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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為家庭支援中心提供慷慨的支援
Rachel Nobel，照護，家庭活動和義工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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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中心為社區提供多種免費
的服務。而很多社區人士亦為家庭
支援中心免費貢獻他們的技能和時
間，作為回報。沒有他們慷慨的支
持，我們是無法完成我們很多我們
奇妙的工作。
其中一名備受讚揚的義工職員是
Ahmid Brown。Ahmid是我們辦公室管
理的支援人員。在2007年八月七日，
Ahmid被三藩市義工中心提名為Stuart
Shire Inspiration Volunteer Award獎的
得獎人。此獎項是發給通過其投入
的義工工作啟發同事的過渡義工。
Ahmid在家庭支援中心一直有此表
現，能和他合作，我們深感榮幸！
除持續為我們工作的義工外，我們
亦有義工參加我們的特別活動和項
目的工作：

家庭支援中心
網上拍賣！
公開投標日期：
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至
十月三日下午八時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容易！安全！好玩！
這是另一個你可以支持家
庭支援中心的方法！
旅遊，娛樂，飲食，
和其他多種拍賣品！
（與十月六日晚會的拍賣
品不同）

下接第4頁

2007年十月六日星期六
下午六時至十時
三藩市猶太社區中心
3200 California Street
特殊兒童家庭支援中心是
一個非牟利的，支援性，
資源和網絡機構，服務特
殊需要兒童的家庭與和他
們合作的專業者。我們的
目的，是支持面對挑戰的
家庭。我們所有的服務都
是免費的，包括資源、電
話諮詢、隨訪中心、互助
組、講座、和家庭聚會

拍賣
酒會
晚餐
舞會

表揚：
Helen Rossini
Jeannine Yeomans
The Pamakid Runners Club
和表揚家庭支援中心19822007年各屆董事的義務工作

請留意我們寄出的請柬…或上網訂座…或致電415 282-7494查詢詳情
義務工作：請聯絡Rachel, 415 920-5040; rnobel@supportforfamil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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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特殊教育入學過程
Rachel Norton，三藩市聯合校區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委員

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成員最
近和三藩市聯合校區教育安排中
心（EPC）的職員會談，討論家
長可以收到更多有關校區特殊教
育計劃學額的詳情。
例如，我們一直關心很多融和計
劃看來登記人數太多。因而家庭
對在選擇融和計劃時感到相當不
肯定，因為他們無法知道他們的
選擇是否有學額。此外，我們曾
收到家長的報告，指需要高中嚴
重受損班和高中後過渡計劃的家
庭，需要等到春季甚至夏季時才
知道他們的子女在八月底時是否
有位。
要讚揚的是EPC近年來均有發出
大量有關一般教育的入學數據
──這些數據對家長通過校區的
選擇系統有極大幫助，同時可幫
助他們決定選擇什麼學校。但
是，我們奇怪為什麼入學辦事處
沒有發出同樣有關特殊教育安排
的資料，因為這樣可以幫助需要
接受特殊教育的兒童之家庭，更
能決定他們的選擇。
我們很高興離任的EPC主任
Annette Lim和繼任的Darlene Lim抽
空和其他職員和我們開會兩個多
小時，回答我們的問題和幫助我
們明白特殊教育安排之複雜過
程。
首先，我們對有近百分之四十的
家庭在過渡期內──例如從小學
轉到中學──沒有在一月份第一
個安排入學的回合中提交申請，
感到震驚。由於沒有提出申請，
家庭只會取得最後的選擇，特別
是有關融和計劃的選擇。要加入
融和計劃，在第一回合提出申請
是絕對重要的，因為申請加入融
和計劃的學子，要和一般教育的
學子競爭學額。近年來，特殊教
育和EPC一起合作，在未為一般

教育學子作出安排之前，先為融
和計劃學子作出安排，但只有在
第一回合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的
家庭始有此優先。
此外，有很多家庭（百分之四十
有交回入學申請表的家庭）要求
在沒有提供IEP所列類型計劃的學
校（有些計劃只有某些學校才設
有）。因此，辦事處無法發出有
關某個學校的特殊計劃要求的數
字統計，因為很多家庭提出之要
求並不適當。
此外，校區在年內亦會對兒童進
行評估和舉行決定安排改變之
為孩子找到適當入學
安排之提示
1.

在秋季較早時間舉行IEP會議，
確保你孩子的計劃安排，在一月
份第一個安排回合之前發生。

2.

參詳特殊教育入學指南，確保
你選擇的學校有提供IEP列出所
需的計劃。此指南可向EPC索
取，或上網查閱：http://tinyurl.
com/2ytnnc。

3.

儘量往訪多間提供你孩子需要計
劃的學校。有時你未聽過的學
校可能是適合你孩子的最理想
地方。

4.

如只有一個適合的學校，準備向
IEP小組說明為什麼該校是最佳
的選擇，並確保你孩子的IEP詳
細列出他或她在學校所需的服
務。

IEP會議，使得安排決定持續有
變。EPC的職員說，故此某個計
劃的目前入學人數數字幾乎即時
已告失效，因而校區對發出數字
異常謹慎，避免可能誤導家長。
一名職員提供一個小學融和計劃
的例子：一間學校可能可錄取九
名融和計劃的學生，但只有七人

加入，但可能並無實際的空位存
在，特別是在非過渡年級的課室
（過渡年級是幼稚園，六年級和
九年級，實際上該年級的每個座
位均留備入學的新學生）。在此
情況下，如發出融和計劃有兩個
空額的數據可能會誤導家長，因
為事實上仍沒有空位存在。

家長和教師：
請加入社區顧問委員會！
現在是加入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
員會（CAC）的時候了。
CAC的目的，是爭取有效的特殊
教育計劃。每年我們為教育委員
會做一個報告，包括我們對如何
改善特殊教育計劃和服務的意見
和建議。請出席我們的會議發表
你的心聲，幫助改善三藩市學校
的特殊教育。
CAC每年開會十次，於每個月（
七月和十二月除外）的第四個星
期四舉行，會議地點在Open Gate,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4．會
議由下午六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
分，提供食物。開始半個小時是
委員非正式討論時間。正式會議
於下午七時開始；會議公開歡迎
任何人參加。會議同時可提供托
兒和翻譯，請於會議前一個星
期致電Open Gate提出，415-9205040。傷殘孩子的家長出席會議
可取得五十元的補助。
詳情請瀏覽網頁www.caf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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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之學前計劃選擇調查
Patsy Hampton，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主任

此文改寫自Humboldt縣教育辦事處
和Redwood Coast地
區中心2002年編
印之過渡參考，
和Warmline Family
Resource Center編
印的Moving on the Preschool。
開始為孩子尋找學前計劃很多
時候是最困難的第一步。當你
有一些調查學前計劃選擇的經
驗之後，在你繼續為你孩子尋
找最好的計劃就會容易得多。
以下是一些開始尋找時的建
議。
開始時，決定你孩子和家庭的
獨特需要是什麼。你是最知道
你孩子需要的人。
‧ 你的孩子在什麼環境下最
感自在，大組，小組，或
個人環境？
‧ 你的孩子是否需要在家人
以外，有更多和同輩和成
年人相處的經驗？
‧ 有什麼支援和服務可以幫
助你的孩子和一般發育的
孩子融和一起？
‧ 你的孩子是否有在學校需
要注意之醫療需要？
‧ 你的孩子最喜歡什麼活動？
‧ 你的家庭是否需要配合工
作或學校時間的計劃？
‧ 家人能或願意參與學前計
劃的時間有多少？
想想什麼環境對你的孩子最為
適合。
找出多個可能裨益你孩子的計
劃。你的個別化家庭計劃小組
在這方面可以幫助你。朋友，
親戚，和其他家長及專業者均
可以提供他們可能知道的計劃
之建議。制定一份問題，在調
查這些計劃時可以在電話或面
對面時查詢。以下的名單可能
對你有助。
與你的服務統籌和其他個別化
家庭計劃的成員討論選擇的範
圍，和安排訪問計劃。你或者

在完成你孩子的IEP之前，訪問
一些計劃和學校。這些訪問，
可給你一些主意，在IEP內應包
括什麼項目。另一方面，你或
者想等到有關計劃建議之後才
往訪這些計劃。不同的計劃有
不同的訪問政策。如你無法立
刻往訪，請和學校的教師及／
或已參與該計劃的家長談談。
準備一份你想在訪問時觀察的
項目清單，或用來查詢幫助你
解答以下問題：
‧ 教師對孩子是否溫和與有回
應？
‧ 教師和孩子相處是否自在？
‧ 教師對孩子是否用正面的方
法，用稱讚而不是處罰的方
法？
‧ 孩子是否取得個別化的教
授，以符合他們的獨特需
要？
‧ 教師對孩子是否有適當的期
望？
‧ 是否有監察孩子的進度，和
用某種方法紀錄？
‧ 如何提供指定教學和服務（
DIS）？也就是，孩子是否
需要離開課室前往治療？治
療師和教師是否在課室內一
起合作？
‧ 玩具和教學材料是否放在孩
子能獨立可取用的地方？
‧ 孩子是否有機會進行探索和
做決定？
‧ 課室的佈置，是否可讓孩子
移動自如？
‧ 洗手間，樓梯，和操場是否
能適應幼兒的需要？
‧ 課室是否安全和清潔？
‧ 課室外觀和氣氛是否令人愉
快？
‧ 有沒有可以讓孩子自己玩或
和一兩個朋友玩的地方？
‧ 孩子是否有機會溝通他們的
需要？
‧ 孩子是否接受結構性的教
學？即是，活動的計劃，是
教導孩子學習一些技能？
‧ 活動是否適合學前年齡的兒
童？
‧ 有什麼和沒有傷殘的兒童一
起學習和遊戲的機會？

‧ 是否有足夠的成年人教導兒
童？
‧ 課室是否夠靜，能讓孩子集
中精神學習？
‧ 孩子是否有儘量學習獨立的
機會？
‧ 是否有為孩子提供多種不同
的學習活動？
‧ 課室內有多少名孩子？
在訪問之後記下什麼是你喜歡
和不喜歡的，和什麼會對你有
好處。
記住，IFSP/IEP的成員將根據
所有收集的資料，為你孩子提
供計劃建議。在同意孩子加入
計劃之前，你應可訪問任何建
議的計劃。即使你沒有專程往
訪某個計劃，你仍然可以在討
論中貢獻你的看法，因為你知
道孩子可以有什麼選擇，以及
你孩子的獨特需要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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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欄：照護和家庭活動新聞
Rachel Nobel，照護，家庭活動和義工經理
封面，上接第1頁

在2007年六月，Open Gate Resource
Center在我們的隨訪和活動照護中心
為65名兒童提供照料服務。也就是
每天平均有兩名兒童當他們的家庭
在參加互助組，資訊會議，導師約
會，或使用我們圖書館做個人研究
時，我們為他們提供高質素的托兒
服務。
我們很高興我們能免費提供此類服
務，而我們很幸運，在家庭支援中
心，有隨時可召喚和兼職的熱情和
才情兼具的托兒者，在中心為前來
的不同傷殘情況的兒童，提供安
全，培育性，和有趣的照料。
我們提供的服務是獨特的；為使我
們的照護服務得以持續，使用時請
留意幾個要點：
家庭支援中心的
照護者為使用家
庭支援中心服務
的家長的孩子，
提供安全，有
趣，融和，與激
勵學習的康樂活
動。但家庭支援
中心並非一家有
牌的托兒所，並
不提供有牌的托
兒服務。家庭支
援中心的照料服
務，只限有家長
在場的兒童。

很多兒童使用我們的服務已有多
年，職員對他們都十分熟絡。同
時，孩子的需要亦隨著時間有所改
變。如你的孩子是第一次來Open
Gate，或者你的孩子的行為，食
物，或支援需要有所改變，請抽時
間告訴我們的照護者。此外，請在
你的孩子的資料表格上註明留意事
項，使出現情況時我們有所參照。
如你是偶然前來使用Open Gate資源
中心的服務，而又在我們服務隨訪
者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四時至八時
三十分的以外時間，或某個活動以
外的時間，請記住你需要在所有時
間對你的孩子負全責。我們歡迎兒
童在兒童間遊玩，但你必須全時留
意他們的行動。

我們喜歡我們提供
的服務，並喜歡有機會
和你們的孩子共渡康樂的
時間！請按照這些準則
幫助我們為你提供支援，
和儘可能提供最高質素
的照護服務。

一般來說，我們
的比例，是一個人照料四名兒童。
當一名孩子需要更多監督或支援
時，我們可以提供一對一的照料。
為確保我們舉行活動時有足夠的人
手，我們請家長在活動之前最少一
個星期來電登記。在活動舉行該星
期內我們仍可接受登記，但必須經
照護服務經理Rachel Nobel的批准。
因為我們的空間有限，如有多人參
加的活動，請預早登記。我們的登
記和查詢電話是（415）920-5040。
如你已登記一項活動但後來發現無
法出席，請通知我們你的計劃改
變。這樣可以讓我們修改所需人手
的比例，或讓已登記輪候的家庭使
用此服務。

遊戲間是大家共用
的，如有一個以上的
家庭使用遊戲間，家
長需負責監督和協調
孩子之互動。在這些
無人照護的時間內，
請確保在使用空間之
後，收拾一切回復原
來的樣子。
如我們在Open Gate資
源中心以外提供照
護，在中心外地方除
任何特殊規定以外，
這些標準亦同樣適
用。

我們喜歡我們提供的服務，並喜歡
有機會和你們的孩子共渡康樂的時
間！請按照這些準則幫助我們為你
提供支援，和儘可能提供最高質素
的照護服務。

我們的輔助科技實驗室

其中一個對我們機構有即時影響的
項目，是建立一個新的輔助科技實
驗室（AT Lab）。在2007年六月二十
七日，有一組來自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的義工，前來我們的辦事
處，幫助我們造實驗室的傢俱。他
們十分辛勤，為我們造實驗室所需
的櫥櫃和桌子。
這是一個大的工程，無法在一個黃
昏完成全部的工作。但有些義工在
工作未完成之前，不肯休息。John
Harrison和他的兩名勤力的孩子JJ和
Courtney Harrison，在第二個周末回
來完成工作！
當你前來家庭支援中心看到我們
AT實驗室美麗的傢俱，而這些傢俱
全都是在中心內建造的時候，請想想
這些前來家庭支援中心，貢獻他們時
間和精力的奇妙義工！
如你有興趣為家庭支援中心義務工
作，或想登記加入我們的義工電郵
名單內，請聯絡：Rachel Nobel，
rnobel@supportforfamil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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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融和計劃可以為你做什麼？Dianne Twombly, MSW，特殊需要融和計劃統籌
你曾否嘗試為你的孩子加入一個計
劃，但被告知有其他計劃其實可以
為他們提供更好的服務？
如果你有此經驗，並不止於你一人
而已。計劃的職員很多時候都是好
意的。他們相信因為他們不感自
在，沒有經驗，或沒有技能服務傷
殘兒童，傷殘兒童如在另一個設備
更好的地方，會更快樂。
我們城市很多機構都不包括傷殘兒
童和青少年，認為轉介他們往別的
地方是對的──因為別的計劃的職
員受過良好的訓練，地點方便出
入，而每個人都有專長，能有效的
服務每個人並感到自在。
如計劃的職員有更好的準備符合孩
子的需要，你的孩子是否會更快樂
呢？「在一個活動之結構以孩子為
主的環境中，孩子是否會做出更好
的成績呢？」問題是外面並無「神
奇」的計劃。而很多傷殘兒童和青
少年就由一個計劃轉介到另一個，
希望最後有人會歡迎和包括他們。

告計劃（SNIP）可以為你做些什麼呢？
特殊需要融和計劃是兒童青少年和家庭
（DCYF）部門制定的一個計劃，目的
在解決此問題。DCYF很多他們資助的
機構，在他們的計劃和活動中融和傷殘
兒童和青少年方面均見吃力。這些計劃
都想歡迎和成功的服務所有兒童，但他
們不知道如何做。SNIP在此發生作用。
SNIP為任何DCYF資助的機構提供免費的
支援，資源，和技術援助，幫助他們有
效地融和所有的兒童。

如何做？
訓練：SNIP為機構職員提供免費訓練，
包括融和的各個層面。我們最受歡迎的
訓練是認識傷殘，但是我們同時為職員
提供像管理挑戰性行為，更有效和家庭
合作，適應活動，理解保護傷殘美國人
士法等專題訓練。我們可以在家庭支援
中心的辦事處或各機構的辦事處舉行訓
練。我們訓練的對象包括小組，大組；
事實上，任何職員均希望能更有效地融
和傷殘兒童和青少年。我們同時舉行一
個周年的訓練系列，以社區機構為主，
簡介執行有效融和所需的技能和資源。

技術援助：SNIP可以前往任何
DCYF資助的機構提供實地免費評
估，建議，和提供監察及訓練，提
供控制行為的提示和技巧，改善機
構政策，和提供任何機構或計劃所
需的支援，使他們服務所有兒童
時，更感自在和有效。
對身為家人的你有什麼意義呢？
對你來說，在三藩市服務你孩子的
計劃，現在有可用的支援和資源能
融和你的孩子。SNIP的協助，對
SNIP資助的機構是免費的，只要打
一個電話即可以。我們親切友善，
支援性，我們抱有以下的願景：
傷殘兒童和青少年均安全和健康，
有歸屬感，和有意義充份參與他們
社區和發揮他們潛能的機會。
支援機構，是幫助我們實現願景的
第一個優先。所以下次當有機構告
訴你無法有效的服務你的孩子時，
請他們聯絡SNIP: Special Needs Inclusion Project,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6，電話415-282-7494內線22。

那麼當發生此情況時，特殊需要融

新家長導師計劃一個健康的開始！
Ashley Richards & Sonia Valenzuela，家長導師計劃統籌

你想不想成為其他家庭的導師
呢？
你是否有興趣增加對特殊教育
的認識呢？

九月我們開始另一個新的有專人主持
的特殊教育討論小組活動。特殊教育
是很多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在某個
時候需要思考的項目。小組將會討
論：基本權利和責任，評估和衡量，
如何準備IEP，最少限制環境等。

你的知識和在支援，醫療護理
及教育方面的經驗，可以改變
其他家庭！
我們新設的有專人主持的有關通
過醫療護理系統的討論小組，
在經過六個月的每月會議之後，
於六月結束。我們的討論包括當
前一些醫療護理的熱點題目。
我們要求參與者前來會議時有
所準備，以便可以在討論方面
作出貢獻。我們同時主持一個
專業者的小組討論，介紹服務
和社區資源。

豐富。我們希望從增加家長導師
的知識基礎，他們會成為更知情
的導師。
請考慮加入成為一名義務的導
師。這不只是幫助其他家庭的機
會，也是認識有類似興趣和學習
新事物的機會。
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聯絡我
們！我們希望聽到你的意見！
Sonia Valenzuela
Sspisz@supportforfamilies.org
415.920.5040
Ashley Richards
Arichards@supportforfamilies.org
415.920.5040

我們對此系列的活動很感興奮，因為
個人的經驗和使教育的過程變得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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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lifornia
此文件由加州家
庭之聲編寫，幫
助特殊健康需要
兒童的家庭取得
他們所需的資
料，以照顧從醫
院回家的孩子。
這些問題是由特
殊需要兒童的家
庭提出的。
請使用這些問
題作為指南或
提示，幫助你取得你可能需要的資
料。一個人未必能回答所有這些問
題，但他們可以幫助你找能提供資
料的其他人士。你可以看看問題，
然後問自己，我是否有此資料，資料
是否清楚？如你仍未有此類資料，要
求提供。如已有人提供資料給你但你
不明白內容，請人為你說明直至你清
楚為止。
醫療護理
1. 你會不會告訴我孩子的情況，和
幫助我明白醫療名詞？
2. 當我的孩子回家時，我應預期什
麼？
3. 我應關注什麼徵狀和行為？
4. 什麼徵狀和行為是無礙的？
5. 哪個醫生負責我的孩子？
6. 如我有問題時，我是否應打電話
給此醫生？如不，我應找誰？
7. 在 辦 公 時 間 之 後 我 如 何 聯 絡 醫
生？
8. 是否有人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
小時接我的電話？
9. 回應我的醫生，是否有我孩子的
資料和紀錄？
10. 回應我的醫生，是否知道其他涉
及我孩子護理的醫生是誰？
11. 回應我的醫生，是否明白我孩子
的情況，或有此方面的經驗？
12. 如回家後照料孩子時我有問題，
是否會有人能來我家裡幫助我？
13. 我的孩子是否需要約定看診時間
或跟進護理？

加州家庭之聲

Linda Vossler-Swan，委員會統籌

14. 你知不知道有任何有照料特殊健
康護理需要兒童的兒科醫生？
15. 什麼人可幫助我找兒科醫生？
藥療
1. 在我們離開醫院後，我的孩子是
否需要什麼特別的藥療？
2. 在我離開醫院時，是否有所有我
孩子需服的藥物之處方？
3. 我是否應馬上配藥？
4. 我是否需要往專門的藥房才能配
此類藥物？如果是，你是否會提
供一份就近我家的藥房名單？
5. 你會不會幫我做一份藥療名單，
告訴我：孩子服藥的時間？份
量？有什麼副作用？服藥時有什
麼條件（進食前或進食後等），
每種藥物對我孩子的影響，和如
我對藥物有顧慮時，我應打電話
給什麼人？
設備／用品
1. 在我們回家時，我的孩子是否需
要特別的設備？
2. 什麼人會送設備來？
3. 什麼時候會送設備來？
4. 該公司會不會收我的保險福利？
如不，是否有任何其他可選擇
的公司？
5. 什麼人會訓練我如何使用和保
養設備？
6. 如我對設備有問題時，我應找
誰？
7. 如設備需要電氣，當停電時我
應怎辦？
8. 在我們回家時，我的孩子需要
什麼用品？
9. 當 用 品 將 用 盡 時 ， 我 如 何 補
充？
10. 需要更多用品時我應打電話給
誰？
11. 此公司是否接受我的保險？
保險
1. 我的孩子需要接受醫院的護理和
服務，但我們事前未有準備。
我的保險公司是否會承保這些
服務？

加州家庭之聲的活動之一，是
一個稱為Parent Health Liaisons
(PHL)（家長健康聯絡）的全州
性網絡，服務特殊健康需要兒童
的家庭，聯繫他們使用社區的資
源。此外，他們亦識別新出對家
庭重要的議題。

出院問題由PHL網絡為回應家庭
所需資料而編寫。
這些問題包括西班牙文，中文，
和英文版，請瀏覽加州家庭之
聲網頁：http://familyvoicesofca.
org/projects2.html

2. 是否有其他的資源或計劃可以幫
助我支付這些帳單？
3. 我的保險公司在我離開醫院後是
否承保我孩子的護理？
4. 在我的孩子離開醫院時，我的保
險會承保什麼設備／用品？
5. 如我的保險公司沒有承保所有
的項目，是否有可以幫助我的
計劃？
6. 我是否要提供任何資料或填交表
格，以確保我的保險公司會支付
這些帳單？（醫院和家居護理）
替工和交通（如需要）
1. 你是否會幫我找護理替工？
2. 你是否會幫我找回家的交通？
3. 他們是否會幫我安排醫生跟進看
診時間？
轉介
1. 在我們離開醫院時，是否有機構
可幫助我為我的孩子尋找家庭支
援和資源？

此文是節錄。包括藥療名單的全文可
瀏覽網頁http://familyvoicesofca.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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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曆簿
家庭支援中心主辦的訓練和活動
家庭支援中心為家庭和專業者提供多種免費訓練機會。
所有以下列出的訓練，均於Open
Gate（2601 Mission Street三
樓，在二十二街）舉行，另有說
明除外。我們位於U.S. Bank大樓
內，在二十二街和Mission街交
界。
參加講座，及／或需要托兒或翻譯
服務，請最少於一個星期前通知：
920.5040。
專題講座（下午四時至六時）
提供專題小組訓練，每月重複。
＊I.E.P.（粵語）

九月六日，十月四日，十一月一日，
十二月六日星期四
認識有關特別教育法律，服務，和
IEP過程。
＊I.E.P.（英語）

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八
日星期四
認識有關特別教育法律，服務，和
IEP過程。
＊I.E.P.（西班牙語）

九月二十日，十月十八日星期四
認識有關特別教育法律，服務，和
IEP過程。
＊過渡至成人服務（英語）

＊家長／專業者講座（星期六，
約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
• 2007年九月八日講座
學校環境內的正面行為介入
主講：Terry McCall Ellis,
LCSW，心理治療師和行為顧
問
• 2007年十月十三日
IEP過程中之談判
主講：Eileen Crumm,
Ph.D和Wendy Byrnes，Finding Solutions in Special
Education聯合創辦人
• 2007年十一月十日
教導孩子安全
主講：KIDPOWER
• 2007年十二月八日
學習障礙刺激和策略
主講：SNIP和Schwab Learning
登記家長／專業者講座，請致
電：415-920-5040

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認識為十六歲或以上兒童提供之特殊
教育過渡服務，以及如何有效參與制
定你孩子的過渡計劃。
＊輔助科技講座
由ATP的Michele Bishop和CCC-SLP的
Cassie Sementelli簡報
輔助科技介紹（英語）：九月十一日
星期二下午四時卅分至六時
輔助科技資源（英語０：九月二十五
日和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至
六時，必須預約！
*SSI福利講座：

HRIIC
（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講座
所有講座均於下午六時卅分至八
時卅分在家庭支援中心舉行。提
供晚餐。參加講座，及／或登記
托兒或傳譯，必須最少於一個星
期前來電：415-206-7743。
＊2007年九月二十五日：
從早期介入過渡
討論過渡入學前計劃和當兒童滿
三歲時多個選擇項目。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由PAI Inc.的Katy Lusson主講
介紹社安金情況，集中於SSI傷殘福
利，包括初步申請，否決，重新考
慮，行政聽證，超付，和報告規定。

＊2007年十月二日：
認識早期介入

與為特殊需要幼兒家庭提供服務的
機構代表會面。我們將說明早期介
入如何運作，以及討論不同機構如
何合作為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

歡迎
‧ Hilary Bothma，發展襄理
‧ Dennis Lockett，社區資源
家長
再見
（家庭支援中心感謝您們的
服務）
‧ Pat Mejia，教育經理
‧ Nitya Venkateswaran，發
展襄理

其他機構活動
第五屆腦受傷周年會議
2007年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
網頁：www.nabis.org
自閉症會議
2007年九月二十九日
加州聖他克拉克大學
網頁：www.morgancenter.org
2007年第二十一屆支援生命會議
2007年十月三日至五日
加州沙加緬度
網頁：www.supportedlife.org
第二十五屆特殊教育輔助科技周年
會議
2007年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勒斯市
網頁：www.closingthegap.com
下接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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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組
家庭支援中心主辦的互助組
所有家庭支援中心的互助組均免費，大部份均可提供托兒服務。很多都是在Open Gate以外地點舉行。如你有
興趣參與這些小組，請致電Open Gate（415）920-5040查詢資料／地點。
Asperger’s組

Prader-Willi症小組：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在外面地點）舉
行。服務有Aspergers的家庭。

每隔一個月第三個星期六開會

自閉症互助組
每個月第二個和第四個星期三開會。
服務有自閉症兒童的家庭。查詢詳情
請電415.920.5040
.
華語幼兒家長小組：與華埠兒童培育
中心合作，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一舉
行。為出生至五歲有特殊健康需要之
兒童家庭提供每月互助組活動，個別
顧問和資料／轉介社區服務。
華語家長小組（與CCDC合作）：每個
月第四個星期日舉行。為有任何特殊
需要兒童之家庭而設。地點在華埠兒
童培育中心。
華語日落區家長小組：每個月第四個
星期六舉行。為有任何特殊需要兒童
之家庭而設。
生活在痛失中：每個月第二和第四個
星期一開會。為極度虛弱的兒童家
庭，及／或因疾病或死亡面對痛失的
家庭提供輔助。
Mission Head Start小組：每個月第

二個星期三開會
提供西班牙語社區資源，服務出生至
五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家庭，提供
互助組、個別諮詢、和資料／轉介服
務。

為有Prader-Willi症兒童的家長和照
料者服務。同時提供有關兄弟姊妹支
援部份。
早產兒童家庭互助組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四開會。以早產

其他機構主辦的互助組
三藩市灣區多個機構提供類似家庭
支援中心舉辦的互助組。這些機構
提供不少互助組，無法在這裡全
錄，所以請聯絡就近的機構找出最
適合你需要的互助組。

(0-7歲)兒童的家庭為對象。
兄弟姊妹支援小組

每個月第四個星期一開會。目前有兩
個兄弟姊妹互助組，為有傷殘情況者
之兄弟姊妹提供支援。
西班牙語組

每個月第四個星期一在Good Samaritan開會
為任何傷殘情況兒童的西班牙語家庭
服務。
星期二之夜

每個月第二個和第四個星期二舉行
為最近診斷有傷殘情況的嬰孩和家
長，提供互助支援服務。
OMI互助組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舉行 一個新的
社區資源，服務有特殊需要出生至五
歲的兒童。提供每個月訓練，個別顧
問，資料和轉介。

康達哥斯達縣：
CARE Parent Network
925.313.0999
www.contracostaarc.com
阿拉米達縣：
Family Resource Network
510.547.7322
(no www)
O-FRNOAK@inreach.com
馬連縣，索諾瑪縣，奈帕縣和索蘭勞縣：
MATRIX Parent Network & Resource
Center
415.884.3535
www.matrixparents.org
聖馬刁縣：
MORE Family Resource Center
650.259.0189
(no www)
聖他克拉克縣：
Parents Helping Parents
408.727.5775
www.php.com

年內）。

發展傷殘特別小組
三藩市聯合校區自閉症家長互助組：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四在三藩市聯合
校區地點舉行。詳情請致電RACHEL
GOLDSTEIN，415.487.6870。OPEN GATE可
提供托兒服務，但必須在兩個星期前
提出要求，920.5040。

為有失聰或耳聾兒童的家長提供互助
支援。家庭支援中心與三藩市聯合校
區啟蒙計劃合作。

自閉症專責小組：查詢詳情請電PRIYA
SODHI，415.355.7727。

失聰兒童家長互助組（出生至三
歲）：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二開會（學

過渡青少年家長小組：

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開會（由三月六
日開始）服務14-24歲特殊健康需要

ASPERGER’S青少年組：支援及社交活
動，JIM BLACKSHEAR, 415.572.4569

護理和傷殘人士的家庭。
下接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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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家長互助組
ANGIE REDAMACHER, 925.556.5551
普通發展障礙（PDD）兒童：OAKES
CHILDREN’S CENTER為六至十五歲有
PDD兒童提供門診治療小組，集中於
社交能力包括同輩關係，適當年齡行
為，培養興趣和合作。聯絡：DEBBIE
VUONG, MA, 415.564.2310。
PARCA－家長支援會議：每月第三個
星期二下午七時在南三藩市社區中
心舉行（33 ARROYO DR），在辦公室
或BETTY WEBER室舉行。查詢詳情請電
SUE DIGRE，650.312.0730內線111，
或SUED@PARCA.ORG。
傷殘兒童家長互助組，於BURLINGAME的SAN FRANCISCO CHURCH OF CHRIST舉
行。查詢詳情請電TRACEY HOWELL，
650.571.7482。
其他傷殘情況團體
失聰／失明家長及教育者聯盟（COPE
D/B）
JACKIE KENLEY, 415.239.0545
北加州癲癎症基金會互助組：每月第
二個星期四下午七時至九時於加州太
平洋醫療中心A層餐間1-2舉行（2333
BUCHANAN STREET），查詢請電DIANE DEL
CIARO，415.600.6000。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家長互助組：
SHIRLEY FIGONE，408.244.6354。
ROBERT LOUIE FAMILY CENTER PROGRAM，一
個致力為有癌症的青少年和兒童之家
庭提供情緒和社會支援的計劃。每
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三在LAKE和ARGUELLO街址舉行。查詢請電ANQUANITTE，
510.444.5096。
有FRAGILE X SYNDROME兒童家長支援及
權益促進組：每月開會。查詢下次
會議日期和地點，請電STEPHANIE，
925.938.3150，或800.994.FRAX。
學校
ULLOA GROUP：傷殘兒童互助組，在
ULLOA小學開會，每星期一下午二時三
十分至三時二十分。查詢請電EMILY
BITTNER，627.6939。
米慎高中小組：每星期三下午二時三
十分至三時二十分開會，服務有認知
傷殘情況的高中生和過渡學生。查詢
請電EMILY BITTNER，627.6939。
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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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生活中心（CIL）學習障礙年輕人
（14-22）互助組
這個小組集中於幫助年輕人認識他們
的學習障礙和如何影響他們生活的
多個層面。討論問題包括過渡，明
白你的權利，和如何爭取方便配合
等。星期三下午五時至六時卅分在
屋崙公共圖書館舉行。聯絡：LUCIANA R. SANDOVAL（獨立生活中心），
510.841.4776內線132，或ISANDOVAL@
CILBERKELEY.ORG。
獨立生活中心社區回饋互助組，對象
是14-22有學習障礙及／或不集中／
過動的青少年。此小組的目的，在建
立自信，自覺和學習如何幫助社區。
參觀本地機構例如動物庇護所，無家
可歸者庇護所，和耆英中心等，為
青少年提供學習機會。聯絡：LUCIANA R. SANDOVAL（獨立生活中心），
510.841.4776內線132，或ISANDOVAL@
CILBERKELEY.ORG。
學習不同／學習障礙之成年人
「向前進」是一個免費的互助組，每
個月第一個星期三會議。SARA DIAMOND，
415.255.1801或SARADIAMOND3@MAC.COM。
CHADD OF NORTHERN CA（服務有ADD/
ADHD的兒童和成年人）
歡迎有ADHD的成年人和青少年和他
們重要的親人隨時出席。MARI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GREENBRAE。聯絡：
BEVERLEE, 415.789.9464。
父親互助組
父親互助組──WOODACRE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六開會。與其他有
傷殘情況兒童的父親一起，告訴你的
經驗，聚合資源。
2 BIRD CAFÉ, WOODACRE
聯絡：MICHAEL MCQUILKIN，415.883.2952
聖他克拉克縣家長互助組織日本
語父親互助組：聯絡人MR. KUBO，
408.376.0350。
悼念團體
痛失小組，WESTSIDE CALWORKS顧問計劃：
170 OTIS STREET一樓，請電522.7130
GRUP AMPARO：懷孕流產和嬰孩夭折（
西班牙語），ST. LUKE’S, 3555 CESAR
CHAVEZ, 415.764.0211

新生嬰兒夭折互助組（SAND）
在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3700
CALIFORNIA ST.）每月第二及第
四個星期三舉行，查詢詳情請
電MARK, 415.522.7400,或CHRIS,
415.282.7330。
生活在有病中：服務家中有人有生
命危險或災難性疾病的家庭。每月
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下午六時卅分
至七時卅分在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
健康及治癒舉行（3700 CALIFORNIA
ST.兒童發展中心內）。聯絡：DR.
IVERSON，415.600.3660。
家庭悼念互助組：HOSPICE BY THE
BAY：提供為期八個星期低費用的
悼念互助組，服務痛失親人的家
庭，以分開小組方式為兒童、青
少年和成人同時間舉行。BETH，
415.626.5900。
日本語互助組
父親互助組：請聯絡MR. KUBO，
408.376.0350。
融和遊戲組：由PHP OF SANTA CLARA主
辦，服務有或沒有傷殘情況的
兒童。聯絡：KAZUE LOWENSTEIN，
408.727.5775，內線165，或KAZUE@
PHP.COM或瀏覽網頁：WWW.PHP.COM/DOSIG/
JSPEAKE

嬰孩組：此全新的互助組，以出生
至三歲的嬰孩和他們的家庭為服務
對象，在PHP開會。查詢詳情請電
Yoriko，408.956.1256

日曆簿，上接第7頁

持續性會議
‧ 金門地區中心董事會會議：每
個月第三個星期一下午七時三
十分舉行；查詢會議地點請致
電：415.546.9222。
‧ Area Board 5會議：每月第四個
星期三舉行。查詢地點請致電
510.286.0439。
‧ 特別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
（CAC）：每月第四個星期四
下午七時至九時於Open Gate舉
行。Open Gate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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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features: What is an Assessment ?
Reprinted from Guide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Children & Youth In San Francisco 2006
submitted by Joseph Phillips, Social Worker & Mental Health Coordinator

什麼是評足？
在評估時，心理衛生專業者將從多方面收
集資料：兒童，家長，教師，兒科醫生，
及／或醫院紀錄。評估你孩子的專業者將
觀察你孩子的行為和言語模式，並有可
能要求進一步檢測評估你孩子的智力和
學習能力。
一個全面的評估可能需時幾小時。評估之
後，負責評估者應對你孩子在家，在學
校，和在社區如何和人相處有良好的理
解。他／她同時對你家庭的動態和文化亦
有一點理解。
有此資料，專業者可能建議做進一步評估
和制定一個治療計劃。治療計劃應以你孩
子的身心情況為根據，並以符合你孩子的
需要以及家庭和孩子的選擇而設計。
取得評估？
一般：
＊如你有私人醫療保險，請聯絡你的保險
公司作轉介。
＊打電話中央ACCESS (415-255-3737)
小組會和你討論，了解你的需要和情況。
他們將會轉介你使用診所或私人醫生，要
看你的情況而定。他們可以批准那些符合
加州醫療保險，健康家庭健保計劃和健康
兒童健保計劃或其他低收入醫療保險計劃
人士取得服務。
＊直接聯絡一個社區行為健康服務（
CBHS）診所
衛生局社會行為健康服務部（CBHS）的
心理衛生診所，服務接受加州醫療保險，
健康家庭健保計劃，健康兒童健保計劃，
或無保險的兒童和家庭。任何住在三藩市
符合CBHS服務資格的兒童／青少年，可
以在任何市府門診診所接受診斷。他們可
以根據醫療必須的準則，決定你的孩子是
否需要心理衛生服務。換言之，如你認為
你的孩子需要幫助，請直接致電或前往診
所。診所的職員將幫助你填交資格表格。
他們亦將幫助你決定評估和治療事宜。
＊三藩市總醫院的嬰孩家長計劃，電話
415-206-5270，提供特別的檢測和受過訓
練的專業者評估嬰孩的心理健康。它是由
州和聯邦資金資助的，所以可以免費或以
低費用取得評估。
＊提案10資助的多種專業評估中心
(MDAC)，位於三藩市總醫院兒童和青少年
服務部，為目前不屬金門地區中心，三藩
市聯合校區，或加州兒童服務客戶之出

生至五歲有發展及／或有關行為問題的
兒童提供全面評估。根據兒童的需要，
評估可能包括由一名發展行為兒童，臨
床心理學家，語能治療師，職能治療
師，和物理治療師在一名兒童精神科醫
生顧問下所做的評估。一名社會工作者
將會負責登記，為家庭提供持續服務，
和協助家庭跟進轉介。使用MDAC服務，
可以由兒科醫生，托兒者，或其他涉及
之專業者，以及兒童家庭轉介，電話是
415-206-6129。
如你認為你的年幼孩子出現極端麻煩
的行為，請聯絡圓桌會議計劃（Round
Table）。圓桌會議計劃是一個機構之間
的協調過程，找出什麼機構最符合你孩
子和家庭的需要。此轉介服務可以儘快
幫助你的家庭取得協助和任何你的家庭
可能符合資格取得的資源。你可以致電

熟悉文化
衡量或評估時必須兼顧你的孩子
和家庭之文化。這可幫助確保
評估的結果是衡量你孩子的能力
和困難──而不是文化或語言之
差別。如你孩子講英語以外的
語言，做評估的專業者應能流利
的講該種語言或使用傳譯。

415-206-7743內線19聯絡圓桌會議計劃。
＊三藩市聯合校區－特殊教育
1. 沒有加入特殊教育的兒童：三藩市聯
合校區的特殊教育服務，為可能有傷殘
情況的學生提供協助。此評估或使用特
殊教育服務是免費的。
＊如你認為你的孩子需要特殊教育，請
寫一封「轉介」信件給校區。在信件說
明你認為需要特殊教育的原因，和包括
要求心理衛生服務，作為轉介的一部
份。附錄H的資料告訴你有關特殊教育過
程詳情。
2. 已加入特殊教育的兒童：政府法26.5
(AB3632)過程。如你的孩子目前正接受特
殊教育服務，即已經有一個個人教育計
劃（IEP），則可以提供心理衛生服務包
括評估。要求IEP會議討論你孩子的心理
衛生服務需要和行為計劃，和要求你的
孩子轉介接受AB3632評估。AB3632是一
條州訂法律，規定學校轉介相信有心理
衛生需要和支援之特殊教育兒童使用縣

心理衛生計劃。
注意：2005年秋天法律的改變，規定轉介
使用縣心理衛生計劃之前，IEP必須提供
或考慮轉介前的顧問服務，以滿足兒童的
需要。
下一步是什麼？
在你的孩子經適當的專業者評估之後，你
或者想和每個評估你孩子的人士討論和參
詳書面報告。這樣將幫助你明白專業者的
觀點以及服務建議。在閱讀報告時，你應
問自己以下的問題：
‧ 報告描述你孩子的情況是否準確？它
是否與你個人對孩子的感覺，感知，
觀察和評估一致？
‧ 報告是否有偏頗？有沒有兼顧你孩子
的文化及／或傷殘情況？
‧ 報告是否使用反映尊重你孩子和你家
庭的客觀語言？
‧ 報告是否能令人明白？應說明技術性
的名詞，讓那些使用報告的人士對評
估者的發現有一個共同的理解。
‧ 發現是否與建議一致？
‧ 建議的策略是否幫助你的孩子和孩子
的照護者應付心理和行為問題？
如你對報告有任何關注的地方，寫下來，
與做評估者討論。涉及你孩子的情緒和行
為健康的問題，可以是非常敏感性和難於
處理的。有任何問題時應隨時發問（不怕
重複），直至你明白專業者所講的內容為
止。在你們討論之後，如你認為報告未能
準確的反映你孩子的情況，你可以就此寫
一份聲明，包括在孩子的檔案內。你或者
需要找第二者的意見，那是由另一名專業
者重新做評估。
在評估結束時，專業者將為兒童和家庭提
供策略和服務或計劃建議。在那個時候，
專業者很多時候需要取得保險公司或管理
心理衛生福利機構（例如，管理性護理機
構）的批准。如屬社區行為健康服務營
運的計劃，機構必須授權建議之計劃或
服務。
上述有關評估的資料可參看「三藩市兒童
和青少年心理衛生服務指南」。評估部份
見該指南英文版2-3, 2-5, 2-6和2-7頁。此指
南編有三種文字版本（中文，英文，和西
班牙文）。索取指南，可聯絡Open Gate
2601 Mission Street, #300，或上網www.supportforfamilies.org或來電415.92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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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話中包括傷殘青少年和他們家庭的聲音
John Weber，改善過渡成果計劃統籌

過去五年，有關美國成年青少年
過度之專門討論，一直很多。報
告從「如何減少刑事司法系統青
少年再犯罪？」到嘗試識別青少
年適當年齡定義的文章，到底是
13-21歲，16-25歲，或14-24歲呢？
如何解決青少年司法和寄養系統
青少年的問題，在國家層面和峰
會中一直有此類的對話。當然，
有無數的報告指出IDEA法律規定
校區在過渡過程之責任與缺乏為
成年青少年提供就業訓練和就業
機會的關係。現在的焦點，似乎
集中於朝向發展協調服務，以改
善成年青少年的過渡成果。
很多過渡青少年領域以外的支持
者，大概會說在國家層面或州層
面討論過渡成年青少年議題，是
一個讓全國人士增進認識這個人
口所關注的問題和建議之重要一
步。

是的──但對於傷殘的青少年和
他們的家庭又如何呢？我們如何
在國家層面青少年發展主構的討
論之中，包括傷殘的青少年和他
們的家庭？所有這些有關過渡成
年青少年和青少年發展的討論，
沒有在真正的交談中包括我們。
坦白說，真正的討論是：當我們
邀請傷殘青少年和他們的家庭到
會議桌上和在主流青少年對話中
結合他們的思想和主意時，它一
定會對制定政策者產生正面的衝
擊，和帶出有意義的系統性改
變，讓所有的青少年，雖然有

多種挑戰（寄養，無家可歸，重
犯，恐懼同性戀，或他們的特殊
需要），有機會充份發揮他們的
潛能和才華。
讓我們密切地觀察一下此議題。
當老布殊總統在1990年簽署保護
傷殘美國人士法時，此法的目
標，在保障傷殘人士的民權。傷
殘人士的民權，由權益促進者，
家長，家庭，朋友，專業者爭取
得來，因為1965年的民權法並未
包括傷殘人士為被保護階層。直
至傷殘人士和他們的家庭大聲疾
呼力爭，立法者才做出必須的系
統改變，包括傷殘人士屬被保護
階層在內。國家傷殘康復和研究
所有這樣的歷史性透視：

來的項目，服務，或系統改變，
消除了一些生活的障礙──最後
改善每個人的生活質素。下次當
你雙手捧滿東西走過一度自動門
時，請記得是什麼人幫助你更容
易穿過門。在會議桌上是有空間
包括更多人的。
我們鼓勵青少年和家人參與改善
過渡成果計劃（ITOP），機構委
員會，或ITOP青少年委員會。查
詢詳情請聯絡ITOP的統籌John F.
Weber，(415) 282-7494, jweber@
supportforfamilies.org，或瀏覽網頁
www.ITOP.org

附註來源：
1

「1964年的民權法範圍廣闊，包
括接受聯邦資助者，僱主，和方
便公眾的地方，例如巴士站，洗
手間，和午餐櫃面，這些地方曾
出現靜坐示威或自由乘行等抗議
行動。法案保護對象的定義亦是
廣泛的。它禁止因種族，宗教，
和原國籍而有歧視。但是，民權
法並未包括傷殘人士在內。直至
差不多十年之後執行1973年康復
法504款之前，1964年的民權法
並未連接傷殘入民權法的主流
內。」1
美國各地傷殘議題的學者2相信會
同意，保護傷殘美國人士法案的
通過，幫助惠益所有的美國人。
例如，家長和傷殘權益促進者根
據此法爭取削平街沿，方便他們
傷殘人士來往家中。使用輪椅的
人士，過去很多時候須將自己放
在不必要和危險的情況，走出馬
路才能使用行人道。今天，社會
亦從這些削平的街沿中得益。
謂予不信，你可以問問UPS或
FedEx送郵件的工作人員，推嬰孩
車的母親，或推著小車子載有重
要文件的，趕路的商人或律師。
很多傷殘人士和他們家庭爭取得

引文來自國家傷殘康復和研究所
網頁：http://www.dbtac.vcu.edu/
wahtsada-history.aspx；網頁題目
是：保護傷殘美國人士法的歷史
背景，第五段，於2007年七月二
十五日查閱。

2傷殘議題學者例如Paul

K. Long-

more和Ed Roberts。
Paul K. Longmore的作品：
Why I Burned My Book and Other
Essays on Disability（為什麼我焚燒
有關傷殘的書和文章），費城：
普渡大學出版社，2003
關於Ed Roberts的著作：
Ed Roberts – The Father of Independent Living（Ed Roberts：獨立
生活之父），於2007年七月二十
六日瀏覽網頁www.ilusa.com/links/
022301edf_roberts.htm
Ed Roberts Campus Receives $2.5
Million in Federal Funds（Ed Roberts校址取得二百五十萬元聯邦資
助），於2007年七月二十六日瀏
覽網頁http://www.necfolundation.
org/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s_show.
htm?doc_id=290649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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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論壇
以下的壁報板資料是應多方面的家長和專業者要求登出。這些資料並非表示我們之認可，包括在此僅供參考用。

Pacific DBTAC網址已改變！
The Pacific Disability and Business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DBTAC)的舊網頁www.pacdbtac.
org已轉為www.adapacific.org。
Pacific ADA Center是有關保護傷
殘美國人士法的一個重要資源
機構。

你是否新任母親？
Lila Guide是一個全國性的親子
之道網頁。使用者可以選擇所
在州或城市，查看與家庭有關
的服務，商店，飲食地點，家
庭活動的資料，和在本地和灣
區郊遊的資料。服務之評論，
三藩市由家長提供，使用1至
5分的評分制。這是在投資你的
時間和金錢之前先掌握內部情
況的一個好方法。
www.lilaguide.com/CityHome.aspx?maid=1381
在決策中包括傷殘青少年之政策
分析匯報
此九頁長的報告，由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Directors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ject Forum編印，
提供有用的資料供家長權益促進者
和專業者參考。
可瀏覽網頁：http://projectforum.org

自閉症成年人就業新資源
請瀏覽他們的網頁：
www.nlconcepts.com/autismjobs.htm

如你無法上網，你可以使
用公立圖書館或在Open
Gate的電腦上網。或來電
Open Gate請我們為你打印
資料（920-5040）

e-Soccer電子足球計劃提供
融和運動
e-Soccer電子足球計劃自2000年在灣
區推出供人們免費使用。我們目前
正在五個縣內主持學習營。這是一
個全部由義工擔任的項目，在一個
融和的環境內，教導主要是五至十
八歲的兒童學習足球，兒童包括一
般和有特殊需要者。
詳情請瀏覽網頁：www.e-soccer.info/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新設醫療護理質素報
告卡
The Health Care Report Card
Compendium是一個以網頁為主，可
查找多個贊助者編製的指南，包括
醫療計劃質素的比較資料。
訂購資料：
www.talkingquality.gov/compendium

CAL STAT的新版
過渡至成人生活資源指南
你可以向加州福利服務所CalSTAT索取一份。

通過另類評估為你的孩子取得學習機
會（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Your Child Through Alternate
Assessments）

地址：Transition Guide Request,
311 Professional Center Drive,
Rohnert Park, CA 94928

此小冊為家長介紹根據NCLB和IDEA學
校改善工作之「大概念」，並為他們
提供所需資料，幫助確保他們的子女
能從這些工作中得益。

或瀏覽其網頁：
www.calstat.org/info.html

可上網瀏覽小冊：
www.ed.gov/parents/needs/speced/learn-

研究項目評估二十年什麼項目
對傷殘青少年有效
由特殊教育計劃（OSEP）進行
的一系列報告之第一份報告，
可於以下網頁瀏覽：
www.nsttac.org/?FireName=what_
works&type=1
New Knowledge Path集中於兒
童和青少年社交及情緒發展
由MCH圖書館製作的知識途
徑，為專業者提供有關資源。
www.mchlibrary.info/KnowledgePaths/kp_Mental_Healthy.html

免費網上書
來自Montessori，教導你的孩子
如何閱讀。在你決定購買該書
之前，可以先閱讀網上版。
這些工具有趣，色彩繽紛，
並有歌曲，令人心曠神怡。
詳情請瀏覽
http://montessorihome.com

DisabilityInfo.gov
有一個新的州地圖，使查找你所在
社區與傷殘有關的服務更容易。瀏
覽州資料，你只須選擇有關項目，
然後按加州，再按FIND（查找）
即可以。
網址：
www.disabilityinfo.gov/digov-public/
public/FindSL.do?categoryl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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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Gate內Joan Cassel紀念圖書館消息和評論
Elaine Butler, 圖書館員
秋季的聲音和味道，令人感覺振奮。新
學年開始，孩子都十分興奮，有所期
待。安排遊戲時間可以帶回夏季的樂趣
和鬆弛。我們有很多可以發出聲音的玩
具，有些可以發光，有些可以刺激我們
的觸覺和嗅覺。請來參觀我們的玩具圖
書館，看看有什麼秋季可用的玩具。
書評

能力，亦是此書部份內容。書末訪問一些
有不同學習能力的人的成功故事。它編有
好的目錄，資源名單，和索引。

Making Sense of Autism: The
Authoritative Guide for Nonexperts（認識自閉症：非
專家的權威指南），作
此書是一本認識自閉症的
真正入門書。Thompson開始先討論診斷的
歷史，然後是與自閉症有關的其他情況，
從出生直至七歲。

Papolos

自閉症之後天腦部障礙一章附有實例說
明，幫助讀者認識早期介入。Thompson觀
察行為介入，兒童發展，學校過渡，心理
衛生和藥療等議題。

她在講解時用電影片段，幻燈片和引用
家長，兒童，專業者的話作為輔助。她
討論徵狀，情況的複雜性和可以幫助每
天過得更好的技巧。有關IEP的部份可以
幫助家長寫入與診斷有關的項目。我認
為DVD和CD的章節，對有ADD/ADHD的
兒童之家長和教師均有助。

On Their Own: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Future for Your
Adult Child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ADHD（
自主：為學習障礙和
ADHD青少年創造一個獨
立的未來）
作者：Anne Ford
Ford繼續前書Laughing Allegra的故事。她
講述的是在高中之後做什麼。如你認為
你有學習障礙，她提供一份檢查清單和
建議參考。
我從「關係」一章增加很多理解。涉及
上大學的問題的一章，很具資訊性和
完整性。它提供有關SAT，財務援助，
GED，過渡和大學方便安排等資料。不
準備上大學的青年人，Ford討論如何寫
向僱主透露情況及履歷表，以及面試的
過程。
財產計劃，健康，藥療和其他獨立生活

我從此書學到有關功能性行為評估和行為
介入計劃的成份。讀者可以利用目標，參
考，附錄或索引容易找到查看的章節。注
意：家庭支援中心九月份的家長專業者講
座，將會討論此專題。

者：Travis Thompson

24: A Day in the Life of
Bipola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24：狂躁症
兒童和他們家庭一天的
生活），作者：Janice
此參考材料備有兩張CD版或一張
DVD版。CD版分開各章所以可以每次聽
一章；而DVD版全長100分鐘，包括五個
部份：引言，講座，14分鐘計劃更好的
IEP，場景和資源。Papolos從上午六時三
十分開始觀察一天的問題和可能性。

源，或家庭嘗試在家應用的方法。它包括
設計周詳的教案──容易理解和執行。

這是一本對有自閉症幼兒的家長的好書，
但對教師和其他專業者來說是更好的資
源，因為其包括語言和教育測驗及研究。
附有目錄，附錄，和索引。

Supporting Siblings & Their
Families During Intensive Baby
Care（在嬰孩加護期內支援
兄姊及他們的家庭），作
者：Linda Rector
這是第一本我看到在NICU處理兄弟姊妹
需要的書籍。它是一本有關不足月和多胎
生育之重要指南。Rector將兄弟姊妹的年
齡從只有10-12個月到成年人分開，就每
個類別提供如何應付及幫助家庭的建議。
她的提示，用有陰影的格子突出，在個案
研究上附有兩個腳印的標誌。書本精巧和
具資訊性，方便家長，兄弟姊妹，和專業
者引用。有風險懷孕情況的家庭，會發現
此書幫助他們知道對兄弟姊妹的需要，有
什麼服務，和應有什麼準備。包括目錄，
參考書目，資源，和索引。

Positive Strategies for
Students with Behavior
Problems（對付行為問
題學生的正面策略），

What Psychotherapists
Should Know About Disability（心理治療師傷殘
須知），作者：Rhoda
Olkin
Olkin此書以服務傷殘
人士的專業者為對象。
Olkin說明和觀察傷殘人士的議題和通
性。作者教導我們認識有關禮儀，ADA（
你的辦事處是否方便傷殘人士出入？），
輔助性科技，特殊顧問等。
此書的寫法，假設讀者由開始讀下去至終
結，但有些章節你可以從閱讀每章後面的
摘要跳過。附有目錄，參考書目和索引。
感謝以下各界對圖書館的捐助！
Paul H. Brookes Publishers - Making Sense
of Autism, Positive Strategies for Students
with Behavior Problems, Supporting Siblings
and Their Families
CADRE - Autism Parents’ Handbook in
English, Spanish & Chinese
Dale Law Firm - DVDs Limited Conservatorship & Special Needs Trust
Kathleen Duffy - What Psychotherapists
Should Know About Disability
Anne Ford - On Their Own
Janice Papolos - A Day in the Life of Bipolar
Children & Their Families
Protection & Advocacy - Rights under the
Lanterman Act: Regional Center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作者：Daniel Crimmins,
Anne Farrell, Philip Smith
& Alison Bailey
正面策略可以用於多方面的議題，例如作
為教師的大學教科書，在課室使用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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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
2007年五月十日至2007年七月三十一日收到的捐贈
我們十分感謝以下人士、團體、和商業的捐助。如有任何遺漏或誤寫
之處，我們謹致歉意。如有錯請聯絡我們，以便我們改正紀錄。
機構，商業，公司

Pamakid Runners Club
Patelco Credit Union
個人

Julia Cope
Alberta Heuring
Linda Griffith and Paul
Korntheuer
表揚或紀念

For Open Gate Library:
Maria Mort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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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捐助或認捐

American Giving Charitable
Fund:
Anonymous
Applied Materials Employee
Charitable Giving Program:
Helen Jespersen
Dell Employee Direct Giving
Campaign:
James Carroll

In honor of Dr. David Rothman:
Mary Ann Malinak

Symantec Employee
Charitable Giving Program:
Shu Zhang

In honor of Joan Crowell’s
birthday:
Elizabeth and Julian Eisenstein

United Airlines Employees
Charitable Giving Program:
Jeffrey Garrison

In honor of Margie Duenas:
Norma and Albert Moisio

United Way Johnson and
Johnson:
Anonymous

家庭支援中心
董事會
Alyson Sinclair
Bruce Deming, 主席
Jeff Harrell, 秘書
Judy Chen
Lisa Shirley,財政
Richard Adams
Sally Spencer

顧問委員會
Allan Low, Esq.
Betty Lituanio
Bill Bivins
Carla Greenwald
David Kobe
David Rothman
Diana Tang-Duffy, M.D.
Frank Bien
Janet Green Babb, RPT
Joanna Cameron
Jude Kaye
Lucy Crain, MD
Mary Phillips
Mildred Crear, PHN
Mim Carlson
Nancy Hudgins, Attorney
Peter Mansfield
Robert Verhoogen, MD

職員

In memory of David
deChadenèdes:
Audrey deChadenèdes
Valerie deChadenèdes
2007年漫行和搖滾贊助者

William Jacobsen

For Keta Bill Selvin:
Cynthia and Nicholas Clainos
For Team Chocolate:
Diana Brown
Gayle Long
Elaine Ward
For Team Time Out for Families
with Disabilities:
B. Davila
Anna Lee

捐贈汽車惠益家庭支援中心

Norma Danzger
Anna Gallman

Juno Duenas, 行政主任
Nina Boyle, 家庭資源中心經理
Hilary Bothma, 發展襄理
Elaine Butler, 圖書館員
Bill Lewandowski, 營運主任
June Hew, 社區資源家長
Nathaniel Jenkins, 資訊及資源經理
Dennis Lockett, 社區資源家長
Joseph Philips, 社工／心理衛生統籌
Ashley Richards,家長導師統籌
Keith Rockhold, 資訊系統經理
Debbie Sarmento, 家庭資源中心網絡
Alison Stewart, 營運服務統籌
Dianne Twombly, 特殊需要融和計劃統籌
Linda Tung, CCS家長－健康聯絡人
Sonia Valenzuela, 家長導師統籌
Linda Vossler-Swan, 家庭之聲統籌
Jan Watson, 發展主任
John Weber, ITOP統籌
David Witmer, 行政助理
Lisa Yee, 社區資源家長

HRIIC-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
Patsy Hampton, HRIIC統籌
April Finocchi, 檢查專家
Ana Vanesa Plasencia, 資料評估專員
Carola Hastrop, 圓桌會議個案統籌
Karla Martinez, 檢查專家
Shanta Jambotkar, 圓桌會議統籌
Zulema Rubalcava Barron, 特別需要計劃項
目經理

For Team Valerie:
Anne Gr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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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年家庭支援中心通訊滿意程度調查問卷
Nathaniel Jenkins，資訊和資源經理

請填交家庭支援中心通訊調查，有機會贏得$50.00的Safeway禮券
*只限目前在我們郵寄名單有登記之訂戶參加。每個地址只限填交一份調查。可以用上網，傳真，
或電郵方式在2007年十月十五日前交回問卷。我們將在2007年冬季號公佈得獎者。參看以下如何
提交問卷方法。
1. 你訂閱家庭支援中心通訊已有多久（選一）？
（）不足一年
（）1-4年
（）5-9年
（）10年以上
整體來說，你對「家庭支援中心通訊有用和具資訊性」的講法之同意程度有多大？（選一）
（）十分同意
（）略為同意 （）無意見
（）不大同意 （）十分不同意
2.

3. 你對「家庭支援中心文章幫助我對選擇，計劃，服務或資源有更多認識」的講法之同意程度有多大？
（選一）
（）十分同意
（）略為同意 （）無意見
（）不大同意 （）十分不同意
4. 你認為通訊那些文章最有用和最具資訊性（選擇所有
適用項目）？
（）封面頁
（）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CAC）
（）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HRIIC）
（）家長導師消息
（）特殊需要融和計劃（SNIP）
（）家庭之聲
（）日記簿
（）互助組
（）心理衛生
（）公開論壇
（）改善過渡成果計劃（ITOP）
（）圖書館評論
（）其他／評論＿＿＿＿＿＿＿＿＿＿＿＿＿＿

5. 你認為通訊那些文章最少用處和最少資訊性（選擇所
有適用項目）？
（）封面頁
（）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CAC）
（）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HRIIC）
（）家長導師消息
（）特殊需要融和計劃（SNIP）
（）家庭之聲
（）日記簿
（）互助組
（）心理衛生
（）公開論壇
（）改善過渡成果計劃（ITOP）
（）圖書館評論
（）其他／評論＿＿＿＿＿＿＿＿＿＿＿＿＿＿＿

6. 你對文章的題目有什麼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理想的是，你希望用什麼格式收到通訊？（選一）
（）印刷本 （）電郵本
（）網上下載PDF本 如選電郵本，請提供你的電子郵件
8. 你是否一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之家長，或服務他們的人士？（選一）
（）家長
（）服務者
（）不適用

如何提交問卷和加入抽獎？
‧ 上網www.supportforfamilies.org，按Take Our NL Survey鍵（於9/15/07開始，在10/15/07結束）
‧ 將填妥的此問卷傳真至：415.920.5099，註明收件人：SFCD Newsletter Satisfaction Survey
‧ 電郵往：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在標題欄註明：SFCD Newsletter Satisfaction Survey
*必須包括我們寄出通訊標簽上的姓名和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州，郵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z (415) 282-7494 z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z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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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中心
所有服務均免費：
•
•
•
•
•
•
•
•
•
•
•

電話和隨訪中心顧問
資訊與資源
資源圖書館
互助組
家長導師計劃
教育講座
家庭集會
短期顧問
社區外展
輔助科技小型實驗室
網頁：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米慎街辦事處
2601 Mission Street,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T: 415.282.7494
F: 415.282.1226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Open Gate家庭資源中心
2601 Mission Street, 3rd Flr
San Francisco, CA 94110
T: 415.920.5040
F: 415.920.5099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你認為這份通訊有用嗎？請考慮捐助。
你的捐助將可幫助家庭支援中心每年為三千多個家庭提供免費的家庭對家庭支援，資
訊，和教育。謝謝你！
請剪下此表格連同你的可扣稅捐款寄往：
Support for Families, 2601 Mission Street,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附上我給家庭支援中心的捐款$＿＿＿＿＿＿
捐款目的：
紀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聯絡我有關公司配合捐款事宜。
請將致謝信寄往以下址：
姓名：
地址：
城市／州／郵區號碼：
我想用無名氏方式捐助。

此通訊每季出版，分別編有
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和
中文版。電子版本可上網
瀏覽：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通訊編輯是Nathaniel Jenkins，電話415.920.5040，
電郵njenkins@supportforfamilies.org

請在家庭支援中心通訊和年刊列出我／我們的名字：

請幫助我們更新你的資料：
請在中心的通訊名單內包括我的名字（包括電郵）：
請更改我的地址：
請在你們的通訊名單除去我的名字：

Printed on recycled paper using soy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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