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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秋季開心家庭活動即將舉行！
Kathleen Schlier，照護服務，家庭活動，和義工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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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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入2008年的秋季和冬季之
際，家庭支援中心準備舉行多個
免費的家庭活動，為社區提供康
樂，抖擻精神。
我們目前已經在計劃於Potrero
Hill區的Jackson Playground Recreation Center舉行秋季萬聖節活動。
日期是2008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
六，下午一時至四時。我們鼓勵
所有參加的兒童和成年人當天化
裝出席，和新舊朋友一起慶祝此
一年一度的特別節日。
我們深受歡迎在Yerba Buena
Center舉行的佳節溜冰會，一直
是大家喜愛的節目；今年聖誕老
人將再次出現。歡迎所有兒童參
加此溜冰會，不論水平，大家可
以坐在椅上，輪椅上，兒童推車
上，或雪履溜冰。請在你的日曆
記下日期，那是十二月二十日下

請留意我們即將寄出這些活動的資
料。有意參加者必須登記。有關登記
資料將寄給我們郵寄名單的家庭和社
區人士。如你想加入我們的郵寄名單
內，請電415-282-7494。
我們的網頁載有過去活動的照片，
歡迎瀏覽，www.supportforfamilies.
org/photovideogallery.html。
如你有任何希望家庭支援中心主辦
的活動或家庭節目主意，請告訴我
們。我們需要聽到任何你和你家庭
喜歡參加的活動的新意念。請聯絡
我們新任的照護服務家庭活動和義
工經理Kathleen Schlier，電郵kschlier@
supportforfamilies.org。
家庭支援中心同仁在此謹祝大家秋
季愉快。

午六時至八時。

續下頁

ITOP專文：“Lauren Brennan的個人反思＂
John Weber，改善過渡成果計劃（ITOP）

Lauren Brennan是Dominican College的
一名學生，也是ITOP青少年委員會的
成員
談到康樂和傷殘人士特別是青少年傷
殘人士時，我有些經驗可以和大家分
享。在我年輕在高中開始參加康樂活
動時，我想，“為什麼我要做這些活
動？我無法做，我怕做。＂然後，在
我做更多此類康樂活動的練習之後，
我對自己的能力就更有自信。
例如，我記得我較年輕時滑雪的經
驗。像我說，開始時我是害怕的，但
之後，經過數年，在數名有自信的教
練教導下，我甚至享受滑雪的情趣，
在從山上滑下是樂趣無窮。是的，

在感到此活動帶來的自由感之前，我
是緊張的，但最後這種自由感出現
了。經過滑雪多次之後，它成為我最
喜愛的娛樂之一。直至有一名經常在
我轉彎或停下時大喝住我的教練，就
像我如不聽從他的話就會死掉一樣之
後，情況改變。他慢慢的使我產生恐
懼感，此感覺一直無法消除。直至今
天，我不再喜歡滑雪和怕滑雪。我曾
經嘗試再做，但所有想恢復享受滑雪
樂趣的嘗試都失敗了。
另一個我喜歡的康樂活動是扒小船。
在高中時我經常和一個旅行團體ETC（
Environmental Traveling Corporation）多
下續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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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服務部最新消息
Kathleen Schlier，照護服務，家庭活動，和義工經理

家庭支援中心很高興在其辦事
處三樓提供高質素的照料兒童
服務。Open Gate Care Giving
Center照護中心是一個讓兒童在
家人參加互助組，講座，和資訊
會議時，有一個安全，好玩，和
融和的享樂地方。
我們提供的照護服務是獨特性
的，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使用
此服務的人士注意我們的政策
和準則：
‧ 家庭支援中心並非一個有牌
的托兒設施。我們只在家長
在場時才提供照護服務，目
的讓他們能參加在場舉行的
活動或與職員會談。
‧ 我們每一名職員，將照顧四
名兒童。
‧ 如孩子需要更多支援，我們
可以提供一對一的服務。
‧ 我們請家長在參加活動之前
至少一個星期提出照護要
求，因為名額有限。如屬出
席人數眾多的活動，請儘早

登記。有些活動需要兩個星
期前登記。
• 如你計劃不再使用托兒服務，
請確保來電告訴我們取消。這
樣可使我們為其他在輪候名單
的家庭提供此類服務。
‧ 我們以時薪方式付托兒者的服
務。如你登記使用托兒而到時
不使用此服務，家庭支援中心
仍然須支付托兒者的費用。
歡迎大家對此服務提供任何意
見或建議。請致電Open Gate的
Kathleen Schlier，(415) 920-5040內
線22。

接前頁

萬聖節聯歡會
2008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六
下午一時至三時
Jackson Playground Clubhouse
（在Mariposa和Arkansas街角）
適合合家老少的有趣活動！
遊戲，音樂，美術和勞作，
畫臉，抽獎

佳節溜冰聯歡會
登記使用托兒，請致電家庭
支援中心415-920-5040。請
在活動舉行之前至少一個星
期來電登記；記得如你無須
使用托兒時，請來電取消。

2008年十二月二十日星期六
下午六時至八時
Yerba Buena Ice Center
750 Folsom Street
（在三街和四街之間）
一起共樂，用座椅，輪椅，
或雪履均可

記下日期！
為特殊需要兒童爭取權益08

家庭支援中心秋季拍賣會暨籌款及頒獎晚會
2008年十月十一日星期六
下午六時至十時，三藩市猶太社區中心
請出席和我們一起
酒會．自助餐．音樂舞蹈
頒獎
表揚：Kavin Truitt，Mission高中校長
校巴司機UTU 1741
First Bank
查詢詳情或有意義務工作者請聯絡Hilary, 415.282.7494內線26，
或hbothma@supportforfamil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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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小組提問的問題：制定IEP和評估教學及服務的結果
Juno Duenas，行政主任
以下檢查清單由Statwide Parent Advocacy Network (SPAN)編制，該會地址為35 Halsey Street, Newark NJ 07102, (973) 642-8100,
www.spannj.org。摘自Empowered Parents: Educated, Engaged, Effective!一書，經許可重載。
此為包括多個系列的第三部份，其餘部份將於未來通訊刊出。

評估期望結果之成就
合作小組定期使用識別的工具評審學生的進度，並問以下問題：
1.
在達到我們為他／她所訂的期望成果／目標和目的時，我的孩子是否跟得上軌（即：有可接受的
進度）？
_____ 是
_____ 否
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們有沒有考慮所有有關項目：
_____ 學業
_____ 社交／情緒
_____ 健康／醫療

_____ 溝通
_____ 職業／事業
_____ 生活能力

3.

目前提供的特殊教育教學和服務是否適當？
_____ 是
_____ 否
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務？

由於我孩子之進度或缺乏進度，我們是否需要修改他／她的目標和目的，或我們提供的教學和服
_____ 否
_____ 是
如答是，需要做什麼修改？例子：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5.

課室人數
額外服務。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改目標及／或目的。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在學習環境的修改。註明： _＿＿＿＿＿＿＿＿＿＿＿＿＿_
其他。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如何安排資源，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協助？
學校資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輩資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作小組資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區資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中／家庭資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我的孩子之成長率，與其他學生在以下方面之改善率比較情況如何？
_____ 特殊教育班
_____ 年齡／年級適合之一般教育班
_____ 學校
（即：我們的孩子是否繼續落後於一般教育班的學生，或他／她減少了表現的差距？）
第四部份：評估期望結果成就將於此通訊未來各期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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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聯合校區

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
州教育法令規定每個特殊教育計劃地區（SELPA）均設有一個社區顧問委員會（CAC）。CAC是
一個由義工組成的團體，包括家長，教師，特殊需要學生，專業人士和社區有心人士。顧問
委員會的目的，在向校區提供發展和評審本地特殊教育計劃意見，並爭取推行有效的特殊教
育計劃和服務。

CAC可以為你做什麼？
‧ 與其他家長和專業者會
面
‧ 認識校區特殊教育職員
‧ 認識特殊教育的過程
‧ 協助影響特殊教育的決
定

2008-2009年會議日期：
2008年八月二十八日
2008年九月二十五日
2008年十月二十三日
2008年十一月二十日
2009年一月二十二日
2009年二月二十六日
2009年三月二十六日
2009年四月二十三日
2009年五月二十八日
2009年六月二十五日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 加入委員會
‧ 義務參加委員會屬下的
委員會
‧ 組織幫助我們兒童的活
動
‧ 幫助使三藩市成為一個
對傷殘兒童更友好的城
市

所有會議均於下午七時開始，由下午6:30-7:00舉行非正式討論
會議地點：
Open Gate, 2601 Mission Street, #604, San Francisco, CA 94110, 415-920-5040

提供托兒和傳譯。請在會議舉行之前一個星期提出要求。

查詢詳情請電： 415-920-5040
電郵： cac_specialed@hotmail.com
網頁： www.sfcacsped.org

2008-2009年幹事
主席：Wanyee Francis-Babitsky
第一副主席：Robin Hansen
第二副主席：Katy Franklin
會議程序監督：Shelley Forrest
前任主席：Linda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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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IIC專欄：特殊健康要緊事項：營養有關問題
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主任提供。電話：415-206-7743。網頁：www.hriic.org

以下說明單紙由Utah Family Voices Health Information & Support Center編印（2290 E. 4500 S. #170, Salt Lake City, UT 84117-4428）。免費電
話：800.468.1160。西班牙語電話：801.272.1067。經許可重印。

什麼人有與營養有關的健康問題風
險？
有特殊健康護理需要的兒童和青少年
有與營養有關的健康問題風險。這個
人口的定義為“有或可能有長期體
格，發展，行為，或情緒情況風險之
（兒童／青少年），需要一種一般兒
童所需類型或量以外的健康和有關服
務＂。在美國，約有7-18%十八歲以
下的青少年有長期的體格，發展，行
為或情緒情況，導致他們活動有所限
制，及／或需要特殊護理。

青少年一般的營養問題可包括以下項
目：

發展傷殘和特殊健康護理需要之病原
學是複雜的。有特殊健康護理需要的
兒童和青少年，可能有體格損傷，發
展延遲或長期的醫療情況，由以下原
因造成或有關：

介入如何可幫助？
特殊護理需要兒童或青少年可能需要
更特別的服務來解決複雜的營養問
題，並可能涉及一個不同專業小組的
合作。小組的方法可讓不同的專業來
解決影響營養和進食的多層面問題。
在識別問題和設定治療計劃優先時，
兒童和照護者應屬小組的主要成員。
通過小組制定一個全面的計劃，針對
可能影響成長，發展，和一般健康的
所有因素。治療計劃的目標，在提供
最高營養，支援成長，發展，和功能
水平。可能影響進食的問題以及處理
此類需要的相關小組成員例子，扼要
如下：

‧
‧
‧
‧
‧
‧
‧
‧
‧

變色體異常，遺傳情況
神經管缺陷
先天感染
損傷
天生代謝問題
母親濫用藥物
早產
環境毒素
腦損傷

特殊健康護理需要兒童之營養有關問
題有什麼重要？
估計40-50%有特殊健康護理需要的兒
童和青少年有與營養有關的風險因素
或健康問題，需要註冊飲食專家，營
養師，或健康護理專業者之關注。營
養風險因素可以體格的，生物化學
的，心理的，或屬環境性質。體格情
況例如唇裂或顎裂或一種疾病的過程
例如囊腫性纖維化，可限制個人進
食，消化，或吸收食物的能力。心理
因素在個人接受和應付傷殘或治療計
劃時有其角色。例如，抑鬱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胃口和按照特別膳食計劃進
食的動機。環境因素例如家庭和社會
支援，財務和加強鼓勵，可促進某類
食物療法。一或多個此類因素可令有
特殊護理需要的兒童或青少年出現營
養風險的問題。特殊護理需要兒童和

‧
‧
‧
‧
‧
‧
‧
‧
‧

改變能量和營養素的需要
延遲或阻礙直線成長
體重不足
體重過重或肥胖
進食延遲或口腔機動能力失調
大便問題
藥物營養素與胃口干擾之互動
不尋常的飲食習慣
牙齒和牙床病

‧ 神經－機動問題－物理治療，職
能治療，言語治療
‧ 行為問題－心理學家
‧ 牙齒和口腔健康問題－牙醫
‧ 財務問題－社會工作者
‧ 社區資源－本地健康教育和資訊
中心
‧ 膳食，成長之質和量－飲食專家
和營養師
所有特殊護理需要的兒童和青少年需
要在他們生活，學習，遊戲和工作的
環境，有一個連貫的計劃。在家外結
合營養目標和目的一個好的策略，是
與學校合作。在本地，公立學校為特
殊護理需要的兒童和青少年，通過兒
童和成人護理食物計劃管理全國學校
的午餐和早餐計劃，提供資源。聯邦

規定准予免費為傷殘或有長期醫療問
題而需要特別餐膳的學生，修改學校
的餐膳。經學校識別有傷殘情況的學
生，可提供醫療或特殊餐膳需要的食
物取代品或特殊膳食。要取得此福
利，特殊教育計劃的學生必須有醫生
的餐膳處方。處方必須包括以下資
料：
‧ 識別傷殘以及傷殘如何影響兒童
膳食的聲明。
‧ 識別傷殘影響的主要生活活動。
‧ 餐膳需要之改變，修改，或代替
品名單。
需要特別餐膳但沒有取得特殊教育服
務的特殊護理需要兒童和青少年，必
須有一份公認的醫療權威（例如，醫
生，醫生助理，診療護士或其他州政
府識別的專家）的書面要求。有長期
情況例如糖尿病或過敏而沒有取得特
殊教育服務的兒童和青少年，應以個
案方式決定提供修改餐膳。為確保兒
童的教育計劃有處理營養目標和目
的，重要的是營養目標和目的結合入
個人教育計劃或504方便措施內，以應
有相當飲食和營養關注兒童和青少年
之需。
是否可以預防與營養有關的問題？
所有健康護理專業者應注意，有特殊
健康護理需要兒童和青少年的營養問
題，有所增加。營養檢查，及早識別
問題，和營養教育應成為有特殊健康
護理需要兒童和青少年規律醫療護理
的部份。從童年及早開始，應檢查有
特殊需要的兒童的營養問題，同時為
照護者提供有關營養問題風險之先行
指導，和預防的實際干預，以避免長
期的營養有關問題。
資源
有特殊健康護理需要兒童和青少年可
能需要很多類型的服務，以滿足他們
一般的健康和營養需要。為提供以家
下續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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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介紹：Jumpstart Learning to Learn家長教育
Chris Ide-Don，教育經理，Jumpstart Learning to Learn, www.autismjumpstart.org，經准許重載
此文由Jumpstart Learning to Learn行政主任Michelle Ficcaglia, Ph.D.撰寫。
Dr. Ficcaglia有十多年服務自閉症兒童和他們家庭的經驗，並曾任自閉症行為研究，
ABA治療師，自閉症教師，和早期介入工作者。她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特殊教
育博士學位，論文是有關自閉症兒童家庭之社會支援和親子之道自我功效信仰。

人們很多時候忽略了家長教育，但那
是對受自閉症影響的家庭一項重要服
務。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二零零
一年一份有關早期介入和教育自閉症
兒童的有影響力報告中指出，家長在
有效治療兒童方面擔任重要的角色，
十分明顯。
但是，報告同時亦指出沒有適當的教
育，家長無法提供此重要的支援。兒
童一個星期清醒的時間平均是九十八
個小時，但和教育工作者一起的時
間，不到一半。
家長很多時候不肯定當孩子不在學校
時如何繼續教育；但是，家長在使用
特殊技巧擴大兒童教育經驗的能力和
信心，對兒童之發展和父母與子女之
關係發展，是極有價值的。
當家長具備他們支援孩子在家和社
區學習的能力時，對家庭和孩子均
極有裨益。
雖然我們不應期望家長為兒童提供治
療，重要的是他們有特殊的親子之道
的能力，同時可以支援孩子的發展和
讓家庭參與一些孩子診斷之前他們希
望做的日常活動。
家長訓練和教育可以減少家庭的壓
力，使他們更能容易的完成每天的雜
務和活動，例如前往食物店購物或前
往公園。家長教育同時可使家庭用好
玩，“正常＂的家庭活動，在社區支
援孩子的發展，例如父母和我課程，
在家遊戲，和前往博物館等。
有一個本地的家長教育計劃，稱為
JumpStart Learning to Learn，其設計
在滿足高質素，簡單，和密集的家
長訓練之需求。JumpStart的創意性計
劃，幫助家長培養專長和加強他們與
孩子互動，對孩子發展至為有力和重
要的知識。

JumpStart的創辦宗旨，是雖然我們並
不期望家長為孩子治療，但可以使用
特殊的親子之道能力，減少家庭日常
的壓力，使他們更容易完成日常的雜
務和活動，例如往食物店購物或前往
公園。家長教育同時可使家庭用好
玩，“正常＂的家庭活動，在社區支
援孩子的發展，例如父母和我課程，
在家遊戲，和前往博物館等。
JumpStart計劃是一個高度個別化的計
劃，配合每個兒童（12個月大至八
歲）和家庭的需要。計劃為家庭提
供明白最佳教育技巧之實踐方法，
以行為，遊戲為主，言語，和教育
取向為主，然後教育家長使用這些
技巧在家和社區以實際和自然的方
式付諸實踐。
在參加JumpStart計劃時，家長在JumpStart中心和社區在孩子身上實習所學
的技巧。家長同時學習明白孩子的
自閉症，發展，和學習風格，並與
服務機構合作，為孩子取得適當的
介入服務。
曾參加JumpStart的家庭一致報告他們
加強了（一）幫助孩子成長和發展的
能力，（二）身為孩子發展權益促進
者和支持者的信心和知識，和（三）
評估服務選擇和為孩子選擇適當服務
同時理解服務系統限制的能力。或者
更重要的是，在使用JumpStart計劃之
後，父母報告他們與孩子的關係有所
改善。要找出更多有關JumpStart詳
情，請瀏覽網頁www.autismjumpstart.
org，或電郵info@autismjumpstart.
org或電415-335-4931。

認識家庭支援中心董事會
Jeff Harrell，家庭支援中心董事
當我和人們談到家庭支援中心時，
他們都會問我是如何加入此機構
的，因為我自己沒有子女。這是
一個頗為巧妙的故事，開始於多年
前聖誕佳節期內。我來自北卡羅連
納州，因為我不喜歡在重要的節日
旅行，在聖誕節時我通常留在灣區
和朋友一起。我希望用一些假期的
額外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以前
只用於滿足大吃母親巧手的南部菜
餚）和與人分享聖誕的愉快，所以
我就找一些義工的機會。
我在Craiglist中用了一些查找的時
間，很快就找到家庭支援中心。他
們徵求義工為特殊需要兒童包裝禮
物。我喜歡包裝禮物（聖誕節是我
最喜愛的假日），我知道在佳節花
時間在此有益兒童的活動是有意義
的。所以，在2003年十二月，我往
訪家庭支援中心幫助包裝四百份禮
物，同時深受中心的職員和義工關
愛和投入服務的精神感動。家庭支
援中心是我可以貢獻一己之力，改
變不同的地方。
在參加中心另一年的義務工作之後
──例如在陽光充沛的日子舉行的
漫行和滑行活動，Pamakids Run（要
太早起床了），和另一次聖誕節包
裝禮物活動──我問前董事David
Rothman如何可以更參與此機構的
服務。他介紹我認識當時的董事會
主席（Bill Bivins），經過出席數次
董事會會議之後，我成為董事會一
員。目前我任董事會的秘書，但仍
然參加聖誕節的包裝禮物活動（那
仍然是我喜愛的項目之一）。
關於我自己──我是三藩市一家小
型網絡保安公司nCircle的產品市場
總監。我在灣區居住已有十一年，
最近四年住在三藩市市場街以南市
政中心地帶。之前我在北卡羅連納
州的Charlotte和Chapel Hill居住（我
是Tar Heels球隊的擁躉！）。今年
是我服務家庭支援中心董事會的
第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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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需要融和計劃（SNIP）有什麼新消息？
Deidre Hayden，兒童局特殊需要融和計劃統籌

我們很高興宣佈三藩市兒童局已
在未來兩年繼續資助特殊需要融
和計劃（SNIP）。我們準備和
課後計劃服務者合作，並加深
我們在頭三年資助的服務者的
合作。SNIP將與Instituto Familiar
de la Raza和Edgewood Children＇s
Center合作推出一個令人興奮的
計劃，配合融和計劃與心理衛生
顧問和知識一起，以確保所有參
加課後計劃兒童的成功。SNIP並
將與After School for All Technical Assistance Collaborative (AFATAC)緊密合作，為課後計劃的教
職員之多個專業發展活動，增加
融和的訓練和技術援助。我們在
年內將於多個選擇地點提供訓練
和技術援助，同時更新網頁，包
括融和的最佳實踐例子。
兒童局採取之新融和標準
兒童局在2008年五月已向其資助
機構發出新修訂的標準。修訂的
部份中包括通過之兒童局資助的
兒童發展和課後計劃應包括的最
低融和標準。最後標準設定質素
的基線，以及兒童局監察和評估
計劃的基礎。SNIP委員會已制定
高質素的標準，但仍未被兒童局
通過。有關最低和高質素標準的
資料，可瀏覽SNIP網頁，www.
snipsf.org。
兒童局的最低標準
（一）參與融和計劃：計劃代表
須每年參與兒童局及／或其社區
合作者提供之融和訓練。
（二）實行融和
計劃設有一個決定合理方便傷殘
兒童參與活動所需之過程。

指標一：計劃設有一個紀錄接受
和評估要求合理方便之程序。
指標二：職員注意到提供合理方
便之法律規定。
‧ 在新職員輔導中包括說明合
理方便之法律規定。
‧ 在每年的職員發展活動中包
括合理方便之訓練。
兒童局及其社區合作者將在年內
主辦訓練，協助童年教育和課後
計劃的職員遵守這些最低標準規
定。
融和資訊包備索！
由SNIP小組編製的融和資訊包，
包括課後計劃為所有兒童設定一
個培養和歡迎的環境所需之資料
和實際策略。它包括樣本表格以
及連接其他融和資源的資料。如
你提供服務或計劃，此資訊包可
以幫助你計劃的所有兒童參與和
融和。如你是一名家庭成員，資
訊包提供有關可融和你孩子之社
區計劃的資料。你可以從網上下
載資料www.snipsf.org。或來電兒
童局415-282-7494，我們樂意寄
上一份。

上接第1頁

名視覺有問題的學生做此類活動。我
會去馬連縣的Sausalito，然後從那裡
扒小船到天使島。我喜歡上這種活
動，享受和朋友社交的樂趣，和更能
享受戶外的樂趣。在暖和日子扒小
船，也是我喜愛的康樂運動之一。
第三個我喜歡的活動是騎馬。我喜歡
和動物一起，享受坐在馬背上，優閒
地在山徑踱步之樂。再次，我享受和
欣賞戶外，從騎馬得到之自由感覺，
使我自豪。有時我想像世上只有我和
我的馬。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沒有
人或事可以阻礙我這種自由。以前我
從未有過和馬單獨一起的情況，但整
體來說，騎馬的感覺對我來說，相等
於自由。
除這些活動外，我也喜歡騎自行車，
遠足，和游泳。我喜歡在戶外，喜歡
自然界。所以，我嘗試儘量利用在戶
外的機會。參加像此類的活動使我不
只可以感受大自然同時亦幫助我更明
白周圍的世界。在外面的世界我感到
活力充沛，自由，使我快樂。
總言之，我要說的是，康樂對所有人
來說都是重要的，因為它給你信心，
只要你下決心，你是可以做任何事
的，不論你是否有傷殘情況。傷殘人
士同樣有享樂的和康樂的權利，如無
傷殘情況人士一樣。大家一起合作，
我們可以使康樂成為傷殘人士的生活
重心部份。通過我們的努力和青少年
參與不同類型的康樂，我們可以培養
每一個人的自信和帶來快樂。
傷殘學生可以參與一些對他們是真正
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活動，而無傷殘情
況的義工亦可以從這些活動中得到樂
趣。義工參加此類戶外活動，可以感
受到幫助增添別人生活光輝的意義。
而傷殘人士除享樂外，並可以發揮他
們的能力至一個新的水平，有時是他
們無法想像可以做得到的。我們所有
人都可以活得開心，然後大家一起，
為傷殘人士實現參加戶外活動的夢
想，帶來愉快的經驗──他們可能在
其他地方沒有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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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眾和立法者有關預算建議之影響
Linda Vossler-Swan，加州家庭之聲委員會統籌

加州家庭之聲和州內多個關注加
州預算削減對家庭和個人影響的
團體組成聯盟合作，集中於爭取
州內本地傳媒（報章，電視和電
台）報導多個預算削減建議對家
庭和個人及其社區之影響。
加州家庭之聲一直從家庭之聲網
頁的“故事表格＂中收集有關故
事，因而能識別特殊健康需要兒
童家庭願意向本地傳媒講述其故
事，從而幫助教育大眾和立法者
知道他們的建議，如何影響特殊
健康需要兒童。
加州家庭之聲同時識別在三藩市

有特殊健康需要兒童的家庭，向一
個公共傳理團體提供故事，編成一
個My California Story的網頁。他們
的故事，以及加州其他地方家庭和
個人的故事，經已錄映，將出現在
網頁上，突出加州對健康和福利削
減之影響。此網頁將提供機會，讓
人們包括個人受預算削減影響的故
事。此網頁將於七月底推出。

見重要。
服務，系統和支援削減對家庭
生活之“真正影響＂的故事，
是十分有力的教育工具。你的
故事可以成為此教育過程的一
部份，請瀏覽加州家庭之聲的
網頁，www.familyvoices.org，填
寫故事表格。

2008-09年預算削減之建議是相當巨
大的，將會影響很多協助照顧其子
女的家庭和支持子女參與社區家庭
的系統，服務，和支持項目。很有
可能在明年的預算中會有更多削減
建議，因而使教育大眾和立法者更

家長導師計劃：徵求家長加入我們的家長導師義工行列！
Joan Selby & Sonia Valenzuela，家庭導師計劃統籌

你最近有沒有參加過一個個人教育計 英語特殊教育系列
劃（IEP）會議呢？會議是否如你希望 2008年九月十六日星期二
下午五時卅分至八時卅分
一樣的順利完成呢？
地點：家庭支援中心六樓會議室
告訴其他家長你的提示，策略，問題 晚餐：為所有參與課程的人士和他們的孩
和關注，可以對你和你輔導的家庭均 子提供簡便晚餐
托兒：請在2008年九月二日前來電要求托
是有益的經驗。
兒。如在此日期後需求托兒，我們不保證
通過我們的特殊教育系列成為一名導 一定有托額。
師，可以幫助你認識傷殘人士教育 費用：免費！
法（IDEA），法律下你的權利和責 聯絡：Joan Selby, 415.920.5040，或電郵
任，符合特殊教育的資格，特殊教 jselby@supportforfamilies.org
育的“語言＂，以及幫助你準備孩子
西班牙語特殊教育系列
IEP的提示和策略。
2008年九月二十六日星期五
如你想學習如何通過特殊教育系統 下午五時卅分至八時卅分
和與其他家長分享此知識，我們邀 地點：家庭支援中心六樓會議室
請你參加我們的家長導師特殊教育 晚餐：為所有參與課程的人士和他們的孩
子提供簡便晚餐
系列課。
托兒：請在2008年九月十二日日前來電要
此系列課程從九月至十一月，並在 求托兒。如在此日期後需求托兒，我們不
2009年一月至五月每個月上課一次。 保證一定有托額。
此次系列以英語和西班牙語家長為 費用：免費！
對象。請在你的日曆記下日期和來 聯絡：Sonia Valenzuela, 415.920.5040，或
電郵svalenzuela@supportforfamilies.
電登記。
org
登記請電Joan Selby或Sonia Valenzu注意：必須預先登記。謝謝你。
ela，415.920.5040。

2007/2008年特殊教育系列
義工家長導師畢業生
前排（左至右）：Alice Smith,
Joan Selby（家長導師計劃統籌），
Gloria Lona-Danaji, Gloria LonaDanaji, Rowmeeka Collier, Sonia
Valenzuela（家長導師計劃統籌）
中排（左至右）：Juan Tuyub,
Maria Tuyub, Bertha Martinez,
Antonietta Ascurra, Lillie
Dickey, Clarence Dickey
後排：Carmen Navaro, Rena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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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曆簿
家庭支援中心舉辦的訓練和活動
家庭支援中心為家庭和專業工作者提供多種免費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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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至六時）
提供專題小組訓練，每月重複。
（請注意七月不設講座；講座將於
八月恢復）
IEP講座（下午四時至六時）
認識有關特別教育法律，服務，和
IEP過程。
＊I.E.P.（粵語）

星期四：十月二日；十一月六日；
十二月四日
＊I.E.P.（英語）

星期四：九月十一日；十月九日；
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一日
＊I.E.P.（西班牙語）

星期四：九月十八日；十月十六
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二月十八日
SSI講座（下午四至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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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講座（英語，西班牙語和華
語）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請注意SSI講座同時用三種語言進
行
過渡至成人服務（下午四至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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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過渡至成人服務（英語）

星期四：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
三日；十一月二十日
從早期介入過渡（下午四至六時）

與來自服務特殊需要幼童的機構代
表會面。我們將說明早期介入如何
運作，並討論不同機構如何合作為
兒童和他們的家庭提供服務 。由高
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HRIIC）主
持。
＊從早期介入過渡（英語）

星期四：九月十八日
介紹輔導性科技（下午四時卅分至
六時）
為參與者介紹輔導性科技和資源，
幫助你的孩子加強其發展溝通及／
或學業的能力。
＊介紹輔導性科技（英語）

十月十四日星期二
輔導性科技：公開資源（下午四時
卅分至六時）
是否有興趣找出可能對你孩子或學
生有用的不同科技工具和軟件嗎？
請登記個別時間接受一對一實習，
實用設備和與我們的輔導性科技職
員討論。必須預約！
＊輔導性科技：公開資源（英語）

任，CASE: COMMUNITY ALLIA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登記請電415-920-5040（請儘早登記，
因座位很快告滿！）

高風孩嬰孩機構委員會講座
所有講座由下午六時卅分至八時
卅分，於家庭支援中心舉行。敬
備簡便晚餐。參加講座或需要托
兒或翻譯，請在講座前最少一星
期來電：415-206-7743。
＊從早期介入過渡
2008年九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
六時卅分至八時卅分

主講：David Wax, Pam Macy, Janice Polizzi, Nina Boyle, Minal Dash
＊介紹早期介入
2008年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
午六時卅分至八時卅分

主講：Minal Doshi, Judy Bachman,
Nina Boyle

星期二：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
八日
家長／專業者講座（PPW）（星期六
舉行，約由8:30-12:30）
地點：JOHN O＇CONNELL HIGH
SCHOOL, 2355 FOLSOM STREET（
在二十街交界），三藩市。學校操
場設有有限的停車位。請從HARRISON ST.校門進入會場和停車場。
2008年九月二十日講座
並非行為不檢：在家之正面行為策
略

講者：FRANK MARONE, PH.D,
BCBA, MFT，行政主任，BETA:
BEHAVIOR EDUCATION TRAINING
ASSOCIATES

更正
在夏季號的“2008年漫行
與滑行＂一文中，“UTU
1741校巴司機＂應為三藩
市校巴司機。此外，該文
報導接力比賽勝利者有錯
誤。校巴司機應為該項目
之勝利者。
我們對此錯誤謹致歉意。

2008年十月十一日講座
特殊教育權利和責任

講者：JOSEPH FELDMAN，行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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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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時面對的問題提供資料，資源，
和支援。

(no www)
O-FRNOAK@inreach.com

Prader-Willi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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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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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提供托兒。
Asperger’s組

每月第三個星期四舉行。
服務有Aspergers兒童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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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出生至五歲有特殊健康
需要之兒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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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語組
查詢有關西班牙語組詳情，請致電
Sue Kuyper, 415.920.5040內線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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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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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托兒。
Mission Head Start小組：每個月

第二個星期三開會

WALNUT CREEK BARNES & NOBLE ASD家
長互助組：核桃溪市，聯絡KARRA
BARBER, WWW.ASPERGERRESOURCE.ORG

其他機構主辦的互助組
2008年五月一日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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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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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達哥斯達縣：
CARE Parent Network
925.313.0999
www.contracostaarc.com

過渡青少年家長小組：

阿拉米達縣：
Family Resource Network
510.547.7322

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二下午六時至八
時開會
為我們和我們青少年在進入成人階

聖他克拉克縣：
Parents Helping Parents
408.727.5775
www.php.com
發展傷殘特別小組
ASPERGER＇S青少年組：支援及社交活
動，JIM BLACKSHEAR, 415.572.4569

華語家長小組（與CCDC合作）：每
個月第四個星期日舉行。服務所有
年齡特殊健康需要之兒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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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馬刁縣：
Family Resource Center at
Community Gate Path
650.259.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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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詳
情請電SUE DIGRE，650.312.0730內
線111，或SUED@PARCA.ORG。
其他傷殘情況團體
灣區管道喂食互助組
三藩市，聯絡：JUDY CHEN,
415.346.6820

續下頁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z (415) 282-7494 z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z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2008年秋季號

家庭支援中心通訊

上接第10頁

新生嬰兒夭折互助組（SAND）
三藩市，聯絡CHRIS, 415-282-7330，
或MARK, 415-522-7400,或WWW.SFSAND.COM

失聰／失明家長及教育者聯盟（COPE
D/B）
三藩市，聯絡：JACKIE KENLEY, 800822-7884
北加州癲癎症基金會互助組：三藩
市，聯絡DIANE DELCIARO和AMY RODRIGUEZ，
800-632-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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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
聯絡：DR. IVERSON，415.600.4325。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家長互助組：
多個地點．聯絡ETHAN GOUGH, 415-8456515或上網WWW.LPBAYAR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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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絡：BETH，
415.62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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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BETTER HEALTH FDN, 510.444.5096。

上接第9頁

日本語互助組
聖他克拉克，聯絡：KAZUE LOWENSTEIN，
408.727.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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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瀏覽網頁：WWW.PHP.COM，社區和家庭
服務部份
學習障礙：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FORWARD SUPPORT小組每個月第一個
星期三下午六時至七時三十會議。請
電SARA DIAMOND, 415.355.1801或SARADIAMOND@GMAIL.COM
獨立生活中心(CIL)青少年(1422歲)青少年爭取權益同輩互助組
查詢詳情請電LUCIANA SANDOVAL,
510.841.4776內線132
PARTNERS OF ADULTS WITH ADHD
CHADD網上組織，請瀏覽網頁WWW.
CHADDNORC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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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REBECCA
ROBBINS, 415-861-1088，或REBECCA.ROBBINS.ET@GMAIL.COM。
408.376.0350。
悼念團體
痛失小組，WESTSIDE CALWORKS顧問計劃：
三藩市，請電581.0449
GRUP AMPARO：懷孕流產和嬰孩夭折
（西班牙語），三藩市，聯絡：JULIE
MITRA, 415-76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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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IIC-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
Ann Carr, HRIIC主任
Judy Higuchi, 助理HRIIC主任
April Finocchi, 篩選專員
Carola Hastrup, 圓桌會議個案統籌
Karla Martinez, 篩選專員
Shanta Jambotkar,圓桌會議統籌
Zulema Rubalcava Barron, 特殊需要
專案計劃經理

歡迎
Kathleen Schlier, 照護服務，家庭活
動和義工經理
Sue Kuyper, 社工/心理衛生統籌

惜別
(家庭支援中心感謝你們的服務)
Rachel Nobel,照護服務，家庭活動
和義工經理
Patsy Hampton, HRIIC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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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中心
董事會
Bruce Deming, 主席
Jeff Harrell, 秘書
Judy Chen
Lisa Shirley,財政
Richard Adams
Todd Gemmer
Sally Spencer
Valerie J. Mulhollen, 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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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ly Spencer
Suzanne Giraudo, Ed.D.
Suzanne Graham, RN, PhD

職員
Juno Duenas, 行政主任
Nina Boyle, 家庭資源中心經理
Hilary Bothma, 發展副理
Elaine Butler, 圖書館員
Mike Durkin, 辦公室經理
Karen Haney-Owens, 社區資源家長
Deidre Hayden, 特別需要融和計劃統籌
June Hew, 社區資源家長
Nathaniel Jenkins, 資訊和資源經理
Bill Lewandowski, 營運主任
Dennis Lockett, 社區資源家長
Sue Kuyper,
Keith Rockhold, 資訊系統經理
Debbie Sarmento, 家庭資源中心網絡
Kathleen Schlier, 照護服務，家庭活動和
義工經理
Alison Stewart, 營運使用統籌
Christine Reina, 社區資源家長
Paula Reina, 社區資源家長
Joan Selby, 社區資源家長
Linda Tung, CCS 家長健康聯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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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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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衛生特寫：消費者權利
轉載自2006年三藩市兒童和青少年心理衛生服務指南
Sue Kuyper，社會工作者和心理衛生統籌提交

以下所列的消費者權利，採自
三藩市心理衛生計劃的網上消
費者服務指南，www.dph.sf.ca.
us/MentHlth/ConsumerGuide.htm。
身為心理衛生服務的消費者，你
有多種法律權利。這包括：
‧ 私隱權和保密權
‧ 參與制定你的心理衛生護理
計劃
‧ 拒絕任何醫療程序
‧ 用你明白的話為你解釋
‧ 查閱你的病歷
‧ 在你同意進行之前明白治療的
好處，風險，和費用
‧ 告訴你可以提出投訴之權利

如你對所提供
的服務有問題
或關注，你可
以在任何時候
提出申訴。你
可以口頭或書
面向遵守法規
經理提出申
訴，其所在
的地址是1380
Howard Street二
樓。所有計劃地點均有申訴表格
可供索用。如你是加州醫療保險
受益人而被否定使用心理衛生服
務或治療，心理衛生計劃必須給
你一份行動通知。你可以對行動
提出上訴。如你對上訴結果不
滿，你可以要求州政府舉行公平
聽證。請參看第五章提出申訴詳
情。

消費者與家庭參與
計劃政策
我們鼓勵你參與多種不同的活動
例如消費者對話，講座，及心理
衛生委員會消費者顧問小組及消
費者／家庭成員專責小組等，幫
助改善三藩市的心理衛生計劃。
投訴
如你對提供給你，你的孩子或其
他家庭成員的服務有問題或關
注，我們鼓勵你向計劃，你的服
務者或計劃主任提出這些問題。
你亦可以致電消費者關係辦事處
415-255-3433，及／或病人權利
促進計劃，要求協助解決投訴。
職員將與你合作找出你所需幫助
之方法。職員將儘力在非正式的
層次中儘快和簡單的解決問題。
你或你的權益促進者亦可以致電
病人權利促進服務（PRAS），
415-552-8100要求協助或代表你爭
取權益。
申訴

你有權問問題，要求換新的治療
師或護理經理，提出請求，投
訴，或申訴你取得的服務，而不
會被報復。
計劃責任
‧
‧
‧
‧

提供高質素的治療
促進及時使用服務
提供資料和轉介
提供顧問和如有要求，提供第
二者意見
‧ 如有一個以上的服務者，提供
服務者選擇
消費者責任
當你履行以下責任時，治療最為
有效：
‧ 準時赴診約，如需延遲請事前
通知我們
‧ 按照你的治療計劃行事，或請

‧
‧
‧

‧

‧

求修改
如有的話，履行你的財務責任
在危機時尋求協助
你的情況有任何改變時告訴你
的顧問或治療師，包括服藥之
效果和副作用
尊重他人，在治療場地內，不
可有暴力，吸毒，酗酒，粗
暴，種族主義或破壞性之行為
留意和遵守任何計劃的規則

上接第5頁
庭為中心的護理，重要的在社區內與
其他醫療診斷統籌營養服務。有傷殘
和特殊需要護理專長的飲食專家，可
在University Centers for Excellence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找到。Title V資助的專
科診所，兒科單位和本地醫院的門診
部門，本地衛生部門，私人執業的飲
食專家，和美國營養協會的本地兒科
和公共衛生營養團體等。
在為個人處方特殊的膳食方式和補品
時，飲食專家或健康護理服務者應確
保家庭有支持營養建議的資源，或已
取得食物協助服務。以下包括一些可
以探索的資源：

Title V,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MCH) program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CYSHCN) program
Medical Assistance Services / Medicaid
糧食券計劃
學校午餐和早餐計劃
State Child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SCHIP)
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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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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S TURN
這是三藩市灣區唯一在父母分開或
離婚時期助孩子的計劃。我們的計
劃在美國知名，包括從未結婚或一
起居住的父母之家庭在內。
詳情請瀏覽網頁：
www.kidsturn.org/

加州削減兒童福利預算
影響新網頁
Children＇s Advocates＇ Roundtable的一個項目，Our Duty, Our
Children網頁，包括全面的，
匯點圖書館，收集與預算有關議
題的文章和報告供大家參考。
請瀏覽以下網頁獲取有關資訊：

人人可使用國家公園

www.childrendutyfuture.org/

國家公園服務局已編製一個
網頁，包括美國每個國家公
園方便出入的資源。請瀏覽
以下網頁：

學習障礙網上資料──
執行功能新說明單張

www.nps.gov/pub_aff/access/
index.htm

ZAC瀏覽器－自閉症兒童地帶
ZAC瀏覽器以創造者的孫兒命名，
是一個出色的瀏覽器，專為有自閉
症和自閉症情況例如Asperger Syndrome，普遍性發展障礙（PDD），
和PDD-NOS的兒童設計。
請瀏覽他們的網頁：
www.zacbrowser.com/

BREATH & SHADOW
是一個有關傷殘文化和資訊的網上
月刊，是AbilityMaine計劃之一。
詳情請瀏覽：
www.abilitymaine.org/breath

如你無上網設備，你可以前往
公立圖書館或Open Gate使用
公用電腦。或來電Open Gate
415-920-5040，我們可以為你
打印資料。

由Na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編寫，此說明單張為
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如何幫
助學習障礙兒童的提示。它說
明學習障礙是什麼，如何影響
學習，識別問題和幫助策略。
文章載：
www.ldonline.org/article/24880

軍人家庭家長特殊需要
新資訊包
此特殊需要資訊包的目的，
在幫助軍人家庭和有其他特
殊需要的兒童通過醫療和特
殊教育服務，社會支援和福
利和權利的迷宮：
www.militaryhomefront.dod.mil/
portal/page/mhf/MHF/MHF_DETAIL_
1?section_id=20.40.500.570.0.0.0.0.0
&content_id=218947

三藩市健康護理
專業者指南
包括三藩市健康護理資源的摘要，包括
更新的聯邦貧窮線（FPL）的範圍和資
格標準。請留意指南在最後所列的安全
網健康護理服務者名單。
w w w. s f d p h . o r g / d p h / f i l e s / r e p o r t s /
StudiesData/HlthCareAccess052008/
HlthCrAccessbody2008.pdf

家庭照護者聯盟發表
UnitedHealthcare Children’s
Foundation (UHCCF)宣佈新津貼
家長和合法監護人可為每名兒童
申請至五千元的醫療服務和設備
津貼，請上網填交該基金會的津
貼申請表。
www.uhccf.org/apply_applicant.html
Schwab Learning.org已搬址！
由2008年七月十五日開始，所有
400+份的SchwabLearning.org的文章
將搬往新的網頁──大家可從GreatSchools.net的學習困難部份中查看！
www.greatschools.net/content/
specialNeeds.page

FA NAVIGATOR
新的資訊提供與照護挑戰有關
的特殊資源和建議。
閱讀全文可瀏覽網頁：
http://caregiver.org/caregiver/jsp/
fcn_content_node.jsp?nodeid=2083

加州教育部
傷殘人士教育法B部份賦予家長和
兒童的特殊教育權利－程序保障
通告
以下網頁包括用多種語言編印之
文件：
http://inet2.cde.ca.gov/cmd/translatedparentaldoc.aspx?docid=759-768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z (415) 282-7494 z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z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2008年秋季號

14

家庭支援中心通訊

Open Gate內Joan Cassel紀念圖書館消息和評論
Elaine Butler, 圖書館員
又是開課的時候了。在未來三個月，三
藩市的居民將享受一些最好的天氣。請
利用我們的書本和玩具，找出做一些
戶外活動的主意。同時開始研究雨季
的來臨可以在戶內玩些什麼遊戲。請
在Open Gate辦公時間前來我們的圖書
館，慢慢瀏覽。
書評

自閉症人士動物協助干預法
（Animal-assisted Interventions
for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作者：Merope Pavlides；前
言：Temple Grandin
部份由於ADA原因，新聞有
報導有關服務性動物的故事。本文作者
Merope Pavlides是服務性動物和自閉症專
家。她是一名檢定的狗訓練師，教導治療
性騎馬活動，也是一名有自閉症男孩的母
親，另有一名男孩有失語症。閱讀有關自
閉症兒童的個案研究以及如何與受過訓練
的狗互動是很令人感到興味的。我很喜歡
閱讀“為什麼你想要一頭狗＂和“如何為
你的家庭選擇一頭狗＂兩章。她建議在找
到一頭狗後，你同時需找一名狗訓練師。
她寫兒童做治療性騎馬活動和與海豚游泳
的價值。她提供很多資源，幫助讀者決定
動物協助的干預法，對家庭是否有助。此
書容易使用，包括目錄，網上資源，參考
書目，以及科目和作者索引。我在考慮養
一頭狗，此書對我的決定十分有助。

通過特殊教育迷宮，家長和
教師指南第四版（Negotiati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Maze: A
Guide for Parents & Teachers,
4th Edition），作者：Winifred
Anderson, Stephen Chitwood,
Deidre Hayden & Cherie Takemoto
家長和專業者一直期待此書第四版發行。
我們藏有的第三版的版權日期是1997。這
是2004年IDEA修訂之前的版本。此書是特
殊教育的經典作品。作者視過程為一個
旅程，章節亦以此命名，使讀者容易找
出專章，幫助他們解決難題。新版更新
IEP教育和結構之改變。我特別喜歡“過
渡機會探索＂一章。此外本書附有一份
很好的IEP計劃表，包括目標和達到目標
的所需服務。書內有很多圖表，表格，
檢查清單，幫助家庭組織資料。最後一
章是“旅程是否會有終結？＂然後是詞
彙表，資源，和全面的索引。

每個二十一世紀的家長需要知道什麼
（What Every 21st-Century Parent Needs to
Know），作者：Debra W. Haffner
Debra Haffner任親子之道教育工作者超過
二十五年，她有兩名孩子，兒子是一名青
少年。她為家長提供很多好消息的統計。
每章開始是五題選擇性問題，測驗一下你
親子之道的恐懼因素。答案用細字印在下
面。我喜歡這些測驗和每章的題目。例如
有一章的題目是“只說知道：教養性行為
健康的兒童＂。作者針對家長面對的真正
挑戰。她強調我們很多的恐懼都是傳媒引
致的。她的策略，涉及稱為“肯定親子關
係＂的技巧。我發現此書易讀和易明。我
參考此書來處理影響我們孩子問題。此
書並包括資源，附註，參考書目和索引
等附錄。

現 代 母 親 給 父 親 的 指 南 （The
Modern Mom＇s Guide to Dads），
作者：Hogan Hilling, Founder, Proud
Dads Inc.和Jesse Jayne Rutherford
此書集中於父親身上。很多妻子
發現他們丈夫的思想和感覺神秘。
作者Hilling和Rutherford研究父親之希望和
恐懼，以及在家庭中的角色。我喜歡閱讀
此書因為在今天轉變的世界之中，它所述
的父親角色是實際的。此書由一名母親和
父親合著，文字是對話體，充滿了口號。
Hogan的第37個口號是：“父母不是兩個
人擔任兩個角色，而是兩個人擔任一個角
色。＂全書十章，每章結尾均有“父親旁
述：從第＿＿章知道什麼＂。本書從結婚
開始，然後是懷孕，生育，親子和關係
等。Hogan是一名在家中照顧三名男孩的
父親，也是Proud Dads Inc.的創辦人，為
準備有孩子出生的父親在南加州主辦有
關課程。

我的身體發生什麼？給年輕男孩的書（On
Your Mark, Get Set, Grow! A What’s Happening
to My Body? Book for Younger Boys），作
者：Lynda Madaras
Lynda Madaras曾任健康教育（青春期）教
師二十五年以上。她曾為女孩寫過一本類
似的書，我們的圖書館有收藏。她使用適
當和正確的語言為讀者講解，並處理很多
與成長有關令人困擾的問題。我喜歡她對
身體成長並非等於個人已成長的講法。內
容包括新出現的毛髮，身體成長，青春痘
和身體氣味，體內發生什麼，成人虐待和
成為自己等。此書容易放入背囊內。Paul
Gilligan的漫畫配合文字，對讀者有吸引
力。此書附有全面的目錄和索引。

按摩保健筒（Body Roll (Massage) for Your Well-being），
製造：Togu
此物件可在我們玩具圖書館
M部份找到。兩個多節，藍
色和塑膠滾筒供鬆弛因壓力而
肌肉繃緊用，成年人，兒童和嬰孩均可使
用。用此按摩器可以增加感覺和加強血
液循環。

青春期前書本評論
Tatiana J. Spisz，12歲

壞消息／好消息（Bad News/
Good News），作者：Annie
Bryant
此是一本適合初中或以上女
生的好書。如你在找一些談
有關友誼，關係，和可能出
現搬家，衝突或新入一家學
校的書，這書適合。書內談到四名朋友學
習與一名嘗試加入圈子的新女孩分享的故
事。一名朋友認識到她不可能經常是受到
注目的。此書真實反映青春期前兒童的想
法和行為。你明白他們的憂慮和問題及快
樂。我喜歡此書因為讀來有趣，使我繼續
讀下去找出結果。我很高興終於有一本書
是專談我們青春期前和青少年女孩如何思
考面對的困難。此書很好，不是幻想或虛
假的著作，是真實和真正有關係的著作。

圖書館報告
暑期實習生為圖書館和網上
資源增加有價值的支持！
家庭支援中心很幸運，這個暑期
有一名實習生為我們的資料和資
源計劃服務。來自瑪利蘭波的摩
爾Galach College主修教育的Amy
Becker，在Joan Cassell圖書館和網頁
的資料資源頁完成多個項目。
這裡只提幾個Amy完成的項目：完
成使用圖書館指示的錄映帶；擬
訂一份查找圖書館和資料資源的說
明；在圖書館目錄中增加電子連接
資源；組織通訊和雜誌的收藏等。
請留意網頁上加入的資料，www.
supportforfamilies.org/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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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年四月十五日至2008年七月十五日收到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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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和公司：

United Way California
Capital Region
Chevron Humankind
Matching Gift
Program
個人：

Patrick Mahoney
Sandra Saybe

工作地點捐助或認
捐：

United eWay Johnson
and Johnson:
Glen Moering
Applied Materials:
Helen Jespersen
United Airlines:
Jeffrey Garrison

報效：

Barbara Cohrssen
Vera Tanielian
捐助汽車：

Sharon Littlejohn
Raymond Tung

United Way California
Capital Region:
Anonymous
Vanessa Aleman
Applied Materials:
Helen Jespersen

表揚或紀念：

In honor of Joan
Crowell's birthday:
Julian and Elizabeth
Eisenstein
In honor of the
childcare professionals at parent
workshops:
Mary Ann Malinak
In honor of Judy
Chen:
Karen Temple
Pamela Yoon
In memory of Annie
May Spencer:
Elizabeth Mehren
In honor of Margie
Duenas:
Albert and Norma
Moisio

American Giving
Charitable Fund:
Anonymous
Chevron Employees'
"People Making a
Difference" Campaign:
Anonymous
Angela Wong
2008年漫行與滑行：
漫行與滑行贊助者：
個人贊助者：

Dawayne Flor
In honor of Valerie
DeChadenedes:
Rosamond Cobert
Audrey DeChadenedes
Lucy Flanigan
Randall and Anne
Greene

親愛的家庭支援中心朋友，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家庭支援中心的周年籌款晚會的收入，用於
免費為家庭提供所需的服務──在此預算削
減和經濟衰退期，此類服務特別重要。籌款
晚會將於十月十一日星期六下午六時至十時
在三藩市猶太社區中心舉行。
你可以幫助我們的籌款晚會成功。
你知不知道有人或有商業可能：
• 成為一名贊助者：捐助$500的個人或商業。
• 捐助拍賣品：我們在找多種的拍賣品：美酒，餐館禮
券，酒店住宿，渡假屋停留，體育門票或紀念品。但可
以提供創造性的拍賣品：飛行哩數，髮廊剪
髮，幕後或獨特的經驗，與名人共進午餐，手
工藝物品，名人物品，課程等…
• 捐助網上拍賣品：我們將於十一月在eBay舉行
網上拍賣。歡迎任何高價的物品：珠寶，設計
名家服裝／手袋／配件（全新或只略用過），
運動設備，珍藏家物品。
• 抽獎券：今年的獎品是一座Ninetendo Wii遊戲機！
• 出席晚會：參加和邀請朋友和同事出席我們的籌款晚
會。
如你有任何主意，請告訴我們；如你想本人
或由我們聯絡捐助者或商業，請聯絡我們
（以及我們在徵求捐助時可以使用你的名
字）。
如需要有關活動的詳情或有興趣義務工作，請聯絡：
Hilary Bothma, 415-282-7494內線26
hbothma@supportforfamilies.org
謝謝你！

2601 MISSION STREET, SUITE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z (415) 282-7494 z 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z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16

家庭支援中心通訊

SUPPORT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2601 Mission Street, #606
San Francisco, CA 94110

2008年秋季號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 FRANCISCO, CA
PERMIT NO.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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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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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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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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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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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回收紙豆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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