選安置計劃資格。如被終止另 

選安置計劃，個人可能仍有資格獲得其他非 

另選安置計劃DDA服務。  

另選安置計劃服務
使用本手冊來規劃個人的年度評估。個案資源管 

理員(CRM)將會解釋服務和要求，並對在以個人為

中心的服務計劃中選擇的服務進行記錄。有些服 

務須進行審核並獲得許可後方能獲得。請向他們 

的CRM諮詢事先獲得許可所需的資訊。具有年齡 

限制的四類服務包括：

•  社區服務 – 增強客戶在社區中的參與度和融入度

•  專業服務 – 由簽訂合同的專業人士提供的支援 

服務

•  看護服務 – 針對參與者及其看護人的支援

•  用品與服務 – 針對參與者的設備、用品和專 

業服務

使用複選方塊告知CRM所感興趣的服務：

社區服務

		社區參與 – 提高個人對於正式或非正式社區支

援的關聯性和參與度的服務。

		同伴輔導 – 同伴輔導員運用他們的個人經驗提

供支援和指導。

		以個人為中心的計劃便利服務 – 擬定生涯規劃

來提高個人自主能力及制定行動計劃。

		交通 – 補償金，用於償還服務提供者支付的交

通費用；此類交通服務與醫療無關，但為獲得

PCSP規定之另選安置計劃服務而必須提供。

專業服務

		行為健康穩定服務 – 於個人陷入行為健康危 

機時提供的協助與支援服務。包括主動行為 

支援和咨詢、專業心理疏導服務和危機人士 

臨時床位。

		主動行為支援和咨詢 – 為評估及解決個人行 

為健康需要提供支援。這些包括以直接干預 

來改善行為，以便提升生活品質與融入社區。

		風險評估 – 對暴力、跟蹤騷擾、性暴力或掠奪

行為進行評估，以確認對於心理疏導、醫療或

治療服務之需求。

		專業心理疏導服務 – 專為滿足發展殘障人士之

需求而提供的精神病治療服務。21+

		服務人員/家庭諮詢 – 為家庭和直接服務提供

者提供的專業培訓與諮詢，以便更好地滿足 

服務對象的需求。提供咨詢。

		治療 – 超出醫療補助方案(Apple Health)提供 

之服務範圍以外的職業、身體和言語、語言 

和聽力服務。21+

看護服務

		替代看護 – 使照顧發育和智力殘障 

人士的照顧者有短期的休息機會。

		專業護理 – 為解決無法透過醫療補助 

方案(Apple Care)滿足之需求而提供 

的慢性病、長期、護理服務。21+

用品與服務

		殘障人士輔助技術服務 – 用於改善或維持人體

機能的產品和培訓。

		環境改造 – 對家進行必要的物理改造，以利於

個人繼續在社區中生活。

		特製衣物 – 經改製的無局限衣服，藉以滿足與

殘障症狀相關的各種需求。

		特製設備和用品 – Medicaid (Apple Care)下不可

用的必要設備和用品，包括為了實施治療或正

面行為干預支援計劃所需的設備和用品。

		車輛改裝 – 為了適應服務對象的需求和使其能

充分融入社區生活而對車輛所作的必要改裝。

		健康教育 – 旨在協助管理健康相關問題及達到

健康目標的月度、個人化、印製的教育信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