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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國家心理衛生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估計在美國每十名的兒童

和青少年之中，有一名有精神病，其嚴重性需要治療。1

 

 兒童和青少年可能受到

任何情況之心理衝生問題影響：抑鬱、焦慮、挑戰和破壞性的行為、飲食失調、

和自傷等行為。 

父母和家人通常是最先發現兒童有所改變的人。有時父母發現不容易講出他們的

顧慮，那可能與經常與心理失調之污名有關，或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什麼服務或從

什麼地方找此類服務。承認孩子的問題和及早尋求治療，可以幫助你的孩子和家

庭應付你面對的挑戰。 
 
此書之編寫，在介紹你和你的家庭認識三藩市的心理衛生系統。此指南可以幫助

你： 
 
 對情緒、行為、和心理健康情況有更多認識 
 識別那些你特別關注的孩子的行為 
 認識有什麼類型的心理衛生服務供你和你家庭使用 
 明白社區心理衛生、學校、和其他機構如何可以合作，支援你和你的家庭 
 學習如何和服務者合作 
 明白你的權利和責任 
 學習往什麼地方爭取權益和支持 
 
此指南共分七章。每章開始有該章內容的摘要和突出要點。 
 
 

請注意：很多人曾評審此指南以確保內容之準確性。但是，請記得，資料是任何

時間均會有改變的。使用任何機構服務時，向他們索取一份最新的政策和規則是

一個好主意。 

                                                      
1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s（治療心理失調的兒童）,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http://www.surgeongeneral.gov/topics/cmh/child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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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認識全景 
 

此章要點：此章說明為心理或行為失調及他們的家庭提供服務之主要機構和計

劃，以及連繫這些服務的整體過程 
 

為心理衛生或行為失調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務的機構 

公共衛生局社區行為健康服務 

三藩市公共衛生局通過其社區行為健

康部，為有情緒和行為困難的兒童和

青少年，提供多種計劃和服務。 
 
社區行為健康服務──兒童，青少年

和家庭護理系統為三藩市的兒童，青

少年和他們的家庭，提供適應文化

的、以家庭為中心、和以成果基礎的

心理衛生服務。服務通過一個社區心

理衛生計劃、診所、機構、私人精神

病醫生、心理學家、和治療師網絡提

供。附錄 A 是一份計劃／服務的名單

和聯絡資料。 
 
涉及超過一個機構以上的兒童，CBHS
通過兒童青少年和家庭護理系統

（Child, Youth and Family System of 
Care），提供密集的護理，詳情參看第

三章。公共衛生局，少年緩刑局，福

利局和三藩市聯合校區均參與兒童護

理系統。 
 

三藩市聯合校區 

校區為傷殘嬰孩，幼兒，和青少年，

包括那些有情緒或行為失調者，和根

據傷殘人士教育法（IDEA）提供教育

計劃和服務。 
 
如你不肯定，如你知道詳情，或如你

想明白你的孩子應否接受他或她所需

的特殊教育和有關服務，重要的是明

白 IDEA 和特殊教育的過程。請參看附

錄 H 有關 IDEA 的基本說明。 
 

福利局兒童服務部  

福利局的家庭和兒童服務部（FCS）的

兒童福利工作者，專責保護被虐或受

忽視的兒童。他們為家庭帶來安全教

養孩子和一起生活的支援服務，為家

長和兒童提供顧問，教育，和其他資

源。有時，兒童福利工作者必須將兒

童從家中帶走，因為他或她有危險。

FCS 然後與家長和法庭合作，確保家庭

安全和使家人能團聚，同時確保通過

寄養或親戚願意成為照護者，符合兒

童的需要。FCS 在加強和支援為成長孩

子創造一個安全與培育性的家庭時，

將與眾多社區機構和家庭資源中心訂

立服務合約，為家庭提供像同輩互助

組，危機介入，營養，和家長教育課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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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少年緩刑局 

如你的孩子受到執法部門的注意，他

們可能將之轉介交三藩市少年緩刑局

處理。該局設有很多計劃，包括緩刑

服務，青少年法庭，社區計劃和 Log 
Cabin Ranch School for Boys 學校等。有

關少年緩刑詳情請參看第六章。 
 

社區護理系統的核心目標 
 所有有特殊健康護理需要兒童的家庭將會有足夠的私人及／或公共的保

險，支付他們所需的服務。 
 
 所有兒童將會及早和持續接受檢查，以決定是否有特殊健康護理需要。 
 
 特殊健康護理需要兒童的家庭將參與所有層面的決定，對他們接受的服務感

到滿意。 
 
 社區服務系統將會加以組織，方便家庭使用。 
 
 所有有特殊健康護理需要的青少年，將接受過渡至成年生活包括成人健康護

理，工作，和獨立等所需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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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過程 
 

不論你直接前往心理衛生計劃或通過學校系統要求服務，為你孩子尋找心理衛生

服務的整體過程應如下： 

1. 轉介 

在你或其他人決定你孩子的問題

需要額外的協助時，可轉介孩子

做評估。家長和家人轉介要求評

估。 
 
其他人，例如教師，醫生，社工，

或其他服務你孩子和家庭的專業

者，均可以在你的同意下，轉介

他或她作心理衛生評估。 
 

2. 評估 

a. 檢測和診斷 

評估在於說明你孩子的問題（診

斷），以及治療策略的建議。此指

南的第二章告訴你有關評估的詳

情。你可以通過心理衛生診所做

心理衛生評估。或你可以前往你

孩子的學校，要求做一個特殊教

育的評估，決定孩子是否符合特

殊教育服務的資格。用信件方式

提出要求經常都是一個好主意，

因為你可以保持一份要求的記

錄。 
 

b. 討論和分析結果 

在完成評估之後，要求與主持檢

測的專業者面談。在會議中，請

其充份說明檢測的結果，讓你能

充份理解發現和治療的建議。這

是一個你考慮評估是否完全和準

確的時間。在第二章，你將找出

評審評估的準則。記住，如你不

同意評估的發現和建議，你經常

可以要求第二個意見。 
 

3. 決定治療選擇和服務者 

評估最有可能識別你孩子之具體

診斷。此外，評估亦包括幫助你

孩子的建議。建議應結合入你孩

子的心理衛生治療計劃內。因為

你是家長，在和服務者討論心理

衛生治療計劃時，應包括你在內。 
 
如你的孩子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

格，這些建議應包括入你孩子的

個人教育計劃（IEP）內。確保 IEP
內有處理你孩子的行為問題。家

長是 IEP 小組成員之一，所以你應

預期參與 IEP 會議。 
 

4. 監察進度 

你，你的孩子和服務你孩子的專

業者保持經常溝通，是成功的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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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可以用不同方式：電話聯

絡，定期與專業者開會，或用孩

子經常帶備的筆記簿。治療計劃

或 IEP 應該包括使用計劃時，你孩

子應該達到的清楚目標。如你認

為孩子的進度與預期不符，請向

提供服務者表示你的關注。如你

認為服務者或環境無效，可探索

其他的選擇。 

 

在過程之中你可以聯繫同輩支援和資源 

很多家庭都經過這個過程。他們知道內情，使用系統的方法，和可以提供你有價

值的指引。家長對家長──或同輩家長支援──是家庭應付有心理衛生或行為問題孩

子挑戰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第七章說明在三藩市提供之家長支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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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日曆 

 
認識我孩子／青少年的強項和需要（評估）： 
星期、日期、時間：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上午／下

午＿＿:＿＿ 
星期、日期、時間：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上午／下

午＿＿:＿＿ 
 
參詳評估，確保它反映我孩子／青少年的強項、需要、和目標： 
星期、日期、時間：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上午／下

午＿＿:＿＿ 
 
參詳治療計劃的目標： 
星期、日期、時間：星期一，二，三，四，五，六，＿＿/＿＿/＿＿ 上午／下

午＿＿:＿＿ 
 

約見時我必須有以下的支援： 
 

約見時我需要有以下的支援： 
 ____托兒  ____托兒 
____交通 ____交通 
____來電提醒：(____) _____ - _______ ____來電提醒：(____) _____ - _______ 
____打電話給一名支援我的朋友提醒 ____打電話給一名支援我的朋友提醒 
          (____) _____ - _______           (____) _____ - _______ 
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立刻需要幫助管理我孩子／青少年情緒和行為的提示： 
  ____幫助一名感覺悲傷、煩燥、及／或抑鬱的孩子或青少年 
  ____ 幫助一名感到憤怒、生氣、及／或有挑釁行為的孩子或青少年 
  ____幫助一名無法集中精神及／或衝動的孩子或青少年 
  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提示電郵給我，我的電郵址是：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請將提示郵寄給我，我的地址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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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開始 
此章內容：此章說明識別心理或行為失調和評估過程。你將認識家長查閱孩子紀

錄的權利，和為家庭保密的權利。 
 

行為，情緒或心理衛生信號 

在為你孩子做評估之前 

在你尋求全面的評估之前，你可以嘗試： 

 
 和你的孩子交談，找出她對事物的看法 
 帶你的孩子往看醫生，找出是否有任何影響其行為的身體原因，例如過

敏，聽覺問題，或藥物的改變 
 決定家庭的新改變──搬入新址，離婚，死亡，或有嬰孩新生──是否導致

行為失調的原因 
 修改孩子的規律，看看是否會有幫助 
 和朋友，親戚，或學校教職員談談，找出他們是否看到同樣的問題，或

是否有幫助你孩子和家庭的建議 
 通過行為管理或解決衝突課程，學習支援孩子的新方法 

 
如你排除孩子行為的明顯因素之後，仍然不大肯定你的孩子是否需要更多幫助，

可考慮以下準則：2

 
 

有問題的行為之持久期：此行為是否一再出現，沒有跡象孩子會隨年齡增長而消

失和進展至另一個階段？ 
 

行為之強烈程度：例如，雖然幾乎在所有兒童中發脾氣是正常的，有些發脾氣情

況可能太極端，使父母感到害怕，指出可能需要做一些明確的介入。身為家長，

你應特別留意像絕望或無希望等感受；對家庭，朋友，學校或其他一度認為享受

的活動缺乏興趣；或行為對孩子本人或其他人構成危險。 
 

                                                      
2 改編自 A Guidebook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or Behavior Disorders, Pace Center，第

三版，2001 年，Minneapolis, MN 和 AACAP, Facts fo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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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年齡：雖然有些行為對兩歲大的兒童是頗為正常的，留意和孩子同年齡的

兒童可能令你覺得孩子的行為似乎不適合五歲大的兒童。不是所有兒童均在同一

個年齡達到他們的情緒里程，但如行為極端背離適合年齡的行為時，也是應予關

注的原因。 
 

幼兒（出生至五歲） 

有時幼兒亦會出現有相當行為或情緒失調的早期信號。及早發現和及早介入可以

有幫助。 
 

嬰孩（至一歲大）有以下情況時可能需要評估： 

 
 沒有以發展適當的方法回應（對父母的微笑無反應；或沒有用眼睛跟隨

物件） 
 對刺激過份反應──經常哭泣，很容易受驚 
 失去體重或體重沒有增加 

 

幼兒（一至五歲）如在以下項目出現發展延遲六個月或以上時，可能需要專

業者加以留意： 
 
 語言 
 機動能力 
 思考能力 

 
此指南包括一個兒童發展的檢查清單。請參看附錄 J。 
 
其他可能問題的信號包括咬人，撞頭，打人或與親人和照護者發展慈愛的關係有

困難。 
 
如你關心你的嬰孩或幼兒的發展，請和你的兒科醫生討論。請他們提供一份檢查

清單讓你可以識別嬰孩發展的階段。如有需要，你孩子的兒科醫生可以轉介你使

用專門評估幼兒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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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少年和十多歲的青年（五至十八歲） 

兒童在小學，初中，和高中時需要經過很多階段。父母有時不肯定他們的行為是

否正常，是否符合發展的階段，以及那些行為是屬於需要治療的較深入問題的信

號。以下的問題可能幫助你找出你關注的問題： 
 

我的孩子有沒有．．． 

 很多時候看來悲傷，疲倦，坐立不安或沒精打采？ 
 很多時候獨自一人渡過？ 
 自信低？ 
 與家人，朋友或同輩相處有困難？ 
 經常大叫大喊，不滿，或哭泣？ 
 在學校表現或行為有問題？ 
 飲食習慣突然改變？ 
 睡得太多或不足？ 
 留心或集中於工作例如家課有困難？ 
 看來對一些嗜好例如音樂或體育失去興趣？ 
 有吸毒及／或飲酒的跡象？ 
 談到死亡和自殺的問題？ 

 
心理衛生服務中心 3

 

建議如你對上述一或多個問題的答案答是的話，以及這些行

為維時超過兩個星期的話，你應請教你的兒科醫生或聯絡一名心理衛生專業者。 

評估 
 
一旦在你決定為孩子做評估後，你需要考慮應做什麼類型的評估，由什麼人來

做，和如何支付評估費用。 
 

什麼是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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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心理衛生服務中心網頁：www.samhsa.gov/about/cmh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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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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告訴你有關不同類型治療詳情，那可能是你孩子計劃的一部

份。 
 

文化勝任 

評估時必須兼顧你的孩子和家庭的語言和文化。這樣可確保評估結果是 
衡量你孩子能力和困難的結果──而不是衡量文化或語言之差異。如你的孩子講英

語以外的語言，做評估的專業者應能流利的講該語言或使用一名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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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CANS? 
什麼是 CANS？ 
 
CANS 只是一種組織資料和幫助決定你孩子最重要需要和發展最好之強項的方

法。CANS 包括一系列項目，用 0-3 分來評分。「0」分表示無須任何幫助或發展；

3 分表示你的孩子需要立即或密集之協助。例如，「抑鬱」是 CANS 的一個項目。

在抑鬱項目下如評分是 0 分，意指孩子並無抑鬱症徵。如此項目評分是「3」分，

意指孩子十分抑鬱，她或他無法參加基本的活動例如上學或和朋友共樂。 
 
一名臨床工作者說他們需要和我做 CANS。那是什麼意思？ 
 
CANS 已結合入登記時、在治療、和出院時之標準評估。有時臨床工作者使用像

「做 CANS」的講法，作為完成評估的簡稱。 
 

我是否可以看 CANS 結果？ 
 
當然。你有權查看和收到一份副本。請提出即可。臨床工作者目前正接受訓練，

和你與你的孩子合作完成評估。臨床工作者以此方法工作，將會問你關注的項目

之重要或急切性程度如何。他們同時會告訴你他們如何就 CANS 有關該關注項目

之評分。很多人甚至直接問你，你會給分多少。你可以說那不是顧慮（「0」分）、

略有顧慮（「1」分）、需要行動之顧慮（「2」分），或需要立刻或密集行動之顧慮

（「3」分）。2 和 3 分告訴我們需要做一些行動。他們是治療的優先。 
 
CANS 如何可幫助我和我的孩子？ 
 
當用於你和你孩子身上時，CANS 是一個幫助人們合作的工具。意指當你看到評

估有什麼項目評分是 2 或 3 分時，你對孩子之需要和強項有清楚的意念。你同時

對你孩子之治療優先亦有一個清楚的意念。最高優先的項目將成為治療計劃的目

標。這些治療計劃目標應用你自己的話寫下來。 
 
如情況無效呢？CANS 如何可予幫助？ 
 
你可經常要求評審你的進度。如你的情況和目標有變，你經常可要求更新你的評

估／CANS，以反映你孩子的目前需要和強項。當評估更新時，治療計劃亦告更

新，以反映你孩子的新目標或幫助達到你孩子目標的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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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關鍵問題 

給照護者的CANS / 評估提示 
此提示列出我們將討論的孩子／青少年生活之重要領域。如孩子或青少年

在所列的領域中有需要或強項，我們會問更多資料，俾更明白該需要和強

項。 

1. 你的孩子什麼做得最好？ 

2. 你的孩子在家、在學校、和朋友相處之情況如何？ 

3. 你的孩子被他人接受是否有困難？ 

4. 你的孩子對他們的感受或行動，是否有問題？ 

5. 你孩子是否會一些會傷害自己或他人的事？ 

6. 你的孩子／青少年曾否體驗過創傷？ 

7. 你的孩子在出生或出生後頭幾年是否有任何問題？ 

8. 你的青少年是否需要服務，幫助他們準備自己生活？ 

9. 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和你的家庭最能支援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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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和專業者類型 

 
下表列出主要類型的評估以及符合執行評估的專業者資格。4

 
 

評估類型 什麼人執行？ 目的 

心理 臨床心理學家 提供有關認知，情織和人際關係功能的

資料。 
 
使用多種數據，包括心理測驗，教師報

告，行為觀察，社交和家庭歷史，和醫

療發現。 
神經－心理評估 臨床心理學家（博

士或心理博士），

專長於神經心理

學 

檢查腦部功能與行為之關係。 
 
澄清已知或懷疑之神經受傷或疾病

（即：頭部創傷，癲癎，胎兒酒精症候）

對個人行為之影響。 
 
很多時候連同神經檢查一起做（參看以

下說明）。 
心理－教育評估 學校／教育心理

學家（博士，碩士

或教育博士） 

集中於認知和學業／成就測驗或影響

學業進度的情緒干擾。 
 
用於協助制定一個個人教育計劃

（IEP）。 
神經評估 醫生 一個身體檢查，評估身體受傷或有涉及

中央或周邊神經系統有關的疾病。 
精神評估 醫生 針對特別的診斷，心理狀況，和功能水

平，藥療的適當性和建議的療程。 
心理衛生評估 心理衛生專業者 可以決定需要心理衛生治療和提供治

療計劃指示的心理社交評估。 
 
它同時可以指出需要做額外的評估或

檢測。 

 

                                                      
4 公共衛生局，社區行為健康服務，三藩市，改編自法庭訓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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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評估 

參看附錄 A 三藩市心理衛生服務圖表有關提供評估和其他心理衛生服務地點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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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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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06-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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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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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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

以通过 415-206-7743 x133（主线）圆桌会议

协调员; X126（西班牙）和 X127（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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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3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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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3632
評估。AB 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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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 說明 AB 3632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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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參與小組（Family Involvement Team, FIT）， 
特殊兒童家庭支援中心（Support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FCD）， 
和特殊教育社區聯盟（Community Alliance for Special Education, CASE）均可以協

助家庭處理評估問題。 
聯絡資料請參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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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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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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紀錄 

保密 

在轉介，評估和提供心理衛生服務的整個過程中，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均享有保

密的權利。 
 
保密意指你孩子和家庭的個人資料，未經你書面同意之前，不可以向其他人透

露。在你的孩子接受治療之前，你需要簽署一份准予共用你資料的許可書。你應

確保許可書中列出需要保密資料者的姓名，以及將會使用什麼資料。 
 

健康資料移轉和問責性法案（Health Information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是一條聯邦法律，規定健康護理服務者保護你私隱和機密的權利。 
 
根據 HIPAA，家長被認為是他們子女的「個人代表」，因而有權可查閱健康護理

資料，和修改及改正健康護理紀錄。HIPAA 規定健康計劃和健康護理服務者： 
 

 通知家長有關他們的私隱權利 
 為其慣例，醫院或計劃採取一個私隱程序 
 訓練職員明白私隱程序 
 在健康計劃或業務內指定一名代表專責確保採取和執行私隱程序 
 保持可以識別個人身份的健康資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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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查閱子女健康護理資料的權利有一些限制： 
 如你的孩子達到成年歲數而沒有准予你有權查閱其紀錄 
 當法庭決定或其他法律准予家長以外的其他人為孩子做治療決定時 
 你的孩子未成年，經法律准予同意醫療治療 
 如你同意你的孩子和醫生有保密的關係，則你不可以查閱他們討論的資

料 
 如醫生認為查閱資料會對服務者和你孩子的關係有害，或影響孩子的人

身安全或心理健康 
 
一般來說，HIPAA 訂明以下規定： 

 它准予家長找出如何使用資料，以及曾作出什麼透露 
 它限制透露資料至最低限度，而透露的目的是合理需要的 
 它准予家長查看和取得他們子女健康紀錄的副本，並作改正 

 
當你往看健康服務者時，你應收到一份告訴你 HIPAA 賦予你的權利的通知。記得

要求一份通知，和問任何你對他們保持資料正確，安全，和保密的政策。 
 
除 HIPAA 外，其他州訂和聯邦法律訂明應如何保持學校和心理衛生紀錄。 
 

特權資料 

另一種資料稱為特權資料。一般來說，特權資料可以由兩人共用。例子是律師和

委託人之間交換的資料；或治療師與客戶交換的資料。身為家長，你孩子和其他

人交換的資料可能屬特權資料，因而你無法查閱該些資料。 
 

規定舉報 

身為家長，你應知道大部份服務家庭和兒童的專業者，均屬「規定的舉報者」。

如他們懷疑一名兒童有被虐之情況，法律規定他們向兒童保護服務舉報。專業者

認真執行此責任；他們同時亦明白尋找幫助的家庭是需要幫助，而不是懲罰。在

你和服務者建立關係時，請和他們討論此責任，以及此責任如何影響你和他們的

討論。 
 

查閱紀錄的權利 

下表扼要說明你持有有關健康，心理衛生和學校紀錄之基本權利。有些情況下學

校或醫療人員無須為你提供紀錄的副本。為確保你能取得孩子紀錄的副本，你應

向服務你孩子和你的專業者，索取一份他們保持紀錄的書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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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衛生紀錄 5 公立學校 6

家長是否可以

查看他們子女

的紀錄 

 

可以 可以──學校必須讓家長查看

所有學校保留的紀錄，和包括

可以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 
家長可以查看

的紀錄是否有

例外？ 

如屬以下情況你不可以查閱

紀錄： 
1. 如你的孩子達到成年歲

數即 18 歲而沒有准予你

有權查閱其紀錄 
2. 你的孩子未成年，經法律

准予同意醫療治療 
3. 如服務者認為查閱資料

會對服務者和你孩子的

關係有害，或影響孩子的

人身安全或心理健康 

如屬以下情況你不可以查閱

紀錄： 
1. 如你的孩子達到成年歲

數即 18 歲而沒有准予你

有權查閱其紀錄 
2. 紀錄屬教師或其他學校

職員之筆記，作用是只供

他們參考用而沒有向任

何人出示 
3. 紀錄屬學校教職員之人

事檔案 
我如何可以取

得副本？ 
寫信給醫療人員，要求查看紀

錄或索取紀錄（樣本信請參看

附錄 I） 

請校長給你一份孩子的紀錄

副本。要求累積檔案和保密檔

案。保密檔案可能存放於校區

的辦事處 
是否可向家長

徵收影印費？ 
可以。影印費不可以超過每頁

$0.25，如屬縮影膠片，副本

每頁不可以超過$0.50，另加

合理的事務費。服務者亦可以

就準備個人紀錄摘要所用的

任何時間徵收合理費用。 

可以。通常學校會免費為家長

提供第一份孩子的副本。學校

可向家長徵收額外副本之影

印實際費用，但不可以徵收工

作人員的時間費用。 

准予查閱紀錄

所需時間是多

少？ 

如親自查閱，0-5 日。索取檔

案全部或部份副本，在收到書

面要求的十五天後。 

家長可以在發出書面的要求

後 5 天內閱讀，影印或收到紀

錄的副本。 
如不准我查閱

紀錄我可以做

什麼？ 

聯絡社區行為健康的調查人

員，要求幫助解決爭執，電話

是 415-255-3694。家庭參與小

組或你的服務者可以告訴你

如何聯絡調查人員。 

向加州教育部投訴（參看附錄

H） 
向位於華府的 FERPA（家庭教

育權利和私隱法）辦事處投

訴，202-260-3887 

 

                                                      
5 查閱心理衛生紀錄受加州健康和安全法及 HIPAA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管制。 
6 查閱學校紀錄受家庭教育權利和私隱法和加州教育法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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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資料紀錄 
 
管理你孩子的獨特，複雜和多種需要有時是一個使人畏縮的工作。即使你可能有

個案經理或其他統籌你孩子護理的人士，你仍是你孩子所有服務的主要統籌者。

有方法地小心保持你的紀錄，可以幫助你以及所有孩子的服務者。 
 
如你的資料隨時準備好，可以讓你更快地為教師，醫生，和其他人提供孩子完整

和準確的資料。用一點時間組織你的資料是值得的。以下是一些組織資料的提示： 
 
 將所有的原件留在家中的檔案內，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只將副本放入你的筆

記簿。 
 
 用三環的筆記簿夾好所有的文件。這樣可免筆記簿跌下時文件頁分開和混

亂。 
 
 如筆記簿變得太大本，將不需要用的文件放入家中的檔案內。有需要時同時

可清理家中的檔案。 
 
 保持一份筆記簿存放的文件之紀錄或摘要。 
 
 如你有太多紀錄，用你認為最合理的方式分開。可考慮根據紀錄的類型然後

按日期先後歸檔。你可能設有分開的檔案供學校報告，醫療評估，和治療計

劃用。例如，你可以將你的檔案夾分類如下： 
 

 出生證明書   
 醫生報告   
 報告卡    
 孩子作業樣本 

 免疫注射 
 專家報告 
 學校測驗和評估 

 
 在你知道你會再次參看的報告上突出夾片，包括醫生的名字在內（例如最

近的評估或醫院的出院計劃）。這樣下次再找報告時就容易得多。 
 
 在紀錄的副本上或白紙上寫上個人的筆記。例如，如你給孩子服用某類藥

物孩子有嘔吐，你應記下來讓你的醫生下次可以處方另一種藥物。 
 
 保留一份你曾與之交談的人士的電話紀錄，講電話的日期和內容摘要。這

樣可以幫助你跟進重要的事件，交談，和未來的約會。可參考附錄 I 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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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樣本。 
 
 如你的孩子要服不同的藥物，保留一份藥物的名單包括劑量的改變，開始

日期，和終止服用日期。確保你記下任何不妥的反應。不要依靠記憶。 
 
改寫自 Passport Managed Care Guide, “Families as Participants: Working Within a Managed Care 

System”（家庭作為參與者：在管理性護理系統內的運作），和 Taking Charge: A Parent’s Guide to 

Health Care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掌握控制：特殊需要兒童健康護理家長指南），The 

Parent Educational Advocacy Training Center and The ARC of Northern Virginia, Alexandria, Virgini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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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取得幫助 
此章內容：此章說明多種類型的治療方法，有什麼服務，選擇治療時要留意什麼，

不同類型的心理衛生服務者和如何選擇，以及有關藥療和消費者權利資料。 
 

雖然此部份按照是什麼，在什麼地方，和什麼人的格式排列， 
做決定時未必一定按照此次序。事實上你可能同一時候做決定──和服務者 

交談，觀察減療方法，和考慮你的孩子應使用什麼地方的服務。 

 

你孩子的治療 
用於治療兒童的行為和情緒或心理衛生失調的方法有很多類型。在此部份中，你

將認識其中最常見的類型。 
 

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是一個廣闊的治療項目，目標是幫助個人及／或家庭有更好的生活功

能，和快樂，和儘量「適應良好」。心理治療介入的類型很多。通常心理治療涉

及交談和遊戲，或兼而有之。在社區行為健康服務（CBHS）系統常用的治療有： 
 

認知治療或認知行為治療：此方法的目的是幫助個人認識失實的思考，和學習用

更真實的思想予以取代。此方法可能強調解決問題和找出更多行為的功能性方

法。 
 

心理動力治療：涉及幫助個人理解他們思想和行為的根因。 

 

遊戲治療：幼兒很多時候仍未發展只用交談方式處理他們問題的語言能力。因

此，治療師必須讓兒童參與遊戲，幫助他們表達感覺，發展有效的社交能力和連

繫，解決問題，或以不同方式思索本身。 
 

小組治療：你的孩子可能被邀參加一個小組治療。對有社交互動困難的兒童特別

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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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療：在心理衛生方面來說，家庭是兒童的極端重要部份。你的服務者可能

邀請你參與家庭治療或並行治療課。家庭治療可能集中於家庭作為「系統」的心

理和社交過程。並行課可以提供有關你孩子進度的資料，以及讓治療師知道可能

影響孩子功能的家庭或學校情況。 
 

醫療治療 

此方法是用於被診斷有某類疾病或徵狀，最好使用醫療的方法治療。治療的焦

點，是幫助兒童從某種疾病中復元。 
 

我的孩子將從什麼地方取得服務？ 
兒童在不同類型的環境下接受服務，要看他們情況的嚴重性和服務者與家庭認為

可提供適當支援的地方而定。 
 
社區行為健康服務（CBHS）計劃為兒童提供多種不同的服務──從二十四小時護

理到每星期一次的一小時顧問課及／或與你孩子的服務者（例如，教師）諮詢不

等。附錄 A 列出每個計劃提供的項目，服務類型，和聯絡資料。這些服務供加州

醫療保險或健康兒童或健康家庭健保的兒童和青少年，或那些對他們心理衛生需

要資源有限或完全沒有的人士使用。 
 

CBHS 提供以下類型的計劃和服務： 

門診心理衛生服務：是三藩市心理衛

生服務系統的骨幹。門診服務包括心

理衛生評估，藥療監察，和個人，夫

婦與家庭治療。這些服務可以在家，

在學校，在健康中心，在托兒設施或

家庭托兒設施，以及門診診所提供。 
 

日間治療計劃：為有相當情緒問題的

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治療和小組活動。

全面的日間治療為特殊教育學校在一

個單一的環境下，提供教育和心理衛

生服務。 

 

危機服務：心理衛生危機服務每天二

十四小時，每周七天服務有心理衛生

危機的兒童和青少年，或性虐待受害

人。他們可以評估是否有入院的需

要，和在有需要時轉介給醫院。 
 

以下按英文字母先後排列計劃和服

務：SFCBHS-AB 3632 Unit 計劃：為三

藩市特殊教育學生經其 IEP 小組轉介

提供服務，或同時被轉介評估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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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特殊教育資格的學生提供服務。  
AB 3632 Unit 處理和跟蹤所有的評估

的轉介，完成心理衛生評估，和決定

心理衛生服務資格。職員出席個人教

育計劃（IEP）會議和個案會議，和轉

介使用經批准的社區心理衛生服務治

療計劃。通過 IEP，為住院接受治療者

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Foster Care Mental Health Program（寄

養照護心理衛生計劃）：為三藩市兒童

福利系統的兒童協調心理衛生服務。

服務包括心理衛生檢查；心理衛生治

療；轉介心理衛生治療；急切護理；

和顧問。 
 
The High Quality Child Care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Initiative（高質素

托兒心理衛生顧問計劃）：為三藩市的

托兒設施提供心理衛生服務，包括個

案顧問，兒童和家庭的直接介入；治

療遊戲小組；早期轉介；家長教育和

支援組；和托兒者訓練等。 
 

Homeless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無

家可歸者心理衛生計劃）：目標通過他

們的住所，提供使用服務的方便，從

而改善無家可歸幼兒和家庭的情緒健

康。為居住在緊急，家庭，家居或過

渡庇護所或計劃的出生至五歲幼兒和

他們的家庭，提供持續的心理衛生服

務。 

Intensive Care Management（加護管

理）：支持有情緒干擾有被安排在家外

面風險及／或涉及一個以上公共機構

兒童的家庭。加護管理經理幫助家庭

找出和取得所需的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心理衛生活療。家庭參與小組和青

少年專責小組是有關聯的計劃。 
 
Primary Care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Liaison Service（保健心理

衛生顧問聯絡服務）：在三藩市的社區

健康中心為保健兒科服務者提供實地

的精神和心理社會顧問。實地保健診

所顧問幫助提供早期檢測，介入，和

預防病人的心理衛生問題等。 
 

SafeStart Initiative：是一個市府部門和

專注於兒童福利，家庭暴力，和預防

暴力工作的社區機構組成的廣大聯

盟。此聯盟的目的，是從目前服務出

生至六歲曾目睹家庭暴力或社區暴力

的兒童之多個系統和分散的服務系統

建立一個統一的系統。CBHS-CYFSOC
通過 SafeStart 提供心理衛生服務。服

務可包括個人和小組心理治療，為課

室教師提供顧問，AB 3632 評估，和參

與個人教育計劃（IEP）會議。 
 
Transitional and Vocational Services for 

Adolescents and Youth（青少年過渡和

職業服務）：為十七至二十四歲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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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供過渡個案管理和連接服務。服

務包括轉介成人心理衛生服務，房

屋，支援小組，和轉介就業服務等。 
 
 
 
 
 

Wellness Program（健康計劃）：是一

個由 CBHS-CYFSCO，兒童青少年家庭

局，和三藩市聯合校區合作的計劃，

在學校為高中生提供心理衛生，濫用

藥物，生殖健康服務，健康評估和教

育，以及危機介入等。

訪問安排選擇 7

如你的孩子準備參加一個特別的計劃，可能是學校的課程或一個日間治療計劃，

重要的是你應前往訪問了解情況。親自往訪可以讓你看到課室和學校的情況，以

及和涉及計劃有關的教師，治療師，和管理者交談。你可以看到計劃是否符合你

孩子的需要。你可以使用以下的標準來評估計劃。你也可以加入符合你處境的個

人問題。 

 

 

外在環境： 

 建築物和場地是否維修得宜？ 
 看來是否沒有危險？ 
 如屬入住計劃，是否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保安？ 
 使用社區資源是否方便，例如郵局，雜貨店，銀行等？ 

 

日常活動 

 日常時間表怎樣？ 
 如何融和我的孩子與無情緒或行為困難孩子的活動當中？ 
 如在學校，其他孩子看來是否在學習和參與活動？ 
 和我孩子一起學習及／或居住的兒童大家是否能和諧共處？ 
 是否有足夠的職員和兒童的比率，以符合我孩子的教育和實質需要？ 
 對危機兒童訂有什麼政策和程序？ 

 

居家式治療計劃： 

此選擇只能通過私人保險或擴大的 IEP（個人教育計劃）提供給無法在任何較少

限制環境下滿足其教育需要有 ED（情緒干擾）的學生。 

                                                      
7 改寫自 Finding Help—Finding Hope, A Guidebook to School Services（尋找幫助，尋找希望：學校

服務指南），Winifred Anderson, Federation of Families for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1994 



27 
 

 計劃將為我的孩子，和為我的家庭提供什麼類型的治療？ 
 有什麼與行為有關的書面政策？是否使用正面的行為介入方法？ 
 處理藥療有什麼書面政策？ 
 我們多久可以探訪孩子一次？探訪的政策是什麼？ 
 職員和治療師的資格是什麼？ 

 

心理衛生服務者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專業者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衛生服務。8

 

 在你做什麼人服

務你的孩子決定的時候，你需要確保他們有你孩子準備要取得治療的類型的經驗

和資格。找一個你和你家庭感到舒服的服務者是十分重要的。 

精神病醫生：一名檢定的醫生，專長於心理和行為失調。精神病醫生必須完成醫

學院課程，以及四年精神科的專門研究和訓練。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醫生並需有

更多年集中於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深入研究。精神病醫生包括兒童和青少年

精神病醫生，以檢定醫生的身份，可以處方和監察藥物。他們可以為情緒和行為

問題及精神失調，提供醫療／精神評估及治療介入。 
 

心理學家：通常持有臨床，教育，顧問或研究心理學博士學位者。他們可提供心

理評估，檢測，衡量和治療。他們通常由加州政府予以檢定。 
 

臨床或精神科社會工作者：持有社會工作碩士學位者，很多時候由加州政府予以

檢定（LCSW）。他們提供心理評估，治療，和可能負責個案管理。他們可以幫助

你與其他機構合作，提供資料，和轉介其他支援和協助資源。 
 

社會工作者：在學校或其他機構幫助兒童在家，家庭，其他機構和學校連繫服務。

他們可以提供小組或個人顧問。 
 

精神科護士：有精神科額外訓練的註冊護士（R.N.）。他們很多時候和精神科醫

生或其他醫生合作，就像診療護士與醫生合作一樣。這些專業者可能同時持有顧

                                                      
8 改寫自 A Guidebook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or Behavior Disorders（情緒或行為失

調家長指南），Pacer Center，第三版，2001 Minneapolis, MN 和 AACAP, Facts for Families（家庭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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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或其他有關領域的碩士學位。 
 

婚姻和家庭治療師：持有碩士學位者，通常是顧問或心理學的學位，和很多時候

經加州政府檢定（MFT）。他們可能提供心理社會評估和治療。 
 

牧師顧問：與宗教或性靈機構例如教會，猶太教會，清真寺等有關的人士。他們

可以為兒童和成年人提供顧問。各人的訓練可能不同。 
 

特殊教育教師：有行為和心理衛生問題學生的教師。有些可能持有專門的學位，

或有多年研究和服務有心理或行為衛生問題兒童的經驗。 
 

行為分析家：很多時候有心理學或兒童發展背景的人士，專門於觀察學生和紀錄

他們的行為。行為心理分析家找出為什麼兒童以某個方式表現其行為，然後提出

介入方案。 
 

其他服務者：治療你孩子可能尚有其他專業者甚至輔助專業者。實習生──在有

執照的專業者監督下──有時會提供顧問和其他心理衛生服務。康樂導師和行為

輔導員，可以角色模範身份服務兒童和青少年，和提供適當的行為支援協助。 
 

如何選擇一名服務者 
治療者和你孩子及家庭如能配合得當，是成功治療的要素。你可以和不同的人交

談，找出一名你孩子和家庭合作均感舒服的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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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恰當的人選 

 
 記住你有選擇心理衛生專業者的權利。你可能對專業者的年齡，性別，種族，

宗教背景，或其他特質有選擇。在你請人推薦人選時，告訴人選什麼特質對

你是最重要的。 
 
 請曾使用顧問的朋友和親戚推薦人選。 
 
 向你認識和信任的專業者查詢，例如你孩子的醫生，教會的牧師或猶太教會

的拉比，心理衛生工作者，教師，或學校顧問等。 
 
 你或者想和多名服務者交談，理解他們的方法是否適合你的家庭。附錄 I 包

括一份你可以和未來服務者交談時使用的問題參考。 
 
 在公共系統之中，例如三藩市社區行為衛生服務系統，他們可能指派一名顧

問或其他專業者為你服務。你仍然可以問他們使用的方法，以及經驗和訓

練。如你認為被指派的服務者不適合你的家庭，你可以要求改變。 

 
選擇一名心理衛生服務者時，文化勝任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以下是你應期望

一名文化勝任專業者能提供的： 
 

 尊重他們服務的家庭的價值，信仰，傳統，習俗，和親子之道的作風 
 明白影響家庭的社會－經濟因素 
 考慮整個家庭的需要，例如兄弟姊妹的托兒和交通問題 
 明白他們文化對治療關係的影響 
 用家庭所講的語言溝通 
 明白家庭對孩子問題的看法 
 鼓勵家庭幫助計劃治療和評估兒童的進度 
 在家庭討論可能選擇其他另類治療時感到自在（例如，中藥，宗教治療

方法） 
 

使用心理衛生服務 
當使用心理衛生服務時，不論是公共資助的服務或通過私人保險計劃提供的服

務，你應知道你和你的家庭有什麼選擇的充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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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問的問題包括： 

 我的孩子可以使用哪些服務者？ 
 我的孩子接受服務的次數是多少？ 
 我的孩子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某些服務的專家？ 
 醫院和診所在什麼地方？ 
 是否有提供交通的資助或其他家庭支援服務？ 
 當我的家庭往外地或離開本州時，授權急切和緊急護理的程序是怎樣？ 
 在診所和電話是否有翻譯服務？ 
 如何承保處方藥物，和可以在什麼地方配備？對處方藥物和支付（藥典）

藥物是否有任何限制？ 
 在我孩子的診斷之中是否包括有專家？就我孩子的診斷，是否有有關親

子之道和其他問題的課程和資訊材料？ 
 如我有投訴或異議，有什麼可用的程序或選擇？ 
 如我不滿意，要轉換治療師是否容易？ 
 是否可以否定我的心理衛生服務？以什麼為根據？是否有上訴過程？ 
 我家庭的其他成員是否可以通過此機構或公司取得心理衛生服務？ 

 

藥療 
你或者想知道藥物是否會有幫助。你孩子的醫生可能建議用藥療方法作為治療的

一部份。重要的要記得，只有醫學學位的服務者－例如M.D.學位和精神科醫生

──才可以處方藥物。美國精神科協會訂明「不應自動認為藥物應是治療的首

選，如其好處比風險大時，亦只能應用於作為一個全面治療計劃的部份。」9

 
 

其他健康專業者關注就醫生能安全地為一些兒童的心理衛生問題處方藥物時，有

關兒童和藥療的研究未足夠。根據兒童心理衛生服務周年報告 10

 

，大部份處方藥

物「均無對兒童和青少年安全和有效的研究。要看某類藥物而定，對短期或更常

見的對長期安全和效能，可能缺少證據。很多較新的藥物只曾做過用於成年人身

上的試驗。」 

 
 
 
 
                                                      
9 Fact Sheet, Children, Mental Illness and Medicines（事實說明：兒童，心理衛生和藥物），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400 K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5 
10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s（治療有心理衛生失調的兒童），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www.nimh.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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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最近指出抗抑鬱劑增加兒童和青少年自殺念頭和行為的風險。 
在 2004 年十月十五日，食物和藥物管理局（FDA）下令所有抗抑鬱劑貼有 
「黑箱」警告。警告部份說，「抗抑鬱劑增加有主要抑鬱失調（MDD） 

和其他精神失調兒童及青少年之自殺意念和行為的風險。任何人考慮在兒童 
或青少年身上使用〔藥物名〕或任何抗抑鬱劑必須平衡此臨床需要之風險．．．」

請和你的醫生討論抗抑鬱劑是否會對你的孩子構成此類風險。 

 
但是，有些兒童的心理衛生問題十分嚴重，以致其他治療無效因而有必要使用藥

物保障他們不會受到嚴重的傷害。如你孩子的醫生建議藥物，你應找出孩子開始

和繼續使用藥物之一切風險。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向孩子醫生提出的問題：11

 
 

 我的孩子是否真的需要藥物，還是有其他選擇？ 
 此藥物如何幫助我們達到治療的目標？ 
 藥物有什麼副作用？ 
 我們可能應付那些副作用？那些副作用是有危險性的？ 
 藥物副作用的風險是否比其益處大？ 
 孩子服藥時是否需要避免吃某類食物？ 
 我們如何知道劑量是準確的？ 
 我或我的孩子是否需要做一個紀錄去觀察藥物是否有效？ 
 需時多久才知道藥物是否生效？ 
 如藥物無效，是否有其他選擇？ 
 如孩子忘記服藥呢？ 
 什麼人監察藥療的副作用──我的醫生？家人？孩子的教師？我們如

何溝通我們所看到的情況？ 
 如孩子服藥丸或其他類型的藥物有問題時，是否有其他可給藥的方法？ 

 

美國兒童精神科學院（AACP）提供以下有關藥療的建議： 

 
 建議用藥療的醫生應對治療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有經驗。他或她應充份

說明使用藥物的原因，藥物應提供什麼效益，以及不想出現的副作用和

危險，以及其他治療選擇。 
 

 不應只用精神科藥療方法──它應該是一個全面治療計劃的部份，包括

心理治療，家長指導和持續的醫療評估。 
 

                                                      
11
改寫自 A Guidebook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or Behavior Disorders（情緒或行為失調

家長指南），Pacer Center，第三版，2001 Minneapolis, MN 和 AACAP, Facts for Families（家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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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生或治療小組建議用藥物之前應做一個周詳的診斷評估。在一些個

案下，評估可包括體檢，心理測驗，化驗室檢驗，和其他醫療的檢查例

如心電圖（EKG）或腦電圖（EEG），和向其他醫療專家諮詢。 
 

 家庭應保持與孩子的醫生之緊密聯絡，監察藥療的有效性，以及任何副

作用。任何藥療之改變或中止，須在醫生知情和許可下才可以做。 
 
附錄 D 告訴你有關用於你孩子心理衛生失調的藥物資料。 
 
 

監察 

如你和你的醫生認為藥物對你的孩子

有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項，是監

察或小心留意藥物對你孩子所起的作

用。監察可包括你孩子本身對自己的

觀察，以及那些與他們緊密接觸者的

觀察，例如家人或教師。你或者可以

用一本紀事簿記下你或其他人留意的

情況，使你能跟蹤孩子行為和整體健

康之趨勢或不一致的地方。 
 
較大的學生可以使用一份每日檢查清

單或日記來精確記錄藥療的效應。如

你的孩子太小，你可以問他是否有留

意到行為或課堂作業的任何不同等簡

單問題（例如，「你今天有沒有和人爭

論？你記不記得寫下家課的頁數？你

今天感到精力旺盛還是疲倦？」） 
 
在小心監察之後，如你認為藥物對你

的孩子有損，你應立刻和醫生交談，

決定應採取什麼行動。你孩子的醫生

可能建議改變劑量或甚至不同的藥

物。為孩子找出適當的藥物和劑量可

能經過不少嘗試和錯誤。必須在醫生

知情和許可下才可以改變劑量或停止

給藥。 
 

消費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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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fdph.org/d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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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fdph.org/d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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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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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與家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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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55-3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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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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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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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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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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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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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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通過迷宮 
 

此章內容：此章討論如何通過私人保險或使用公共衛生資源取得心理衛生服務。 

 

什麼人支付心理衛生服務？ 
有多個計劃支付心理衛生服務。符合

低收入之兒童和家庭，政府贊助的醫

療計劃承保一些心理衛生服務。 
 
加州政府設定一個公共心理衛生計劃

按收入而收費的標準。一個縣政府計

劃向你家庭收取的治療費用，是根據

統一決定付款能力標準（UMDAP）而

收費。當你首次前往縣政府經營的診

所看診時，你需要填交一份「付款者

財務資料表格」，你提供的資料將用於

決定你每個月應付之所有心理衛生服

務的費用。你的家庭費用將每年重新

計算一次。 
 
持有私人保險的家庭應向他們的保險

公司尋找服務。如保險公司無法提供

服務而縣政府可以，保險公司必須提

供一封信，指出他們無法提供此類服

務。 
 

根據加州醫療保險符合規定的情況 

很多符合社區行為健康服務（Community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CBHS）資格

的兒童，均符合加州醫療保險的資格。要取得加州醫療保險心理衛生服務，必須

符合某些標準。這些標準設定專門心理衛生服務之必須醫療情況，如下： 
 

包括在 DSM（美國精神協會診斷和統計手冊）內之診斷（必須出現一或多個項

目）： 

 
 普通性發展障礙（自閉症除外） 
 集中注意力問題和其他破壞性的

行為失調 
 嬰孩或幼兒之喂食和進食失調 
 排泄異常 
 嬰孩，兒童和青少年其他失調 
 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失調 
 情緒失調和焦慮 

 體化症 
 偽病 
 解離型疾患 
 性變態 
 性別身份失調 
 進食失調 
 其他方面沒有界定之衝動控制失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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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失調 
 個性失調，不包括反社會個人失

調 
 藥療導致之失調 

 

不包括在 DSM 之診斷（一名受益人──加州醫療保險受益人──當有不包括在內

之診斷情況同時出現時，亦可以取得包括在內之診斷的服務。包括在內之診斷必

須屬主要診斷）。 

 
 心智遲鈍 
 學習障礙 
 肌肉能力失調 
 溝通失調 
 自閉症 
 因一般醫療情況導致之心理失調 
 譫妄，失智，失憶或其他認知失

調 

 抽搐異常 
 與物質有關的失調 
 性失調 
 睡眠失調 
 反社區的個性失調 
 其他可能屬臨床注視焦點之情

況，除藥療導致之動作失調屬包

括在內之診斷 
 

損害標準 

 
必須在診斷標準中識別因心理失調而有以下一種情況： 
 
1. 在生活功能一個重要領域有重大的損害，或 
2. 在生活功能一個重要領域有相當可能惡化之情況，或 
3. 兒童亦可能符合資格，如兒童有相當可能其發展不符合適當標準。由 EPSDT

承保之兒童如有可改正或改善之心理失調情況者，亦符合資格（目前公共衛

生局 EPSDT 規則亦適用）。 
 

與介入有關的標準 

 
所有以下三個標準必須適用： 
 
4. 建議之介入焦點，是解決上述損害標準所識別之情況。 
 
5. 預期受益人將從建議之介入中得益，損害程度將大為減少，或預防在生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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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重要領域中會有相當惡化，及／或兒童可能按發展適當的標準逐步發育

（或如由 EPSDT 承保者，情況可予改正或改善）。 
 
6. 情況不會對體格醫療護理之治療有回應。 
 

私人保險 
那些不符合公共計劃的人士，私人醫

療保險計劃和健康護理機構（HMO）
是取得心理衛生服務最常見的方法。 
 
如你屬於一個 HMO 例如凱薩，記得閱

讀你的合約討論精神護理的部份，查

看計劃承保些什麼服務。除十分特殊

的情況外，HMO 提供本身的服務，和

不會支付「外界」的服務。如 HMO 沒

有提供你所需的服務，你必須在你期

望 HMO 支付此類服務之前，取得 HMO
的授權。在治療之前，必先取得此類

授權。 
 
如你不屬於一個 HMO，你仍應小心閱

讀你的私人保險計劃，充份明白他們

提供的承保福利。正如 HMO 一樣，保

險公司對心理衛生服務有不同的政

策。他們可能承保一個限額，或訂有

一個小的終身限額，或他們將會支付

的福利限額。如你不清楚承保內容，

請致電保險公司，請他們向你說明政

策內容。 

 

要問的問題 

以下是一些在評估保險計劃或 HMO 心理衛生福利時可問的有用問題： 
 

 接受心理衛生服務，我是否需要我孩子的保健醫生或僱員協助計劃之轉

介？ 
 是否有一份你必須查看的「優選服務者名單」或「網絡」名單？名單是

否包括兒童精神科專家在內？如我想我的孩子使用網絡以外的其他

人，將會發生什麼情況？ 
 是否在計劃支付費用之前，有一個每年的自付額是我需要先付的？我到

底需支付多少費用？計劃支付什麼服務：看診，藥療，替工護理，日間

照護醫院服務，留醫？ 
 看診數目是否有限制？我的服務者是否會將報告發給管理護理公司？ 
 如我對護理服務者或建議之「使用評審」程序不滿意，我可以做些什麼？ 
 根據計劃可以使用什麼醫院？ 
 計劃是否不包括某類診斷或承保前已有之情況？ 
 心理衛生承保福利是否有「終身限額」或「每年限額」，限額是多少？ 
 計劃在你的地區是否有可複查的紀錄？ 



38 
 

 
此指南後面的詞彙表，提供你在閱讀醫療保險計劃說明時最有可能碰到的一些名

詞之定義。 
 
在過去，保險只承保門診和留醫服務。現在，要看你的個別計劃而定，亦有可能

承保其他服務例如日間照護醫院服務，家居護理，和替工服務等。 
 
一些心理衛生護理計劃的一個限制性特色，是用於心理衛生護理的低終身限額或

低的每年限額。一旦在你使用至此限額後，計劃承保此方面的福利乃告終結。你，

身為家長或監護人，需要負責支付不承保的帳單。如你的孩子／青少年子女需要

繼續的護理，你可能需要從你的州公共心理衛生系統尋求協助。這可能指需要轉

換醫生，因而可能干擾你孩子的護理。 
 

公共衛生護理比較表 
以下各頁比較多個提供心理衛生服務之公共衛生和社會計劃。表內資料回答以下

有關問題： 
 
 資格標準 
 收入和資源限額 
 費用 
 居住地點規定 
 申請必須之文件工作 

 申請過程 
 提供福利 
 可以取得什麼服務 
 如你有醫療保險應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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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護理比較表格 

兒童健康使用和加州醫療保險計劃（CHAMP） 

 

問題 

社區行為健康 

服務（CBHS） 

CBHS AB 3632 

計劃 

根據 I.D.E.A.之 

早期開始計劃 
什麼人符合資格？  持有全面加州

醫療保險承保

之兒童和青少

年 

 持有健康家庭

／健康兒童健

保之兒童和青

少年 

 無醫療保險的

兒童和青少年 

 從學校轉介之

特殊教育 

    （AB 3632） 

 學生或符合特

殊教育或懷疑

符合特殊教育

的資格。學生有

學校教職員可

留意到可損及

其中教育服務

得益之情緒或

行為情況，從其

發生率和頻密

率中可觀察得

到，而此等情況

未能只用社會

不適應或臨時

適應有問題來

說明。 

 學生之功能水

平（包括認知）

可使其從心理

衛生服務中有

所得益。 

 學生已接受學

校提供之顧問

或指導，幫助學

生從其目前教

學計劃中得

益，或此類服務

未足夠（例如，

一名最近由於

心理衛生原因

而留醫的少年

可能需要心理

出生至兩歲九個月大

的兒童，並有： 

 發育延遲之經

驗 

 有一個經診斷

之體格或心理

情況，有大可能

導致發育延

遲，或 

 有發育傷殘之

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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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專業者的

服務）。 

 學生需要    

AB 3632 心理衛

生服務，以從他

或她的特殊教

育中得益。 

收入限額是什麼？  加州醫療保

險，健康家庭，

健康兒童健保

計劃均設有收

入限制 

 沒有  沒有 

費用是多少？  要看什麼類型

的計劃及／或

家庭的收入 

 無費用  無費用 

資源限額是多少？

（其他資產例如汽車

或房子是否包括在

內？） 

 無  無  無 

我是否需要是一名合

法的居民？ 

 是的，需要是三

藩市的居民 

 AB 3632 是一個

全州性的計劃 

 不 

我需要什麼文件證

明？ 

 沒有，在你符合

加州醫療保

險，健康家庭或

健康兒童計劃

後無須文件 

AB 3632 轉介資料包

包括： 

 目前 AB 3632 轉

介表格 

 學生最近的 IEP 

 心理教育報告 

 其他有關資料

（如具備） 

 醫療紀錄 

 特別診斷檢查

包括傷殘檢查

結果 

我可以在什麼地方申

請？ 

 致電三藩市社

區心理衛生服

務線，

415-255-3737 或

直接前往診所

申請  

 向你的 IEP 小組

要求 AB 3632 服

務 

 在地區中心或

三藩市聯合校

區（如你的孩子

有單一的發生

率低之傷殘情

況 

需時多久才可取得服

務？ 

 在兩天內約定

在診所看診時

間 

 AB 36312 轉介

需要評估和

IEP。它按照 IDEA

在兒童被轉介使用機

構服務的 45 天內： 

 必須完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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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表。可能

需時數月。 

 必須制定一個

家庭服務計

劃，決定為家庭

和兒童提供什

麼服務 

我／我的孩子可以得

到什麼福利？ 

 醫療上必須的

心理衛生治療

服務 

 精神危機緊急

服務 

經計劃的心理衛生服

務，可包括： 

 向教師，門診心

理治療，個別，

家庭或小組諮

詢 

 日間治療 

 精神醫療監察

（但不是藥療

本身） 

 它同時可提供

住戶式的安

排，和與有關的

個案管理，當擴

大的 IEP 小組認

為離家出外居

住之安排是符

合情緒干擾學

生需要限制性

最少的環境之

時 

 輔導性科技儀

器／服務 

 聽力服務 

 家庭訓練，顧

問，和家訪 

 一些健康服務 

 診斷或評估目

的的醫療服務 

 看護 

 營養顧問 

 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 

 心理服務 

 替工服務 

 服務統籌（個案

管理） 

 社工服務 

 特別教學 

 言語和語言服

務 

 交通服務 

 視覺服務 

我如何和在哪裡為我

的孩子取得服務？ 

 通過 MHA 

Access，在完成

檢查之後，將會

轉介給社區診

療者或 CBHS 診

所 

 CBHS 診所和計

劃 

 傷殘情況發生

率低的兒童可

以從三藩市聯

合校區取得服

務。有其他傷殘

情況者可從地

區中心資助的

計劃取得服務 

如果我／我們有醫療

保險呢？ 

 如保險承保所

需的心理衛生

服務，則不可以

 AB 3632(IEP)服

務並不影響服

務但將會向加

 其他保險不會

影響你符合資

格的服務。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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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BHS。如沒

有承保，則必須

由醫療保險公

司提供一封證

明信 

州醫療保險和

在經許可後向

私人保險公司

發出帳單 

以使用你個人

的保險，但如你

需要付費，或影

響你保險單福

利的終身限

額，法律無規定

你一定要這樣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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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護理比較表格 

兒童健康使用和加州醫療保險計劃（CHAMP） 

 

問題 

加州醫療 

保險計劃 

 

地區中心 

健康家庭 

（Healthy Families） 
什麼人符合資格？  出生至 21 歲的

兒童 

 失明或傷殘人

士 

 一些家長／成

年人 

 65 歲或以上的

人士 

 懷孕婦女 

 住在療養院的

人士 

 接受 CalWORKS 

(AFDC)或 SSI 福

利者自動會取

得加州醫療保

險 

 21 歲以下的未

成年人士，可自

己申請一些保

密性的服務，稱

為「未成年者同

意」或「敏感服

務」 

 在 18 歲之前出

現傷殘情況之

人士，包括心智

遲鈍，大腦麻

痺，癲癎，自閉

症和需要與心

智遲鈍者類似

治療的人士 

 無保險而屬於

某個收入範圍

內的兒童，從出

生至 18 歲 

 滿 18 歲者可自

己申請 

 在合法權利之

未成年人士可

自己申請 

收入限制是多少？ 全免的加州醫療保

險： 

 出生至 1 歲：至

200%聯邦貧窮

線 

 1 至 6 歲：至 

133%聯邦貧窮

線 

 6 至 19 歲：至

 無  出生至 1 歲： 

200%-250%聯邦

貧窮線 

 1 至 5 歲： 

133%-250%聯邦

貧窮線 

 6 至 18 歲： 

100%-250%聯邦

貧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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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聯邦貧窮

線 

 19 至 21 歲：圍

繞 100%聯邦貧

窮線，有不同限

制 

 

費用是多少？  配藥和如非緊

急情況而用急

診室可能需付

少許費用 

 加州醫療保險

分擔費用可能

每個月有改

變，要看每個月

的收入而定 

 沒有。但是，未

成年者之家長

法律上須負責

日間護理費

用，除非他們能

證明有財務困

難，和孩子如無

服務將無法留

在家中 

 健康家庭健保

有兩種費用：每

個月為每名孩

子付的保險費

$4-$9；一些服務

須付共付額$5 

 每年的保險共

付額限額為

$250 

資源限額是多少？

（如果我有汽車／房

子呢？） 

 與懷孕有關的

服務和孩子符

合免費加州醫

療保險資格

者，將不計算你

的資源（你擁有

的東西） 

 成年人每人的

資源須在$2,000

以下，兩人在

$3,000 以下；三

人$3,150；和四

人$3,300 

 可以有一輛車

和一間房子：如

你有更多，他們

將計入資源內 

 無  此計劃不計算

資源（你擁有的

東西） 

我是否需要是合法居

民？ 

 公民，合法永久

居民和某些其

他移民可以取

得全面的加州

醫療保險 

 無身份或某類

 否  美國公民和某

些移民可符合

資格 

 無須家長或申

請人有移民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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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移民目前

仍然可以取得

「有限制性」的

加州醫療保險

用於緊急情況

和與懷孕有關

的服務 

 需要是加州居

民 

 申請必須聲明

你的孩子是加

州居民 

我需要什麼文件？  收入，身份，和

加州居民證明 

 移民身份和社

會安全證號碼

（SSI）或如在申

請全面的加州

醫療保險，出示

申請證明 

 如申請有限制

性的加州醫療

保險或為他人

申請（即孩

子），無須提供

社會安全證號

碼 

 支票和儲蓄戶

口報表 

 汽車登記或其

他指出居住州

份的文件 

 如懷孕的話，懷

孕證明 

 其他資源資

料：只限成人，

符合免費加州

醫療保險之兒

童或懷孕婦女

無須提供 

 醫療紀錄和學

校紀錄，證明上

述其中之一種

傷殘情況在申

請人十八歲前

已出現 

 收入證明 

 移民身份或兒

童公民身份之

證明 

 自扣額證明 

我／我們可以在什麼  為兒童和符合  請致電地區中  請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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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申請？ 免費加州醫療

保險懷孕婦女

申請，可以在填

妥表格後郵寄

申請表：索取表

格請電

888-747-1222

（免費） 

 在加州醫療保

險辦事處和其

他社區地點例

如診所，醫院和

學校（參看名

單）申請 

 加州醫療保險

辦事處：1440 

Harrison Street, 

San Francisco，電

話：

415-863-9892 

心，

415-546-9222 

800-880-5305

（免費）索取申

請表和手冊 

 你亦可以從社

區中心或像診

所，醫院和學校

一類地方取得

申請表和協助 

 請電

800-279-5012 請

一名檢定的申

請協助者（CAA）

協助你 

取得服務需時多久？  至 45 天－但通

常需時更少 

 另一個計劃，

Presumptive 

Eligibility，幫助

婦女在處理加

州醫療保險時

取得產前護理 

 評估須 120 天  必須在收到孩

子的申請後十

天內處理 

 你應在 20 天內

從郵件收到回

音 

我／我的孩子可以得

到什麼福利？ 

 加州醫療保險

承保：醫生看

診，留醫，牙科

和視力護理，處

方藥物，心理衛

生，濫用物質服

務和所需醫療

化驗 

 限制性加州醫

療保險承保：懷

 通過個別項目

計劃過程根據

個案決定服

務，可以包括：

評估和診斷，個

案管理，設備和

訓練，治療，預

防，特別生活安

排，社區整合，

家庭支援，危機

 醫務所看診，牙

科和視力護

理，留醫，所需

醫療化驗，配方

藥物，和心理衛

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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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有關和緊急

服務 

 未成年者同

意，或「敏感性

服務」在某些情

況下提供性

病，吸毒和酗酒

治療，家庭計

劃，性侵犯，懷

孕和懷孕有關

服務，心理衛生

治療等 

介入，特別設

備，交通，傳譯

／翻譯，和促進

權益 

我／我的孩子如何及

在什麼地方取得服

務？ 

 兩個方法任何

一個：管理護理

（醫療計劃）或

一般的加州醫

療保險 

 大部份兒童參

加一個醫療計

劃，寄養，收養

協助，屬分擔費

用加州醫療保

險和那些屬限

制性加州醫療

保險的兒童除

外 

 無須加入醫療

計劃的傷殘人

士 

 如你有某些醫

療情況，醫療計

劃可能設有例

外 

 如你屬醫療保

險計劃，你只能

使用你的保健

醫生，除非你得

到轉介 

 地區中心將為

你作轉介 

 通過醫療計劃

提供服務 

 當你申請時你

選擇一個醫療

計劃 

 牙科和視力服

務是分開的 

 醫療計劃會提

供有關他們的

醫生，診所和醫

院資料給你 

 你然後必須為

你加入健康兒

童計劃的每名

孩子選擇一名

醫生 

 心理衛生服務

福利包括每年

20 次門診；和

30 天留醫 

 如評估有 SED，

可為 19 歲以下

的兒童和青少

年提供無限制

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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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心理衛生

和濫用藥物服

務與醫療保險

計劃分開 

 不屬醫療計劃

的人士可以在

接受加州醫療

保險的地方使

用「付費服務」

（一般）的加州

醫療保險 

 醫療計劃必須

提供與一般加

州醫療保險同

樣的福利 

 在你登記加州

醫療保險或當

你在福利局登

記後你會從郵

件收到醫療計

劃的資料 

上述來自健康家庭計

劃的資料，請打電話

查詢確實詳情 

如我／我們有醫療保

險呢？ 

 向檢定資格的

工作人員查詢

或打電話給醫

療保險費付款

計劃（HIPP），

866-298-8443

（免費） 

 加州醫療保險

可能支付醫療

保險沒有的項

目 

 三歲以上的主

顧，必須能使用

所有的一般性

資源，包括在地

區中心資助前

的保險 

 在僱主贊助的

保險裡沒有保

險最少九十天

的兒童符合此

計劃的資格。家

長可能有其他

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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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護理比較表格 

兒童健康使用和加州醫療保險計劃（CHAMP） 

 

 

 

問題 

 

 

健康兒童健保計劃 

HEALTHY KIDS 

凱薩兒童護理計劃 

兒童醫療計劃一 

KAISER PERMANENTE 

CARES FOR KIDS CHILD 

HEALTH PLAN 
什麼人符合資格？  出生至 19 歲無保險的兒

童，三藩市居民，和不符合

其他州資助計劃者 

 詳情請電 415-777-9992 

 出生至 19 歲無保險的兒

童，不符合其他公共／私人

計劃，例如加州醫療保險或

健康家庭 

收入限制是什麼？  必須在 300%聯邦貧窮線以

下 

 19 歲以下的兒童，在 250%

至 300%聯邦貧窮線之間 

費用是多少？  家庭分擔的費用（保險費）

是每名兒童每個月$4。家庭

一次過付九個月的費用最

後三個月免費 

 每月保險費每名兒童$15，

最高限額至三名兒童。超過

三名兒童之家庭，無須付額

外的保險費 

 看診費用$5 

 配藥費$5 

 醫院護理，兒童免疫注射，

和從特選的眼鏡健保中可

每兩年免費有一副眼鏡 

資源限額是多少？  此計劃不計算資源（你擁有

的東西） 

 此計劃不計算資源（你擁有

的東西） 

我是否需要是一名合法

的居民？ 

 不。無身份的家庭可以申請

而無須擔心移民局會調查 

 不。無身份的兒童如屬於此

計劃收入限額內符合取得

凱薩健保的資格 

我需要什麼文件？  收入證明（發薪支票存根；

1040 聯邦入息稅表） 

 收入證明（最近填交之入息

稅表；W-2 表格或發薪支票

存根；上一個月整個月之傷

殘福利支票存根） 

我／我們可以在什麼地

方申請？ 

 致電 415-777-9992 請他們

郵寄申請表給你 

 填妥申請表寄回 

 你亦可以在社區一些地方

例如托兒中心，診所，學

 致電 800-255-5053（免費）

請郵寄申請表給你 

 填妥申請表寄回 

 一些參與的學校備有申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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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男女童群益會，團體家

庭和其他本地護理兒童的

機構索取 

取得服務須時多久？    預期處理須時 45 天 

 承保在批准後下一個月一

號開始 

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

什麼福利？ 

 全面的預防和保健承保，診

所看診，牙科和視力護理，

配藥，心理衛生服務，濫用

物質服務，學校和運動所需

之體檢，和留醫 

 全面的預防，保健，和專科

護理承保，診所看診，視力

護理，配藥，心理衛生服

務，濫用物質服務，健康教

育，醫院服務，和所需化驗

室化驗 

我／我的孩子如何取得

這些服務？ 

 通過三藩市保健計劃（San 

Francisco Health Plan） 

 通過凱薩診所和醫院 

如我／我們有醫療保險

呢？ 

 你的孩子不可以有其他的

醫療保險，例如僱主承保或

通過加州醫療保險或健康

家庭的承保 

 用此計劃，你的孩子不可以

有其他的醫療保險，例如僱

主承保或通過加州醫療保

險或健康家庭的承保 

 



51 
 

第五章：取得結果 
 

此章內容：此章討論與心理衛生服務者合作，監察和支援你孩子的治療，以及當

情況欠妥時應做什麼。 
 

家長和家庭可以做些什麼？12

 

 

你可能不知道，但有以下表現時，事實上你已經在保護你孩子的心理衛生和健康： 

 表示你的慈愛，和對你孩子健康的興趣與關心。 
 留意你孩子在發展不同階段的需要和不同。 
 留心細聽他們的顧慮。 
 持續的關心和避免不一致或嚴酷的紀律。 
 鼓勵你的孩子談談他們的感受和解決問題，即使問題是困難的。 
 讚揚他們和留意他們的成就。 
 當孩子苦惱或焦慮時安慰他們。 
 個別地花一些時間在每個孩子身上。 
 花一些時間和孩子一起，一起做一些事情，和一起參加活動。 
 在你們的爭吵之中，嘗試不要涉及孩子在內。 
 如你關心你孩子的行為或健康，應儘快尋找幫助。 

 

和你的服務者合作 

有時為你的孩子取得最佳的護理，要看你與診斷或治療你孩子的專業者合作之能

力。以下是成功合作關係的特徵： 
 

清楚。告訴服務者他們的支援和合作對你孩子之護理如何重要。讓人們知道你的

需要和期望──特別是他們如何可以幫助。查詢有關他們與你溝通的政策和期望。

如你有影響服務者執行你孩子治療建議之個人，文化或宗教信仰，讓服務者知道。 
 

                                                      
 12 採自

www.health.gov.au/internet/wcms/publishing.nsf/Content/Mental%20Health%20and%20Wellbe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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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願意和你合作的專業者。如你認為和一名專業者合作有問題，告訴她。如仍無

法合作愉快，找另一名服務者。加州醫療保險，一些醫療保險計劃，醫療團體，

或醫院可能有醫療服務統籌可以幫助回答你的問題。 
 

讓大家知道整個情況。如你的孩子有複雜的醫療問題，聚合所有涉及其護理的專

業者一起讓你能討論你孩子的整個醫療情況可能會有用。 
 

對個人的力量和限制誠實。交換完整的資料，以及如你無答案時，應坦白承認。

信任和重視彼此的判斷。 
 

承擔團隊工作和目標。找出問題的創意性方案。互相支持把事情做妥。表揚正面

的行動。讓服務者知道你喜歡或欣賞他們對你和你孩子護理之關注。慶祝成功。 
 

問題可能會出現。如出現問題的時候，記住解決方案不是容易出現的。很多時候

這都不是你或你的治療師所能控制的。 
 

準備會議 

家長曾建議很多幫助他們更有效和醫生（或護士，治療師，或其他醫療專業者）

溝通的策略。使用以下的主意，你可以幫助你的護理服務者明白你對孩子的任何

顧慮。 
 
 讓服務者事前知道你需要會談的時間有多長。通常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已足

夠。 
 
 如你需要一名傳譯員，事前告訴服務者使有人能為你翻譯。 
 
 帶支援力量同往。如可能的話，帶你的配偶或朋友出席會議。如有需要，你

的朋友可以帶你的孩子出房間外面，讓你可以私下和醫生交談而不會分散精

神。另一名成年人亦可以幫助你記得醫生說些什麼。 
 
 在會議之前準備你要提出的問題和顧慮。最好用書面名單方式做此準備。與

服務者參詳名單，或先問最重要的問題，然後請醫生以後回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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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筆記。和服務者參詳你的筆記，確保你們均明白。 
 
改寫自 Taking Charge: A Parent’s Guide to Health Care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The Parent 

Education Advocacy Training Center 和 The ARC of Northern Virginia 



54 
 

監察 
你如何知道你的孩子有進展？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和有時最難解答的問題。 
 
監察你孩子的進度的第一個步驟之一，是確保你認識和明白治療計劃，包括個別

化教育計劃（IEP）──如你的孩子通過校區設有此計劃的話。你可以問的問題包

括： 
 
 目標是什麼？ 
 達到目標的行動計劃是什麼？ 
 目前是否正在執行計劃？ 
 我的孩子是否有進展／達到目標？要看你孩子的情況而定，進展／目標的信

號可包括： 
 行為出現正面的改變 
 能用不同方法控制其憤怒 
 與朋友及兄弟姊妹的關係有所改善 
 成績和學校表現有所改善 

 

如何找出你問題的答案？ 

和孩子溝通 

有些答案將來自你和孩子的溝通。和他談談情況如何；他對進展的看法；他對自

己的感覺；和他認為什麼有幫助。 
 

和幫助你孩子及家庭的專業者溝通 

和治療師，醫生或其他服務你孩子和家庭的人士溝通，亦可以幫助你找出問題的

答案。請問他們認為什麼是進展的信號──和預期你會在什麼時候看到此類信號。

在出現問題時，你或者可以寫下問題，和確保你向適當的人發問。 
 

經常參詳 IEP 和治療計劃 

如你的孩子是通過學校系統取得特殊教育服務，個別化教育計劃（IEP）可以作

為一份監察進度的文件。IEP 訂明為你孩子所設之目標，目的，和基準；它們應

包括有情緒問題兒童的目標和目的。定期的成績表和與教師交談，應使你對孩子

的進度有一個概念。IEP 會議是參詳目標和目的，和具體討論你孩子是否有改善

的有用機會。 



55 
 

 
 
 

當情況不順利時應做什麼 

1. 經常直接先和服務你家庭和你孩子的人討論 

告訴教師，顧問或治療師有關你的顧慮。找出令人不安的行為以及討論可能的改

變： 
 

a. 方法的改變 
b. 藥療的改變 
c. 兒童環境的改變（在家，學校，社區） 
d. 服務者的改變（教師，治療師，醫生等） 

 

2. 向「上級」行動 

如你直接和涉及孩子治療的專業者討論結果未能滿意，你可將行動帶向上級。和

計劃的管理人及他們的主管討論。很多時候和人討論，清楚的表明你的顧慮，提

出可能的方案例如改變服務者或治療計劃，可以非正式地解決問題。 
 
如持有私人保險，查看手冊你應打電話找誰。很多 HMO 設有調查員辦事處，專

責幫助人們解決治療和服務者問題。 
 

3. 正式程序 

如你的問題與公共機構有關，它們設有行政過程可供使用。再次，重要的先和服

務你和你家庭的人直接投訴。如你無法直接和服務者解決問題，有較正式或官方

的程序可以使用。 
 
以下各頁簡介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計劃和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正式程序。同時

包括寫信給醫療護理專業者及樣本信的提示。 
 
調查員，415-255-3694。三藩市心理衛生主顧權利促進計劃亦可以幫助你，

415-552-8100。 

如你對心理衛生系統有問題：13

                                                      
13 三藩市心理衛生計劃，「消費者服務指南」 

如你這些過程中需要協助，請聯絡消費者關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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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州訂和聯邦法律設定解決糾紛的正式方法（參看下面項目七），三藩市聯合

校區已設有一個內部的，較非正式的方法，鼓勵你在任何時候出現問題時使用。 
 
1. 和你孩子課室的教師及／或學校其他明白你孩子需要的教職員討論問題。這

可包括你孩子的資源教師，顧問，聽證或語言專家，或其他幫助你孩子的專

家。你亦可以和指派在學校工作之特殊教育計劃內容專員討論。 
 
2. 參詳孩子的 IEP，決定是否有實行計劃。它是否需要改變，以符合你孩子的

任何改變需要？你可以在任何時候要求評審 IEP。在你提出要求之後必須在

三十天內舉行會議。 
 
3. 如問題沒有解決，請與學校的校長討論問題，你的校長可能請負責特殊教育

的副校長幫助處理此事。 
 
4. 如問題仍沒有解決，請致電特殊教育部，415-355-7735。你亦可以打電話以

下適當的副學監： 
 

副學監    電話 
兒童發展   415-750-8599 
小學    415-241-6310 
初中    415-241-6607 
高中    415-241-6478 
縣社區學校   415-241-6234 

 
 
5. 聯邦和州訂法律提供兩個解決本地校區問題的正式系統。 
 
任何家長，公民或機構，如認為校區沒有遵守特殊教育法律或規定，均可使用投

訴過程。 
 
合法聽證程序只有家長（和校區）在家長和校區對評估和識別兒童議題，IEP 內

容，兒童教育安排，或任何有關為兒童提供免費適當公共教育必需部份出現異議

時可使用。 
 
雖然你無須這樣做，很多時候按照步驟一至六進行均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 
 
投訴和聽證程序的目的在處理不同的議題。例如，如校區拒絕實施書面訂定的你

孩子的 IEP（即沒有遵守法律），你可以提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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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不同意校區在 IEP 應包括什麼，你可以要求聽證。你可以在任何時候使用這

些程序。 
 
你亦可以致電 415-241-6216 向特殊教育法律辦事處要求程序保障之額外通知。

你亦可以從家長資料網頁「家長權利」欄中下載此通知： 
http://portal.sfusd.edu/template/default.cfm?page=chief_academic.special_ed.pare
nt_info 
 
索取有關家長權利或解決糾紛更多資

料，包括如何提出投訴或寄出指責違

法的投訴（教育部必須在六十天內調

查所有此類投訴），請聯絡： 
 
加州教育部特殊教育科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Division, Procedural 
Safeguards Referral Service 
Attention: PSRS Intake 
1430 N Street, Suite 2401 
Sacramento, CA 95814 
電話：800-926-0648 
傳真：916-327-3704 
索取更多資料或要求調停或合法聽證

程序，請聯絡： 
 
行政聽證辦事處 
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s 
Special Education Unit 
1102 Q Street, 4th Floor 
Sacramento, CA 95814 
電話：916-323-6876 
傳真：916-322-8014 
 
 
 
 
 

 

家庭參與小組（The Family Involvement Team, FIT） 
特殊兒童家庭支援中心 

（Support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FCD） 
特殊教育社區聯盟（Community Alliance for Special Education, CASE） 

和 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DRC)亦可以給你幫助。 
 

詳情請參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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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理衛生護理服務和與你私人醫療保險計劃有關時寫信
之有用提示 
 

在向私人醫療保險計劃寫信時應包括什麼： 

 
1. 最好是寫給一名特定的人，而不是一個一般的部門或管理性護理計劃本身，

例如： 
 

Dr. John Smith（約翰．史密斯醫生） 
Medical Director（醫療總監） 
ABC Health Plan（ABC 醫療計劃） 

 
2. 記住包括你孩子的姓名和計劃的圖表或會員號碼，你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3. 信的開始簡單說明你是誰和為什麼寫此信。 
 
4. 如你要求一份否決心理衛生服務原因的書面說明，指出你已經參詳你的私人

醫療保險計劃，並未發現政策中有否決此服務之有效理由。請求具體說明原

因，而不只是一個「不屬承保福利」或「並非醫效必需」的回應。 
 
5. 如你就否決服務上訴，說明你對否決之理解，以及為什麼你認為服務是必需

的，及／或不應予以否決。使用任何文章，研究或其他可作支援的專業意見。 
 
6. 包括你已經和什麼人討論過的姓名和討論日期。 
 
7. 要求在合理時間內回應（回信，開會，或回電）。你的保險計劃可能訂有上

訴的期限；要留意適當的過程。 
 
8. 找人複看你的信件。 
 
9. 留一份副本做紀錄。 
 
10. 儘量將副本寄給多人，例如： 
 

 你孩子的保健醫生或個案經理 
 僱主的人力資源部（如你的醫療保險是由僱主提供） 
 你的醫療計劃會員服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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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支持你的促進權益機構 
 州和本地的政客，如第一次回應未能令你滿意 

樣本信 

 

 
你的姓名 
你的地址 
城市，州，郵區號碼 
電話號碼 
 
日期 
 
收信人全名 
職稱 
醫院／醫療團體／機構名稱 
地址 
城市，州，郵區號碼 
 
親愛的（收信人職稱和姓氏）： 
 
首段。在此段中說明你是誰，提供你孩子的全名，出生日期，然後十分簡單的說

明你寫此信的原因。 
 
第二段。在此段中說明你想出現什麼或你希望有什麼改變。你可以簡單說明你有

什麼不喜歡之處，但此段大部份應側重你想要些什麼。 
 
第三段。說明你想對方如何回應。例如，你是否需要和任何人開會，想對方覆信

給你，或回電？ 
 
結束段。最後，告訴對方你的日間電話，並期望他／她會儘快回覆（或給一個日

期，如「到十五號前」）。 
 
 
摯誠的， 
 
（你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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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通過緊急情況 
 

此章內容：此章提供如何處理緊急情況的資料──入院留醫，被學校開除／停課，

及少年司法系統。 
 

什麼是緊急情況？ 
 

根據 NAMI-San Francisco 網頁，緊急情況是指當你的家人或關愛者有以下情況

時： 

 

 嚴重傷害或嘗試嚴重傷害他人。 
 
 嚴重傷殘：無法自己進食，穿衣，為自己提供住所，如無治療的話會導致死

亡，受傷，或體格衰弱。 
 
 嘗試自殺或其行為看來他或她有意實行其口頭之威脅。 
 
 自傷或嘗試自傷。 
 
 聽到或看到並不存在之事物而極度悲痛。 
 
 表達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認真想法。 
 
 體驗無法控制的焦慮或憤怒。 
 
 對精神藥物有嚴重之反應。 

 
詳情請瀏覽 NAMI-SF 網頁 www.namisf.org/crisis-serv.html，或致電 NAMI-SF，
415-905-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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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危機處境 
 

 
 
 危機是兒童或青少年因其精神狀態而對自己或他人有危險的時候。例子之

一，是一名兒童或青少年威脅要自殺；另一個例子是你的孩子威脅要傷害自

己或他人。 
 
 如你認為你的孩子有危機，請致電 24 小時熱線電話：全面兒童危機服務

（Comprehensive Child Crisis Services, CCCS），415-970-3800。他們會幫助在

三藩市有精神危機的任何兒童。如尋找轉介或門診服務不應聯絡他們，只在

有當前緊急情況下才應聯絡他們。 
 
 如你的孩子有活躍自殺，他殺，出現嚴重精神行為或過份退縮無法執行其正

常之規律時，請致電 CCCS。他們會評估處境，看看是否需要轉介兒童往精

神病院。在嚴重情況下，他們可以授權一個稱為「5150」的七十二小時非自

願性的留醫監察。 
 
 請注意：CCCS 不會限制兒童，所以如你的孩子失去控制，威脅自己或他人

和需要限制時，請報警 911。 
 
 請注意：如你是一個 HMO 會員，或凱薩計劃會員，或持有其他私人醫療保

險，CCCS 需要你的醫療計劃授權才能為你的孩子服務。 
 
 如你不肯定你的孩子是否有危機，但認為他或她可能有，你應打電話給你的

醫生或兒童危機 Child Crisis，415-970-3800。緊急情況之例子見上一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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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服務 

所有年齡： 18 歲以上青年的其他資源： 

警察 
911 
 
全面兒童危機服務 
COMPREHENSIVE CHILD CRISIS SERVICES 
415-970-3800 
 
兒童和青少年性虐待資源中心 
CHILD AND ADOLESCENT SEXUAL ABUSE 
RESOURCE CENTER (CASARC) 
415-206-8386 
 
為性虐待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庭提供二

十四小時協助 
三藩市防止自殺／危機熱線 
SAN FRANCISCO SUICIDE 
PREVENTION/CRISIS PHONE LINE 
415-781-0500 
為抑鬱和有自殺傾向的人士提供電話

顧問和轉介。二十四小時的資料和轉介

服務 

流動危機治療小組 
MOBILE CRISIS TREATMENT TEAM 
415-355-8300 
Mobile Crisis 在情況未達到危機之前實

地提供介入服務。為所有成年人居民服

務（18-59 歲），不論是否有保險。 
 
三藩市總醫院精神緊急服務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IC EMERGENCY SERVICES 
415-206-3794 
一個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的設施，評估

和治療自願或非自願性的客戶之精神

緊急需要。 
 
西區社區危機服務 
WESTSIDE COMMUNITY CRISIS SERVICES 
415-355-0311 
為自願接受服務有情緒危機或緊急精

神病徵狀者提供當前的治療或鑑別。 

如你認為孩子的父母或照護者 
對其可能有危險： 

個人危機電話： 

虐兒熱線 CHILD ABUSE HOTLINE 
415-558-2650 
或 
800-856-5553 
TALK LINE 
415-441-KIDS (5437) 
幫助應付家庭生活挑戰或感覺有虐兒

可能危機之父母；或害怕被他們照護者

虐待之兒童。 

計劃：＿＿＿＿＿＿＿＿＿＿＿＿＿ 

聯絡人：＿＿＿＿＿電話：＿＿＿＿ 

 

計劃：＿＿＿＿＿＿＿＿＿＿＿＿＿ 

聯絡人：＿＿＿＿＿電話：＿＿＿＿ 

 

計劃：＿＿＿＿＿＿＿＿＿＿＿＿＿ 

聯絡人：＿＿＿＿＿電話：＿＿＿＿ 

 

計劃：＿＿＿＿＿＿＿＿＿＿＿＿＿ 

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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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留醫 
有時兒童和成年人出現嚴重的精神情況，需要入院留醫。如你發現你在此情況，

可問你孩子的服務者以下的問題，幫助你更理解入院之意蘊：14

 
 

 為什麼建議兒童入院作精神治療，這會有什麼幫助？ 
 除入院治療外，尚有什麼其他的選擇，兩者比較如何？ 
 是否由兒童或青少年精神科專家為我的孩子安排入院？ 
 留醫治療包括什麼，我的孩子如何跟上學校的功課？ 
 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專家和治療小組的其他人有什麼責任？ 
 孩子會留院多久，費用是多少，和我們如何支付這些費用？ 
 如我們無法繼續負擔孩子留醫，或保險公司否決支付此福利，則留醫是否仍

屬必要？ 
 我的孩子是否安排入一個專門治療兒童和青少年的單位，以及此醫院是否有

醫療護理機構檢定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JCAHO）檢定屬治療我孩子年齡之青少年治療設

施？ 
 我們身為家長如何參與孩子的留醫治療，包括出院決定和出院後治療？ 
 如何決定我孩子已可出院？ 
 在我的孩子出院後，繼續和跟進治療的計劃是什麼？ 
 
留醫對你，你的孩子，和整個家庭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項。你應在孩子或青少年

入院之前先問此類問題。如在查詢上述問題之後你仍然有嚴重的問題或懷疑，你

應請教第二者意見。 
 
如你的孩子入院留醫，你應開始和職員討論出院計劃和你孩子及家庭所需之跟進

服務。你同時亦想和你孩子討論在他離開期間，想向朋友和家人透露多少有關他

的情況。你和你的家人應同意如何對學校教職員，鄰居，或其他關心或好奇者說

明情況。 
 

                                                      
14 美國兒科學會，給家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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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問題－停學，開除 
 
以下是州和本地政府訂立之法律，准

予學生享有學校服務之權利。你應知

道的三個最重要的法律是： 
 
 傷殘人士教育法（IDEA） 
 康復法 504 款，和 
 保護傷殘美國人士法（ADA） 
 
這些法律可保護你的孩子因其傷殘情

況而受到歧視，和規定公共計劃──例
如學校──需為其傷殘情況提供修改和

方便。IDEA 不只保護你的孩子不受歧

視，同時規定學校評估兒童和為符合

資格的兒童提供特殊教育，或 FAPE（免

費，適當的公共教育），即使你的孩子

被停課或被開除。附錄 G 包括有關

IDEA，504 款，和 ADA 的摘要資料。 
 
學校管理者在將一名目前有 IEP 的學

生停課或開除之前，必須採取具體的

步驟。三藩市聯合校區訂有停學和開

除的政策，清楚的寫在三藩市聯合校

區之校區停學和開除程序學生手冊

（SFUSD Student Handbook for District 
Suspension and Expulsion Procedures）
內。如你的孩子被學校停課或開除，

請索取一份政策讓你明白你必須遵守

之程序，以及為你的孩子爭取權益。 
 
以下有關停課和開除的問答，是改寫

自加州司法委員會之小冊，兒童和家

庭之特殊教育權利（Special Education 
Right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你可以上網覽閱整份小冊，

www.courtinfo.ca.gov/programs/cfcc/p
dffiles/special.pdf） 
 

如我孩子的行為干擾他／她的教育時

怎辦？ 

因為此類行為可能干擾你孩子的 IEP
目標，LEA（三藩市聯合校區）需要就

自傷，侵襲性，破壞性，或無法適應

性之嚴重行為問題，制定行為介入計

劃。行為計劃的目的，在帶出正面行

為改變。它應包括入孩子的 IEP 內。如

已設有一個詳細的行為介入計劃，學

生任何行為不檢將大有可能以此屬其

傷殘情況之表現而予以考慮，因而學

校的紀律程序將按此而有所修改。 
 

如我的孩子屬特殊教育計劃而被學校

停課呢？ 

如校長決定學生有加州教育法 48900
款所述之任何行為，學校可將學生停

課。只有在其他方法無法改正其行為

後才可予以停課。停課規定適用於特

殊教育的學生，與一般無傷殘情況學

生相同。但是，即使一名特殊教育的

學生構成身體危險，他或她被停課的

日期不可以一連超過十天。 
 

如我的孩子在特殊教育計劃而被學校

開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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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教育法 48915 款訂明開除的理

據。在停課和開除條款所列的觸犯情

況中有重覆之處。直至做出開除前評

估之前，不可以開除一名特殊教育的

學生。 
 

什麼人參與開除前評估？ 

開除事件轉介給 IEP 小組，而 IEP 小組

將召開一個 IEP 會議。小組而不是學校

決定是否應開除學生。孩子的家長有

權參與開除前的評估會議。 
 

在開除前會議中，IEP 小組將評估什

麼？ 

在開除前評估會議中，IEP 小組將評審

學生在行為不檢時之安排*，以及學生

之行為是否與其傷殘情況有關。小組

必須決定行為不檢是否學生所識別的

傷殘情況所引起，或屬傷殘情況之直

接表現。此稱為表現決定。 
 

如我不同意小組的結論呢？ 

如你不同意小組的結論──無論是孩子

安排或表現決定──或其依賴某類資料

所做的結論，你有權要求行政的公平

聽證。 
 

如小組決定行為不檢並非我孩子的傷

殘情況表現呢？ 

如小組決定行為並非因你孩子的傷殘

情況而致，而安排是適當的，則正規

紀律程序適用於你的孩子，包括開除

在內，如公平聽證予以支持。 
 

如小組決定行為不檢是因為我孩子的

傷殘情況而致呢？ 

如你孩子的行為是他或她傷殘情況之

表現，或在發生不檢行為時安排不

當，則不會開除你孩子出校。 
 

如仍未找出我的孩子是否符合特殊教

育資格呢？ 

如仍未找出你的孩子是否符合特殊教

育資格，而你的孩子出現行為不檢的

情況，如 LEA（本地教育機構）在紀律

行動之前知道孩子有傷殘情況，則孩

子仍然可以取得保護。LEA 在以下情況

下應被認為知道孩子有傷殘情況：

（一）如家長書面表示顧慮或有提出

評估的要求；（二）行為不檢表現出服

務的需要；或（三）孩子的教師或其

他 LEA 的教職員曾向特殊教育主任或

其他教職員表示對孩子行為之關注。 
 
有關傷殘兒童之紀律規則是很複雜和

經常改動的。如你的孩子面對被停課

或被開除，你最好的策略是要求學校

提供有關政策和程序，和取得一名支

援人士或權益促進者協助你。 
 
家庭支援中心，CASE，和 Protection and 
Advocacy, Inc.均可幫助你。（參看附錄

A 聯絡資料）。 
 
*安排的定義在法律上不止於某個校

址而已，同時是「包括結合設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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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地點或所需設備，為特殊需要的

人士按 IEP 所訂，在公立，私立，家庭

或醫院，或住戶設施任何一處或結合

一起，提供教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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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緩刑部 

以下資料採取青少年緩刑部網頁： 

www.sfgov3.org/index.asp?page=541。 
 
如你的孩子（十八歲以下）犯法，逃走或逃學，她將會被轉介往青少年緩刑部。

一名負責其專案的緩刑官將會與涉及事件的每個人交談。在收集所有的資料之

後，緩刑官將決定是否需要轉介一名地檢察官。如地檢處辦事處提出控告，你的

孩子將須上庭和出席多個聽證。將有一名公共律師被指派處理你孩子的案件，或

你自己亦可以延聘私人律師。 
 

重要定義： 

傳控（Citation）：執法官員向緩刑部轉

介社區一名未成年者犯法事件。 
 

收押（Booking）：執法官員轉介安排犯

罪之青少年受保安拘留（青少年法

庭）。 
 

緩刑官（Probation Officer, P.O.）：被指

派負責調查犯法事件和制定一個幫助

你和你孩子及服務社區計劃的人員。 
 

地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 D.A.）：

代表社區提出檢控和在法庭起訴案件

的律師。 
 

公共律師（Public Defender）：被任命

在整個法庭過程中代表你孩子的律

師。 
 

訴狀（Petition）：說明你孩子被指犯法

之法律文件。 
 

拘留（Detention）：在青少年教導中心

／青少年法庭保安拘留你的孩子。 
 

在家守行為（Home Supervision）：由法

官設定嚴格的準則，在家監管你的孩

子，即：軟禁。 
 

拘留聽證（Detention Hearing）：決定

是否釋放你的孩子，在家守行為，或

仍然留在青少年教導中心／青少年法

庭。 
 

J-1 聽證（J-1 Hearing）：（通常在拘留

聽證後一個星期舉行），屆時你孩子對

訴狀指控表示認罪或不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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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聽證（J-2 Hearing）：（通常在拘留

聽證後十個工作日舉行），這是一個審

訊階段，屆時受害人和證人將就訴狀

之指控作證供。 
 

審訊前（Pre-Trial）：可以由法官下令評

審訴狀和根據證據談判指控。 
 

處置聽證（Disposition Hearing）：（通

常在拘留聽證之後四至五個星期舉

行）：法庭審訊完結，由緩刑官員提交

一份社會報告，詳述對青少年之具體

安排。 
 

扣押（Custody）：在法庭審訊過程中青

少年被拘留在青少年教導中心／青少

年法庭。 
 

社會報告（Social Report）：在處置聽證

時提出，摘要事件，觸犯法律，法庭

程序，家庭歷史，和緩刑官對青少年

未來計劃的建議。 

 

 

以下資料來自青少年緩刑網頁，說明你的孩子在被捕後會發生什麼情況。 

 

問：如我的孩子被警察傳控，我的孩

子應做什麼？ 

答：如你的孩子被三藩市警察局傳

控，她需要往三藩市青少年緩刑部出

庭，該部門位於 375 Woodside Avenue。 
 
她必須由一名家長或負責的成年人陪

伴同往。無須律師在場。在一名助理

緩刑官舉行面談之前，會先向你的孩

子讀出其擁有的權利。 
 

問：在面談之後助理緩刑官有什麼選

擇？ 

答：要看犯罪的性質而定，助理緩刑

官可能轉介你的孩子參加一個認識偷

竊計劃，那是於星期六在三藩市大學

上課的課程。此一天的課程收費三十

元。在完成課程之後，你的孩子將會

收到一份證書。助理緩刑官會「結束」

此案，不會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另一個可能是助理緩刑官會轉介你孩

子參加一個在三藩市大學上課的八個

星期稱為 STREET LAW 的課程。此課程

是免費的。你的孩子需要在完成課程

之後收到一份證書。 
 
助理緩刑官可以做的另一個選擇，特

別是當你的孩子被控毆打他人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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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你的孩子參加一個一天的COPS課
程，那是星期六在 YGC 食堂舉行的，

收費三十元。 
 
如你的孩子被控塗鴉，持有大麻，或

持有酒精，你的孩子將被轉介往交通

法庭。你的孩子可能會被罰款，或暫

停其駕駛執照，或需要做社區服務工

作。 
 
助理緩刑官亦可能需要你的孩子在

YGC 每星期六做社區服務工作。 
 
如你的孩子在校表現不好，而你希望

緩刑處提供協助，你的孩子可以被安

排入自願緩刑計劃不超過六個月。參

與計劃者必須接受顧問。 
 
助理緩刑官可以要你的孩子賠償受害

人。 
 
助理緩刑官可以轉介你的孩子往一家

社區機構接受顧問。 
 
或者，在經助理地檢察官參詳案情之

後，可能會提出一個正式的控告。如

發生此情況而准予控告，法庭可能下

令你的孩子接受六個月的緩刑，或安

排在家或親戚家裡正式服刑，包括一

些緩刑的特別條件。它可以包括社區

服務，賠償，顧問，和自費向受害者

賠償。上課是規定的。可能需要實行

宵禁。 
 
這些均是一名助理緩刑官在收到檢控

和你孩子面談之後可以考慮的選擇。 
 

問：我什麼時候可以看我的兒子／女

兒？ 

答：你可以在頭二十四小時內任何時

候往看你的兒子／女兒。以後，你需

要在探訪時間時才可往訪，那是星期

日至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五時

十五分，和星期六，下午一時至三時。 
 

問：如我不明白英語呢？ 

答：我們有法庭指定的翻譯員和雙語

的助理緩刑官員，及 AT&T 電話會議傳

譯服務，包括各種語言和方言傳譯服

務。 
 

問：我的孩子是否會有律師？ 

答：如提出檢控而你的孩子需要上法

庭，他／她將需要一名律師；如你無

法聘請律師，將會有一名公共律師代

表你的孩子。 
 

問：我的孩子是否一定需要上庭？ 

答：首先助理緩刑官將進行調查，然

後如適當的話轉介給地檢處。地檢處

決定是否起訴。如未成年人士被起訴

犯法，是的，你的孩子必須上庭。 
 

問：調查過程如何進行？ 

答：指派負責案件的助理緩刑官將使

用以下的方法進行調查：接觸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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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適用），閱讀警方報告，和未成年

者，學校官員，家長等面談。 
 

問：我的孩子在什麼時候釋放？ 

答：如屬輕罪，助理緩刑官將於二十

四個小時內調查，面談，和決定是否

釋放你的孩子或在整個法庭過程中予

以拘留。如屬重罪，上述在四十八個

小時內適用。 

 

問：該處是否有學校？ 

答：是的。在拘留期內你的孩子將繼

續接受三藩市聯合校區提供的教育服

務。 
 

請注意：如你的孩子涉及刑事司法系

統，他或她有權由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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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取得聯繫 
此章內容：此章提供有關家長支援資源和討論如何參與爭取權益行動。 

尋找支援 
教養一名有行為或心理衛生情況的兒童，對父母和其他家人來說，可能是孤立和

困難的工作。你並不是孤立的！外面有其他人有類似你的情況。他們可以理解你

的挫折；他們可能提供所需服務的聯繫資料；他們可能知道你所需但仍未發現的

資源。家長與家長之間的互相支援力量是巨大的。 
 

家庭參與小組 

如你聯繫 SFCBHS 的 CSOC 加護管理計劃，你可能會與一名家庭參與小組（FIT）
的會員聯絡。FIT 是一個家長小組，由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計劃聘用，負責

聯繫家庭，機構，和像心理衛生，青少年緩刑，三藩市聯合校區及福利局提供的

服務。他們知道，在計劃和提供兒童健康護理方面，家庭照護者是平等的合作者。

在一些情況下，FIT 職員可以為其他接受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計劃服務的家

庭，提供服務。你可以聯絡 FIT，電話 415-920-7700。 
 

家庭參與小組： 

 幫助家庭認識他們的強項 
 提供一對一的家庭支援 
 促進家庭和服務的溝通 
 協助解決問題 
 提供資訊和資源 
 聯繫家庭和在 IEP 會議，法庭聽證，家長教師會議上可以提供協助的代表 
 協助跟進達到家庭的目標 
 提供支援小組，訓練，和教育講座 
 鏈結教師，青少年緩刑官員，心理衛生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 

 

特殊兒童家庭支援中心 
家庭支援中心為家庭和與家庭合作的專業者提供資訊，教育，和同輩支援。 
 

電話／偶訪中心／資源圖書館：家庭
支援中心的職員（都是家長）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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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個別化的資料，轉介，和幫助。有

超過一千多本書籍，錄映帶，錄音帶，

和玩具，供家庭和專業者外借。 
 

支援小組：支援小組協助家庭分享解

決挑戰的方案，學習爭取權益的能

力，探索資源，和與同輩交流經驗加

強力量。 
 

義工家長導師：為有共同文化，語言，

或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受過訓練的

家長導師協助。 
 

教育性講座和資訊會議：根據家庭表

示的需要，舉行每個月的家長／專業

者講座，和每個星期的小組資訊會

議，幫助家長和專業者認識資源，權

利，和責任。 
 

為家庭鏈結心理衛生：同輩家長和心

理衛生臨床工作者提供同輩支援，專

業顧問，和協助家庭與專業者為孩子

取得心理衛生和其他服務。 
 

家庭聚會：每季舉行，例如每年一度

的溜冰聯歡會和萬聖節聯歡會，讓家

庭有機會在有趣和輕鬆的氣氛下社

交，聯繫。 
 

社區外展：職員和義工在大學的課

程，社區機構，和專業團體中做簡報

和主持有關傷殘議題和家長看法等訓

練。 
 

通訊：每季出版一次，編有英文，西

班牙文，和中文本，包括家庭，專業

者，和社區感興趣的文章。你可以聯

絡家庭支援中心索取（Support for 
Familieses, 1663 Mission Street, 7th 
Floor，電話：415-920-5040）或瀏覽網

頁 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此外尚有其他機構，包括爭取權益小

組，為家庭提供家庭支援和服務。詳

情請參看附錄 A。 
 

 

參與 
有些家長有時間，精力，和願望，想加入學校和社區，為有情緒情況的兒童爭取

權益。有此興趣的家長，參與改善情緒和行為健康問題兒童的服務，是很有報酬

感的。 
 

立法和公共政策：反映你的意見 

有很多法律是影響特殊健康護理需要 ／傷殘的兒童，以及他們的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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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此類的法律，它們保障什麼權

利，什麼人符合受保護的資格，以及

什麼機構執行此等法律等資料可以是

困難的。 
法律改變。法律可以會更新，續期，

或撤銷。法律規定下提供的服務，有

時因聯邦，州，和本地的預算而有所

影響。嘗試知道此類改變的最新發展

有時可以令人不知所措。 
 
雖然由於日常生活的要求難以抽身，

很多家庭仍然歡迎有機會就與他們本

身和孩子關注的議題，表達意見。有

什麼行動是家庭，專業者，和社區可

以發表他們的心聲的呢？

 
 
 保持知情。加入一個網上 listserv（服務名單），登記收到有關消息的電郵或

傳真，瀏覽提供未來立法和行動資料的網頁。 
 
 寫信給你的聯邦和州立法議員，寫信給州長，和給總統。 
 
 打電話表示你的意見──打電話給你的民選代表，告訴他們你的想法。 
 
 到你的立法議員本地辦事處拜訪他們。最好是在議會休會期內這樣做。 
 
 選一名固定聯絡的立法者。選一名州議員或國會議員，拜訪他／她，寫給和

發照片給他們，和他們保持經常的接觸。 
 
 登記選舉，和投票！ 
 
 加入一個爭取權益團體。 
 
 參與集會。 
 
 參入一個委員會；參與傷殘權益團體的日常工作。 
 
 回應報章的社論。 
 
有關參與法律和公共政策議題詳情，請瀏覽家庭支援中心的立法和公共政策指南

網頁：www.supportforfamilies.org/legislativ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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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員會服務 
你可能已做了能夠每天照顧孩子和家

庭的事務；或者你可能有興趣參與一

個有關政策和計劃議題的小組一起合

作。以下是家庭之聲領導手冊的摘

要，可以幫助你考慮在照顧家庭和孩

子以外參與的活動。 
有很多方法，家庭可以表示他們服務

董事會，委員會或議會等的興趣和能

力。你可能無須做什麼，有人會召募

你加入。 
 
如果你是一名為子女爭取權益的出色

表現者，和與你孩子及家庭合作的專

業者合作愉快，很有可能有人會請你

加入一個委員會或小組。但你亦無須

等人召募。你可以向其他的家庭，以

及服務者和管理人查詢，請他們提供

建議。告訴他們你的興趣，不要害羞

講出自己的特殊能力。他們可能是幫

助你得到任命或被選加入一個小組的

盟友。 
 
如有任何你想加入的委員會或董事

會，重要的找出你對此組織的目的，

歷史，成員，成就等的認識。和目前

或前任的成員交談，他們可以給你提

供知內情者的看法，和可能願意幫助

你參與。很多機構和組織均歡迎家長

和家庭成員，在他們的顧問或政策小

組中，分享他們的經驗，時間，和才

華。 
 

同時重要的是鼓勵其他家庭加入委員

會或董事會。你可能是一名會參與此

類組織的家長或家人的良師益友。讓

機構和組織知道外面有很多專家家庭

代表，來自不同階層和不同社區，可

以向機構提供他們的看法。看看你的

青少年的孩子或年輕的朋友，是否可

以在董事會或委員會貢獻他們的觀

點。 
 
活躍的家庭很多時候都極受重視，因

而可能被邀參加不同的董事會或委員

會。你應明白你的限制和拒絕過份投

入自己的時間。成為一名良好的權益

促進者同時亦指學習在什麼時候講

「不，謝謝你」。在你接受加入一個董

事會，委員會，或其他顧問或政策小

組之前，你應先問自己是否能勝任此

職。記住：你肩負一個重大的責任，

可以改變機構和專業者對所有家庭的

看法。 
 
另一個值得在此處一提的考慮是在接

受董事會或其他管治團體的職位之

前，你想知道如機構被人控告之前，

你的法律責任是什麼。機構是否有保

險，在此等情況下保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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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已準備好服務呢？ 

如你對以下願意承擔一個董事會或委員會的事務問題答「是」的話，則你可能是

準備就緒！ 
 
 如果你不能出席所有的會議，你是否能出席大部份，以及在無法出席之前提

出通知？ 
 你願不願意像其他小組成員一樣，貢獻同樣的時間和精力？ 
 你是否能和其他人相處，尊重他們的意見和選擇，就像你希望對方尊重你的

意見和選擇一樣？ 
 你是否能作為其他兒童和家庭，而不只是作為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權益促進

者，以此身份思考和行動？（意指你不局限於個人的故事和處境，而能同時

代表其他有不同經驗的家庭）。 
 你能可否抵抗「猛擊」的專業者和不會散佈流言？ 
 你是否明白妥協和談判的藝術？ 
 你是否願意談判一個可推行的方案，如果方案無須你犧牲基本的原則的話？ 
 你的原則和價值是否以家庭為中心？ 
 你是否可以應用家庭／專業者合作的概念？ 
 你的家庭是否願意和能支持你承擔義務工作？（在你承諾加入董事會或委員

會之前，最好解決家庭有關托兒，餐膳，家課協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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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三藩市心理衛生服務 
 
此部份所列的心理衛生資源分為三個不同的部份： 
 

CBHS 兒童護理系統： 

此部份說明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計劃（CBHS）提供的服務和計劃。 
 

評估資源： 

此部份列出家庭可以為子女取得心理衛生評估的地點。 
 

其他心理和行為健康資源： 

此部份包括通過三藩市其他機構和計劃提供的心理衛生或有關服務。 
 

CBHS 兒童護理系統 

計劃 

有關 SFCBHS 計劃，可參看第三章。以下列出一些計劃和聯絡的資料。 
 

計劃名稱 聯絡人 電話 

AB 3632 UNIT Alison Lustbader 415-642-4525 
全面兒童危機服務 Fawn Downs，主任 415-970-3800 
日間治療計劃 Miriam Damon 415-255-3761 
寄養護理心理衛生計劃 Denise Jones, LCSW 415-970-3875 
早期兒童心理衛生行動 Rhea Durr，主任 415-255-3639 
整合衛星醫療診所 Albert Eng，博士，助理主任 415-255-3506 
加護護理 Lisa Winch 415-206-7600 
三藩市兒童護理系統 Emily Gerber 415-255-3448 
FAMILY MOSAIC PROJECT Jana Rickerson 415-206-7630 
門診心理衛生服務 Albert Eng，博士，助理主任 415-255-3506 
保健心理衛生顧問聯絡服務 Janice Wong, LCSW 415-255-3625 
居家式治療 Helaine Weinstein, LCSW，統籌 415-255-3415 
SAFESTART INITIATIVE Marcia Spector，博士，LCSW， 415-642-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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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 

SCHOOL MENTAL HEALTH 
PARTNERSHIP 

Albert Eng，博士，助理主任 415-255-3506 

青少年過渡和就業服務 Jack Rabin, LCSW，助理主任 415-642-4825 
健康計劃 Albert Eng，博士，助理主任 415-255-3506 
 

二十四小時服務：全面兒童危機服務（CCCS）為在三藩市有心理衛生危機的兒童，

提供二十四小時回應服務。服務評估危機中的兒童之侵犯性、自殺傾向性、激動、

和缺少行為控制、精神不健全、或嚴重的抑鬱。小組同時評估是否需要入院留醫，

和有需要時可安排入院。他們同時緊密協調安排青少年入住庇護所和其他選擇，

並有時可與兒童，青少年及家庭合作，避免留醫。 
 
COMPREHENSIVE CHILD CRISIS SERVICES 
3801 Third Street 
Building B, Suite 400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970.3800 
傳真：415.970.3855 
 

居家式服務：居家式服務計劃是由私人經營的機構提供，在同一個地點中結合住

所，教育，和心理衛生臨床服務。居家式治療計劃是由加州社會服務部發牌局檢

定的。以下所列的計劃，均屬服務三藩市兒童和青少年的居家式治療計劃。 
 
EDGEWOOD CHILDREN’S 

CENTER 

1801 Vicent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電話：415.681.3211 

傳真：415.681.1065 

 

SUNNY HILLS-CHILDREN’S 

GARDEN 

300 Sunny Hills Drive 

San Anselmo, CA 94960 

電話：415.457.3200 

 

 

 

LARKIN STREET YOUTH 

SERVICES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ABUSE 

SERVICES 

1138 Sutter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電話：415.673.0911 

傳真：415.923.1378 

 

THUNDER ROAD 

300 Sunny Hills Drive 

390 40TH Street  

Oakland, CA 94124 

電話：510.653-5040 

 

LINCOLN CHILD CENTER 

4638 Lincoln Avenue 

Oakland, CA 94602 

電話：510.531.3111 

傳真：510.531.8968 

 

ST. VINCENT’S SCHOOL FOR 

BOYS 

One St. Vincent Drive 

San Rafael, CA 94903 

電話：415.507.2000 

傳真：415.49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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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ECA 

CENTER-COMMUNITY 

TREATMENT FACILITY (CTF) 

SFGH, 887 Potrer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206.6346 

傳真：415.206.6469 

 

 

 

 

 

 

 

 

VICTOR HOMES 

2561 California Park Drive 

Chico, CA  95928 

(节目 Santa Rosa, Redding, 

Stockton) 

電話：530.893.0758 

 

 

 

 

 

 

 

 

 

WALDEN HOUSE 

ADOLESCENT SERVICES 

214 Haigh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554.1480 

傳真：415.241.5599 

 

WILLOW CREEK TREATMENT 

CENTER 

341 Irwin Lane 

Santa Rosa, CA 95401 

電話：707.576.7218 

傳真：707.576.7243

加護管理服務的目的，在支持兒童和家庭通過全面的服務計劃，提供，和監察，

以符合兒童和家庭所識別的特殊需要。 
 
FAMILY INVOLVEMENT TEAM 

1305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盗：415.920.7700 

 

FAMILY MOSAIC PROJECT 

1309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盗：415.206.7600 

傳真：415.206.7630 

 

 

 

INPATIENT & RESIDENTIAL CASE 

MANAGEMENT UNIT 

Residential/Sub-Acute/ 

Metro 

1309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206.7612 

傳真：415.206.7630 

 

YOUTH TASK FORCE 

1305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盗：415.920.7700 

CHILDREN SYSTEM OF CARE 

1305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920.7700 

傳真：415.920.7729 

3801 Third Street 

Building B, Suite 400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970.3900 

傳真：415.970.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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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治療服務：日間治療服務計劃是以需要結構性服務或從醫院或居家式治療中

心回到社區生活的兒童和青少年為對象。計劃通常結合為住在家中，與寄養父母

同住，或團體護理一起生活的兒童及青少年，安排非公立學校教育。 
 

EDGEWOOD DAY TREATMENT 

CENTER 

1733 Vicente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電話：415.681.3211 

傳真：415.681.1065 

 

 

 

 

 

 

MCAULEY ADOLESCENT DAY 

TREAMTNE CENTER 

450 Stanya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7 

電話：415.750.5580 

傳真：415.750.4912 

 

 

 

 

 

 

MORRISANIA WEST 

205 1313th Street, Suite 3300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552.4660 

 

OAKES CHILDREN’S CENTER 

1348 Tenth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564.2310 

傳真：415.564.2313

門診服務：門診診所提供大部份心理衛生服務。門診診所提供心理測驗，藥療，

監察，家長支援小組，親子之道班，和個別，夫婦，與兒童和家庭治療。診所職

員可以在客戶的家裡，學校，健康中心和托兒設施提供服務。 
 
AB 3632 UNIT 
755 South Van Nes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642.4525 
 
BVHP FOUNDATION  
BEHAVIORAL HEALTH PROGRAM 
5815 Thir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822-7500 
 

BOYS & GIRLS CLUB 
450 Guerrer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445.5640 
傳真：415.864.1490 

 CHINATOWN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CCDC) 
720 Sacrament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電話：415.392.4453 
傳真：415.433.0953 

 
 

CHINATOWN/NORTH BEACH 
CLINICAL SERVICES 
729 Filber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33 
電話：415.352.2000 
傳真：415.352.2050 
 
EDGEWOOD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FAMILY 
CENTER 
101 15th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681.3211 
傳真：415.664.7094 
 
FAMILY SERVICE 
AGENCY/TENDERLION PROGRAM 
1010 Gough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電話：415.474.7310 
傳真：415.931.3773 
 
FOSTER CARE MENTAL HEALTH 
PROGRAM 
3801 Third Street 
Building B, Suite 400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970.3875 
傳真：415.970.3813 
 
HOMELESS CHILDREN’S 
NETWORK 
3265 – 17TH Street, Suite 404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437.3990 
傳真：415.437.3994 
 
HORIZONS UNLIMITED 
440 Portero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487-6700 
傳真：415.487-6724 
 
INSTITUTO FAMILIAR DE LA RAZA, 
INC. 
2919 Missi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229.0500 
傳真：415.647.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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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CHILD, YOUTH & 
FAMILY SERVICES 
1140 Oak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7 
電話：415.431.8252 
傳真：415.431.1813 
 
JEWISH FAMILY & CHILDREN’S 
SERVICES 
2150 Pos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567.8860 
傳真：415.922.5938 
2534 Judah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449.2943 
傳真：415.499.2901 
1710 Scot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359.2454 
傳真：415.359.2464 
 
MISSION FAMILY CENTER 
759 South Van Nes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642.4550 
傳真：415.695.6963 
 
OAKS  
1348 Tenth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2 
電話：415.564.2310 

OMI FAMILY CENTER 
1760 Ocean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2 
電話：415.452.2200 
傳真：415.334.5712 
RAMS 
3626 Balbo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1 
電話：415.668.5955 
傳真：415.668.0246 
 
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 INFANT/PARENT 
PROGRAM 
2550 23rd Street, Room 130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206.5270 
傳真：415.206.4722 
 
SFGH/UCSF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HILD AND 
ADOLESCENT SERVICES 
1001 Potrero Avenue, Box 0852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206.8426 
傳真：415.206.8942 
 
SOUTH OF MARKET MENTAL 
HEALTH OUTPATIENT CLINIC 
760 Harris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電話：415.836.1700 

 
SOUTHEAST CHILD/FAMILY 
THERAPY CENTER [SECFTC] 
100 Blanken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34 
電話：415.330.5740 
傳真：415.330.9120 
4527 Missi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2 
電話：415.337.4800 
傳真：415.333.2058 
 
SUNSET MENTAL HEALTH 
1351 24TH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753.7400 
傳真：415.753.8144 
1990 41st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6 
電話：415.753.7400 
傳真：415.753.0164 
 
UC CENTER ON DEAFNESS 
Laurel Heights 
3333 California Street, Suite 10 
San Francisco, CA 94143-1208 
電話：415.476.4980 
傳真：415.476.7113 
 
 

傳真：415.626.5916             傳真：415.836.1737 

 

特別服務：不符合具體類型的計劃。 

 

BALBOA TEEN HEALTH CENTER 
1000 Cayuga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12 
電話：415.469.4512 
傳真：415.469.4096 
 
BOYS & GIRLS CLUB 
450 Guerrer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445.5640 
傳真：415.864.1490 
 
 

CHILDREN SYSTEM OF CARE 
YOUTH TASKS FORCE-LEGAL 
SERVICES FOR CHILDREN 
1254 Market Street, 3r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863.3762 內線 316 
傳真：415.863.7708 
 
CYF/TRANSITIONAL SERVICES
（16-22 歲） 
Bethany Brown，統籌 
755 South Van Ness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642.4500 
傳真：415.693.6961 
 
COMMUNITY VOCATIONAL 
ENTERPRISES 
1425 Folsom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544.0424 
傳真：415.544.0351 
 
 
 
 



81 
 

EARLY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1380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506 
傳真：415.255.3567 
 
FAMILY INVOLVEMENT TEAM 
1305 Evan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4 
電話：415.920.7712 
傳真：415.920.7729 
 
HEALTHY FAMILIES & HEALTHY 
KIDS 
1380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761 
傳真：415.255.3567 
 
EARLY CHILDHOOD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INITIATIVE 
1380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639 
傳真：415.255.3567 
 
HUCKLEBERRY YOUTH 
PROGRAMS 
3310 Geary Blvd. 
San Francisco, CA 94118 
電話：415.668.2622 內線 230 
www.huckleberryouth.org 
 
MEDICATION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380 Howard Street 
2nd Floor, Room 218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705 
傳真：415.255.3036 
 
 
 

PRIMARY CARE MENTAL HEALTH 
PROJECT 
1380 Howard Stree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625 
傳真：415.255.3567 
 
PRIMARY INTERVENTION 
PROGRAM (PIP) EDGEWOOD 
FAMILY CENTER 
101 15th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865.3000 
傳真：415.865.3099 
 
SAFE START DEMONSTRATION 
PROJECT 
1380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642.4510 
傳真：415.695.6961 
 
SCHOOL/MENTAL HEALTH 
PARTNERSHIP PROGRAM 
1380 Howard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255.3506 
傳真：415.255.3567 
 
SCHOOL WELLNESS PROGRAMS – 
MENTAL HEALTH (RAMS) 
3626 Balbo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21 
電話：415.668.5955 
傳真：415.668.0246 
 
THERAPEUTIC BEHAVIORAL 
SERVICES (TBS) 
聯絡統籌，415-648-4559 

 Edgewood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101 15th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865.3000 

傳真：415.865.3099 
 Fred Finch Youth 

Center 
TBS Program 
3800 Coolidge 
Oakland, CA 94610 
電話：510.482.2244 
傳真：510.251.9845 

 Seneca Center 
TBS Program 
2275 Arlington Drive 
San Leandro, CA 94578 
電話：510.481.1222 
傳真：510.481.1605 

 
WEST COAST CHILDREN’S 
CENTER  
545 Ashbury Avenue 
El Cerrito, CA 94530 
電話：510.527.7249 
傳真：510.527.2013 
 
YOUTH DEVELOPMENT CRIME 
PREVENTION PROJECT 
2712 Missio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401.2706 
傳真：415.401.2741 
  
YMCA-URBAN SERVICES 
1530 Buchana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674.0888 
傳真：415.674.0884 

 
WEST COAST CHILDREN’S 
CENTER 
545 Ashbury Avenue 
El Cerrito, CA 94530 
電話：510.527.7249 
傳真：510.5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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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資源 

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 

要取得心理衛生服務（包括評估），你需要取得許可，請電 San Francisco Mental 
Health Plan Access 協助電話：415.255.3737。此附錄包括三藩市門診診所名單。

請參看門診服務部份。 
 

三藩市聯合校區：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SPE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CREENING & ASSESSMENT CENTER 
750 25TH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電話：415.379.7612 
 
SFCBHS-AB 3632 UNIT 
755 South Van Ness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642.4525 
 

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 

 
CPMC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3700 Californi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8 
電話：415.600.6200 
傳真：415.752.9068 
 

凱薩：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ENTER,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必須屬凱薩會員始可使用其服務） 
4141 Geary Blvd. 3r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18 
電話：415.833.2292 
傳真：415.833.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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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醫療中心： 

UCSF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DEVELOPMENTAL 
PEDIATRICS 
505 Parnassu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476.5001 
 
UCSF CENTER ON DEAFNESS 
3333 California St., Suite 10 
San Francisco, CA 94118 
電話：415.476.4980 

傳真：415.476.7113 
TTY:   415.476.7600 
VP:   415.255.5854 
 
UCSF LANGLEY PORTER 
PSYCHIATRIC INSTITUTE (LPPI),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CLINIC 
401 Parnassus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43 
電話：415.476.7346 

傳真：415.476.7163 
 
UCSF LANGLEY PROTER 
PSYCHIATRIC INSTITUTE (LPPI), 
HALP CLINIC (HYPERACTIVITY, 
ATTENTION AND LEARNING 
PROBLEMS) 
401 Parnassus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43 
電話：415.476.7156 

 

私人機構： 

BAY AREA PSYCHOLOGICAL 
TESTING ASSOCIATES (BAPTA) 
447 Battery Street, #230 
San Francisco, CA 94111 
電話：415.296.8081 
傳真：415.296.8471 
 

B*E*T*A*: BEHAVIOR 
EDUCATION TRAINING 
ASSOCIATES 
P.O. Box 225129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564.7830 
傳真：415.242.1302 

PARENTS PLACE 
1710 Scot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359.2454 
傳真：415.359.2464 

 

其他心理和行為健康資源 

 
APA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Family Support Center 
703 Commercial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8 
電話：415.617-9797
傳真：415.617-9796 
電子郵件：apa@apasfgh.org 
網頁：www.apasfgh.org/ 

APA 的宗旨，從為家庭提供支援服務

預防虐兒與家庭暴力，促進健康的亞

太裔兒童和家庭。APA 同時通過教

育、社區建設、和領導發展，為亞太

裔爭取適應其文化之服務。APA 是唯

一以醫院為基地之機構，為亞太裔家

庭和兒童提供居家家庭支援服務。 
 
B*E*T*A*: BEHAVIOR EDUCATION 
TRAINING ASSOCIATES 
P.O. Box 225129 
San Francisco, CA 94122 
電話：415.564.7830 
傳真：415.242.1302 
電子郵件：info@aintmisbehavin.com 
網頁：www.aintmisbehavin.com 
 
主要強調提供一對一行為改善和能力

發展之最高質素和最佳實踐服務。同

時為家長，專業者，和講座提供顧問。 



84 
 

CALIFORNIA PACIFIC MEDICAL CENTER: 
PSYCHIATRIC SERVICES FOR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2323 Sacramento Street, 2n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600.3247 
傳真：415.346.8713 
網頁：

www.cpmc.org/advanced/pediatrics/ser
vices/psychiatry.html 
 
加州太平洋醫療中心提供門診和留醫

評估及治療心理病服務，由醫學會檢

定之精神科專家負責。服務包括兒

科，青少年，和成人的需要。醫生為

多種診斷作評估和治療，包括但不限

於依賴化學藥物，抑鬱，焦慮，和發

展失調。他們同時提供個別和小組治

療，個性評估，注意力不集中和過動

症評估，及心理藥物治療。 
 
COMMUNITY ALLIANCE FOR SPECIAL 
EDUCATION (CASE) 
1500 Howar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431.2285 
傳真：415.431.2289 
電子郵件：info@caseadvocacy.org 
網頁：www.caseadvocacy.org 
 
CASE 為三藩市灣區需要適當特殊教育

服務兒童的父母，提供法律支援，代

表，免費技術援助，顧問，和訓練。 
 
 
 
 
 

THE CORNERSTONE PRESCHOOL 
TREATMENT SERVICE 
2024 Divisadero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474.1854 
傳真：415.474.7514 
電子郵件：

gilkliman@childpsychtrauma.org 
網頁：www.childpsychtrauma.org 
 
幫助壓力具災難性的兒童提供治療，

研究，和專業教育。為曾目睹家庭暴

力，有錯誤致死父母，或父母被謀殺

之兒童提供臨床服務。為曾有父母錯

誤致死，制度性虐兒，極端衝突，離

婚，或個人受傷而受創傷之兒童提供

精神刑事服務。 
 
KAISER PERMANENT MEDICAL CENTER 
2425 Geary Blvd.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833.2000 
傳真：415.202.3123 
網頁：www.kaiserpermanente.org/ 
 
預付團體保險計劃，為會員提供全面

的醫療和留醫服務。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870 Market Street, Suite 928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421.2926 
傳真：415.421.2928 
電子郵件：info@mha-sf.org 
網頁：www.mha-sf.org 
 
為有心理病人士提供爭取權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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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SAN FRANCISCO (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77 Geary Street, 5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電話：415.474-7310 
網頁：www.namisf.org 
 
為有心理衛生失調人士之家庭，提供

互助組，資訊和轉介，及顧問。 
 
OFFICE OF SELF HELP – OASIS CENTER 
1095 Market Street, Suite 202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575.1400 
 
在心理衛生系統內促進自助和改變。

同時幫助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尋找所

需的服務。 
 
SUPPORT FOR FAMILIES 
1663 Mission Street, 7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電話：415.920.5040 
傳真：415.282.1226 
電子郵件：info@supportforfamilies.org 
網頁：www.supportforfamilies.org 
 
為傷殘兒童的家庭提供服務，包括資

訊和轉介，家長互助，講座和訓練，

短期心理衛生顧問，促進特殊教育權

益，和支援小組。 
 
PARENTS PLACE 
1710 Scot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415.359.2454 
傳真：415.359.2464 
電子郵件：parentsplaces@jfcs.org 

網頁：www.parentsplaceonline.org 
 
Parents Place 是一個家庭資源中心，服

務所有年齡兒童的家庭。Parents Place
提供家長互助組和教育講座，顧問，

社交小組，補習，及青少年計劃等。 
 
DISABILITY RIGHTS CALIFORNIA 
1330 Broadway, Suite 500 
Oakland, CA 94612 
電話：510.267.1200 
傳真：510.267.1201 
電子郵件：info@disabilityrightsca.org 
網頁：www.disabilityrightsca.org/ 
 
加州残障权利的作品带来公平和正义

为残疾人士。 

 
查詢有關其他促進權益資源資料，請

查看家庭支援中心的 2000 資源指南促

進權益資源部份。 
 
 
UCSF CENTER ON DEAFNESS 
3333 California Street, Suite 10 
San Francisco, CA 94143-1208 
電話：415.476.4980 
TTY：415.476.7600 
傳真：415.476.7113 
VP:   415.255-5854 
電子郵件：info@uccd.org 
網頁：www.uccd.org 
 
為失聰或聽覺有損害的兒童，成年人

和他們的家庭，提供門診病人心理衛

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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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ADVOCATES FOR CHILDREN OF 
CALIFORNIA (UACC) 
401 El Camino Avenue, Suite 340 
Sacramento, CA 95815 
電話：916.643.1530 
免費電話：866.643.1530 
傳真：916.643.1592 
電子郵件：

information@ucca4families.org 
網頁：www.uacc4families.org 
 
一個全州性的，由家庭控制的機構，

服務有嚴重情緒失調兒童和青少年的

家庭。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CENTER FOR CHILD AND FAMILY 
DEVELOPMENT 
3106 Folsom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0 
電話：415.550.2621 
傳真：415.550.8033 
電子郵件：usfccfd@earthlink.net 
網頁：

www.soe.usfca.edu/institutes/ccfd/ 
 
為個人，家庭和夫婦提供低收費的顧

問。同時為兒童提供心理和學業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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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心理、精緒、和行為失調 15

 

 

以下是可能發生在兒童期和青少年期之某類心理、情緒、和行為失調的說明。所

有均可能對兒童之整體健康有嚴重影響。有些失調較常見，而其程度從輕微至嚴

重不等。很多時候，一名兒童可能有超過一種以上的失調情況（美國衛生和福利

部，1999）。 
 

焦慮症：有過份恐懼，擔心或不安體驗的年輕人可能會有焦慮症。焦慮症是最常

見的兒童失調情況。焦慮症可包括： 
 

 恐懼，對物件或處理有不實際或壓倒性的恐懼。 
 

 綜合性的焦慮症，導致兒童出現與任何近期經驗無關之過份和不實際之

擔心模式。 
 

 恐慌症，導致可怕的「恐慌發作」，包括身體徵狀，例如心跳加速和暈

眩。 
 

 強迫症，導致兒童「陷入」重複思想和行為之模式，例如不斷數數或洗

手。 
 

 創傷後壓力症，導致倒敘模式和其他徵狀，發生於曾體驗心理悲傷事件

例如虐待，身為暴力的受害人或目擊者，或曝露於其他類型創傷例如戰

爭或天災的兒童身上。 
 

嚴重抑鬱：很多人曾一度相信嚴重抑鬱症不會在童年出現。今天，專家同意嚴重

抑鬱可以發生在任何年齡。此失調情況可從以下改變見之： 
 

 情緒──兒童很多時候感到悲傷，哭泣，或感到無價值。 
 
 動機──兒童對遊戲活動失去興趣，或學校成績退步。 
 
 身體健康──兒童的胃口或睡眠模式可能有變，和可能有不清楚的身體

不適抱怨。 

                                                      
15 SAMHSA 事實說明：兒童心理衛生事實：有心理，情緒，和行為失調的兒童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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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兒童認為他們樣子醜，做任何事均無法做得對，或世界或生命

是無希望的。 
 
同時重要的，是家長和照護者須留意一些有抑鬱症的兒童和青少年，可能不重視

他們的生命，因而有自殺之危險。 
 

兩極躁鬱症：表現有極大之情緒改變，從極端高昂（非常振奮或狂躁階段）到極

端低沉（抑鬱）可能有躁鬱症（英文有時稱為 manic-depression）。在極端高昂與

低沉之間出現中等情緒之時間。在狂躁階段，兒童和青少年可能不停地講話，需

要很少睡眠，和異常差的判斷力。在低沉的時候，兒童會有嚴重的抑鬱。兩極情

緒之轉變可以終身出現。有兩極躁鬱症的成年人（每一百人中有一人），很多時

候是在他們十多歲時體驗最早的徵狀的（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01）。 
 

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有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的年輕人無法聚焦，和很多時

候是衝動的，和容易分散精神。大部份有此情況的兒童坐穩不動，輪流，或保持

安靜均有困難。其徵狀必須最少在兩個環境下均有出現，例如在家或在學校，才

能診斷是否有注意力不集中／過動。 
 

學習障礙：兒童或青少年接受或表達資訊有困難，可能是學習障礙的信號。學習

障礙可以口語，書面語，協調，注意力，或自控出現問題的方式展示。 
 

品行障礙：有品行障礙的年輕人，通常少關心他人，和重複侵犯他人的基本權利

和社會的規則。品行障礙導致兒童和青少年以破壞性的方式發洩他們的感覺或衝

動。這些兒童和青少年的犯罪，經過一段時間很多時候會更見惡化。此類犯罪可

包括扯謊、偷竊、侵略、逃學、縱火、和破壞。 
 

飲食失調：十分害怕體重增加而不相信他們體重不足的兒童或青少年，可能會有

飲食失調之情況。飲食失調可以危及生命。例如，有厭食症的年輕人維持最低限

度的健康體重可能有問題。 
 
有易餓症的年輕人有狂吃的衝動（在一次中吃大量食物）。在狂吃之後，為避免

體重增加，他們會用嘔吐，濫用瀉藥，灌腸劑，或過份不停運動的方法將食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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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驅出。 
 

自閉症：有自閉症的兒童，有與其他人互動和溝通的困難。在三歲之前出現的自

閉症導致兒童之行為不當，很多時候長期重複同樣的行為。例如，有些兒童喜歡

重擊他們的頭，或石，或旋轉物件。自閉症的徵狀從輕微至嚴重不等。有自閉症

的兒童可能注意他人極為有限，和有更大出現其他心智失調之風險。 
 

精神分裂症：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輕人會有出現幻覺，退縮，和無法接觸現實的精

神病患期。其他的徵狀包括思想迷惑或混亂，和無法體驗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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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藥療 16

 

 

有多種主要的精神藥物：刺激劑，抗抑鬱劑，抗焦慮劑，抗精神活動藥，和情緒

穩定劑。經聯邦藥物管理局批准可用於兒童身上的藥物，其劑量要看兒童的體重

和年齡而定。此附錄結束部份的藥物表，指出最常處方用於有情緒或焦慮症兒童

的藥物（包括 OCD），以及用於注意力不集中的藥物。 
 

刺激劑：有經批准的刺激劑，可用於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身上，此種情況是童年

期最常見的行為失調。此類藥物經廣泛研究，並就兒科之使用，具體地予以標簽。

有注意力不集中和過動症的兒童，會出現像注意力維時短暫，活動過多，和導致

相當損害功能之衝動性等徵狀。刺激劑只在經過小心評估設定有注意力不集中和

過動，以及排除有其他失調或情況之後才可處方使用。應以兒童和家庭之整體需

要背景來使用和監察藥療，並應考慮結合行為治療使用。如孩子是學齡兒童，與

教師合作是重要的。 
 

刺激劑 

牌子名稱 通用名稱 經准許服用之年齡 

Adderall 苯丙胺 3 歲或以上 

Adderall XR 苯丙胺（擴發類） 6 歲或以上 
Concerta 苯異妥因 6 歲或以上 
Cylert* 苯異妥因 6 歲或以上 

Dexedrine 右旋苯丙胺 3 歲或以上 

Dextrostat 右旋苯丙胺 3 歲或以上 

Focalin 右旋苯丙胺 6 歲或以上 

Metadate ER 哌醋甲酯（擴發類） 6 歲或以上 
Ritalin 哌醋甲酯 6 歲或以上 
*因為其對影響肝臟可能有之嚴重副作用，Cylert 不應被當做注意力

不集中過動症的第一線藥物治療。 

 

抗抑鬱劑和抗焦慮劑藥物：這些藥物是刺激劑之後，最常用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藥

物。它們被用於治療抑鬱，此失調情況只有在過去二十年才被承認亦屬兒童問

                                                      
16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orders（治療有心理失調

的兒童），Washington, D.C., www.nimh.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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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用於治療焦慮症，包括強迫症（OCD）。最常被通方用於此類失調情況的

藥物是選擇性血清回收抑制劑（SSRI）。 
 
人腦有很多「神經傳送素」，影響我們思想，感覺，和行動的方法。抗抑鬱劑影

響的三種此類神經傳送素是血清素，多巴胺，和正上腎腺素。SSRI 影響主要的是

血清素，對治療抑鬱和焦慮已發現有效，而沒有一些較舊的抑鬱劑之出現眾多副

作用。 
 

臨床研究最近指出抗抑鬱劑可增加兒童和青少年自殺思想和行為之風險。 
在 2004 年十月十五日，食物和藥物管理局下令所有抗抑鬱劑包括一個「黑箱」

的警告。警告部份這樣說，「抗抑鬱劑增加有重要性抑鬱症或其他精神失調 
情況兒童和青少年之自殺思想和行為（自殺性）的風險。任何人考慮在兒童 
或青少年身上使用〔藥物名〕或任何其他抗抑鬱劑，必須用臨床需要來平衝 
此風險．．．。」請與你的醫生討論抗抑鬱劑是否會對你的兒童構成風險。 

 

抗抑鬱劑和抗焦慮劑 

牌子名稱 通用名稱 經准許服用之年齡 

Anafranil 氯丙米嗪 10 歲或以上（OCD 用） 

Ativan 勞拉西泮 18 歲或以上 
BuSpar 丁類環酮 18 歲或以上 

Celexa 西酞普蘭 18 歲或以上 

Effexor 萬拉法辛 18 歲或以上 
 

治精神病藥：此類藥物用於治療有精神分裂症，兩極躁鬱症，自閉症，妥瑞症

（Tourette’s syndrome），和嚴重品行障礙情況。一些舊的治療精神病藥物用於兒

童身上時有特別的指示和劑量準則。一些較新的「非典型」的治精神病藥，副作

用較少，同時亦正用於兒童身上。此類藥物之使用，需要緊密監察其副作用。 
 

治精神病藥物 

牌子名稱 通用名稱 經准許服用之年齡 

Clozaril（非典型） 氯氮平 18 歲或以上 
Haldol 氟哌啶醇 3 歲或以上 
Risperdal（非典型） 利培酮 18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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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quel（非典型） 喹的平 18 歲或以上 

Meilaril 硫噠嗪 2 歲或以上 
Zyprexa（非典型） 奧氮平 18 歲或以上 

Orap 哌迷清 12 歲或以上（用於瑞妥

症－用於 2 歲或以上的

數據指出有類似的安全

輪廓） 
 

情緒穩定藥物：此類藥物用於治療兩極躁鬱症。但是，因為大部份用於青少年之

穩定劑的安全和有效性數據非常有限，兒童和青少年之治療，主要是基於用於成

年人身上之經驗。最常用的情緒穩定劑是鋰鹽和 valporate（雙丙戊酸鈉），對控

制成年人狂躁和預防狂躁復發和抑鬱情況很多時候有效。有關此類和其他藥物用

於有兩極躁鬱症兒童和青少年身些之有效性之研究，正在進行。此外，有關不同

類型之心理治療包括認知行為治療作為補充治療有此情況之年輕人之研究調查

亦在進行中。 
 
有效的治療要看對兒童和青少年兩極躁鬱症之適當診斷而定。有一些證據指出，

如果沒有連同情緒穩定劑一起服用，使用抗抑鬱劑治療有兩極躁鬱症的人士可能

召致狂躁的徵狀。此外，使用刺激劑藥物治療同時出現在兩極躁鬱症兒童的注意

力不集中過動症或類似徵狀，可能使狂躁徵狀更見惡化。雖然要決定年輕病人是

否會變得狂躁有困難，但家庭有兩極躁鬱症歷史的兒童和青少年，會有較大此可

能性。如狂躁徵狀在使用抗抑鬱劑或刺激劑時出現或明顯地惡化，應立刻向醫生

諮詢，和應考慮診斷和治療兩極躁鬱症。 
 

情緒穩定劑 

牌子名稱 通用名稱 經准許服用之年齡 

Abilify 阿立哌唑 18 歲或以上 

Cibalith-S 枸椽酸鋰 12 歲或以上 

Depakote 酸鈉 2 歲或以上（癲癎用） 
Eskalith 碳酸鋰 12 歲或以上 
Lithobid 碳酸鋰 12 歲或以上 

Tegretol 卡馬西平 任何年齡（癲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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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縮寫 

 
AACP-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ists（美國兒童精神科醫生學會） 

AAP-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美國

兒科學會） 

ABA-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國律師公

會） 

AB3632-指加州與心理衛生評估和服務，

及 CCS 評估／服務有關的法律 

ADA-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保護

傷殘美國人法） 

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 

AMA-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國

醫學會） 

AT-Assistive Technology（輔助科技） 

CASARC-Child and Adolescent Sexual Abuse 

Resource Center（兒童和青少年性虐待資

源中心） 

CBHS-Community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社區行為健康服務） 

CCS-California Children Services（加州兒童

服務） 

CCCS-Comprehensive Child Crisis Services

（全面兒童危機服務） 

CHIP-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兒童醫療保險計劃） 

COBRA-Consolidated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85（1985 年統一綜

合預算對帳法案） 

CPS-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兒童保護服

務） 

CQI-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持續

品質改善） 

CSHCN-Children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特殊健康護理需要兒童） 

CSOC-Children’s System of Care（兒童護理

系統） 

CYF-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兒童，

青少年，和家庭） 

DCYFS-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s（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

局） 

DD-Developmental Disability（發展傷殘） 

ED-Emotionally Disturbed（情緒干擾） 

EI-Early Intervention（早期介入）（通常指

為發展延遲或有風險因素之嬰孩和幼兒

提供的服務） 

EPSDT-Early and Periodic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早期和定期檢

查，診斷，與治療）（兒童之 Medicaid 福

利） 

FAPE-Free,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

（免費，適當公共教育）（指特別教育法） 

FIT-Family Involvement Team（家庭參與小

組） 

FPL/FPR-Federal Poverty Level or Federal 

Poverty Rate（聯邦貧窮線或聯邦貧窮率） 

FRC-Family Resource Center（家庭資源中

心） 

HCFA-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醫療資助管理）（負責 Medicaid，聯邦

醫療保險和 CHIP 的聯邦機構） 

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1996 年醫療保

險輕便性和問責性法案） 

HIPC-Health Insurance Purchasing 

Cooperative（醫療保險購買合作計劃） 

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保

健機構） 

IDEA-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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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傷殘人士教育法）（聯邦管治特殊教

育的法律） 

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個人教育

計劃） 

ICM-Intensive Care Management（加護管

理） 

LEA-Local Education Agency（本地教育機

構）（校區） 

LPN-Licensed Practical Nurse（檢定執業護

士） 

LRE-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最少限

制環境）（IDEA 條款） 

MCH-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母親和孩

子健康） 

MCO-Managed Care Organization（管理性

護理機構） 

MCP-Managed Care Plan（管理性護理計

劃） 

M.A.-Masters of Arts degree（文科碩士） 

M.D.-Medical doctor（醫生） 

M.S.-Masters degree in Science（理科碩士） 

M.S.W.-Masters degree in Social Work（社

會工作碩士） 

NAMI-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Mentally 

Ill（國家心理病協會） 

NICHCY-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Disabilities（國家傷

殘兒童和青少年資訊中心） 

NIMH-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 

OCR-Office of Civil Rights（民權辦事處）（聯

邦） 

OSEP-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特殊教育計劃辦事處）（聯邦） 

OSERS-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特殊教育和康復服

務辦公室）（聯邦） 

PAI-Protection and Advocacy, Inc.（保護有

心理衛生需要和發展傷殘人士權利之州

計劃） 

PCP-Primary Care Provider (or Physician)

（保健醫生） 

POS-Purchase of Services（購買服務） 

PPO-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選擇

服務者機構） 

PTI-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s

（家長訓練和資訊中心）（由 IDEA 資助） 

SFCD-Support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傷殘兒童家庭支援中心）（一

個家庭資源中心和家長訓練及資訊中

心，服務三藩市家庭） 

SFUSD-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三藩市聯合校區） 

SEA-State Education Agency（州教育機構） 

SED-Severe Emotional Disturbance（嚴重情

緒干擾） 

SSA-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社會安

全管理局） 

SSDI-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社

會安全傷殘保險） 

SSI-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補充性

安全收入） 

SSI-DCP-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Disabled Children’s Program（補充

性安全收入－傷殘兒童計劃）（通常稱為

兒童 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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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兒童心理衛生詞彙表 
 
此詞彙表包括處理兒童心理衛生需要和一般醫療護理時經常使用的名詞。此詞彙

表按名詞之英文字母先後排列。斜體突出的字，有其本身分開的定義。在此詞彙

表中，服務一詞經常使用。在閱讀其他定義之前，讀者或者可以先查看服務內容。 
 
此詞彙表的名詞說明理想的服務是什麼。不是所有的社區均能提供此類服務。由

心理衛生服務中心（CMHS）管理的服務兒童和他們家庭的全面社區心理衛生服

務計劃，在國內各地均有受資助方執行工作，展示他們的服務。查詢有關兒童心

理衛生服務詳細資料，請致電 SAMHSA 的國家心理衛生資訊中心（National M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電話：800-789-2647。 
 
Access（取用）：接受一個醫療系統或服務者提供之服務的能力。 
 
Accessible Services（可使用之服務）：可能客戶當需要時可負擔的，在附近提供

和公開的服務。職員對個人和文化的價值的敏感並結合入服務內。職員同時容易

感受到對可能取得幫助之障礙。例如，一名青少年可能更願意參加一個近家裡教

會或會所主辦的互助組，而不是長途前往心理衛生中心。可使用之服務可以處理

消費者的要求，而無須人們列入長長的輪候名單內。 
 
Accountable（問責）：這是一個提供有關服務系統表現和使用資料的機制。 
 
Allowable Expenses（准予之支出）：保險公司將會承保的必須的，慣性的，和合

理的支出。 
 
Anniversary Date（周年日）：醫療計劃或保險公司與僱主或個別用戶訂立合約每

年續期的日期。那是當保險費和福利最有可能改變的日期。它之前可能有一個「公

開入會期」，即僱員有選擇可以轉換醫療計劃。 
 
Annual Maximum Limits or Caps（每年最高限制或限額）：保險計劃設定某項服務

之限制。它可以是看診次數限制或承保費用限制。如個人需要計劃最高限額更多

的服務，他需要要求給予例外。 
 
Appeal（上訴）：正式要求醫療計劃改變決定。 
 
Appropriate Services（適當服務）：目的在滿足每個兒童和家庭的具體需要。例

如，一個家庭可能需要日間治療服務，而另一個家庭可能需要居家服務。一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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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或家庭之適當服務，對另一個家庭未必適用。通常最適當的服務均於兒童的社

區內提供。 
 
Assessment（評估）：在他們開始尋找服務者的服務時，專業評審兒童和家庭的

需要。兒童評估包括評審其身心健康，發展歷史，在校歷史和表現，家庭情況，

和在社區的行為。評估識別兒童和家庭的強項。如有需要的話，服務者和家庭將

一起決定什麼類型的治療和支援。 
 
Average Length of Stay（平均留醫時間）：醫院用來衡量決定病人在設施留醫的平

均日數。一個管理護理公司很多時候根據護理的標準，在病人入院時指定一個留

院時間，然後監察情況確保他們沒有超過時間。 
 
Bad Faith（背信）：醫療計劃或保險公司不合理的拒絕支付一項有效的申報，可

用民事訴訟尋求矯正。 
 
Balance Billings（差額帳單）：醫療保險計劃向病人收取任何計劃不承保之醫療護

理部份的費用。服務者的計劃合約中通常均有訂明什麼情況准予作差額收帳。 
 
Basic Benefits（基本福利）：你的會員手冊訂明的一組「基本醫療服務」，以及根

據適用的聯邦法律和規則規定之服務。 
 
Behavioral Health Care Firm（行為健康護理公司）：專門的管理性護理機構，集

中於心理衛生和濫用物質福利，他們稱為「行為健康護理」。這些公司為僱主和

公共機構提供一個管理性的心理衛生和濫用藥物的福利。在十年前幾乎沒有此類

公司存在，現在已成為一個大行業。 
 
Beneficiary（受益人）：病人（你的孩子）和家庭從醫療保險計劃接受「福利」

或服務。 
 
Benefits or Benefit Package（福利或福利組合）：由醫療計劃或醫療保險公司根據

與會員訂立合約之條件，承保醫療護理服務。 
 
Caregiver（照護者）：有特別訓練幫助有心理衛生問題的人士。有此特別訓練的

人士之例子，是社會工作者，教師，心理學家，精神科專家，和導師。 
 
Care Coordination（護理統籌）：所有護理需要之過程，由一名人士負責協調，強

調充份利用家庭的能力，管理他們孩子的需要，和提供高質素的護理而無重複或

使用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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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Manager（個案經理）：一名組織和統籌服務和支援有心理衛生問題及他們

家庭的人士。（其他名稱：服務統籌，權益促進者，和協調者）。 
 
Case Management（個案管理）：幫助人們安排適當和具備之服務和支援的服務。

如有需要，個案經理統籌心理衛生，社會工作，教育，健康，職業，交通，替工，

和康樂活動。個案經理確保滿足兒童和家庭的需要（此定義不適用於管理性護

理）。 
 
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監督資助聯邦醫療保險和

Medicaid 所有層面之聯邦機構。它同時監察聯邦預付醫療護理營運和監督辦事處

（Federal Office of Prepaid Health Care Operations and Oversight）的事務。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兒童保護服務）：其目的在保護懷疑有被虐待，忽視，

或遺棄之兒童，或沒有家庭照顧的兒童。在家提供之幫助的例子包括財務支援，

就業訓練，家務服務，和日間護理。如居家支援服務不足，可以將孩子暫時或永

久地從家中搬往別處。目的是任何時候如可能的話，讓孩子和他或她的家庭一起。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有心理衛生問題風

險的兒童和青少年）：當在他們生活或環境出現某些因素時，兒童會有發展心理

衛生問題的較高風險。一些此類的因素是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或忽視，有害的壓

力，歧視，貧窮，失去所愛的人，經常搬遷，酗酒或吸毒，創傷，和接觸暴力。 
 
Clinician（臨床醫師）：此詞很多時用來形容所有照護病人的醫療專業者──醫

生，護士，醫生助理，治療師等。 
 
Co-Payment or Co-Insurance（共付額或共同保險）：病人在已付自扣額之後，支

付醫療和醫院服務收費的部份。補償性計劃通常規定共付額佔某個百分比（例

如，20%）。根據服務的類型，什麼時候接受服務（例如，在緊急情況下屬於某

個天數內），或在什麼地方接受服務（門診和留醫）此數額可能會有不同。在管

理性護理計劃內，共付額通常是一個較小的固定數目，不論服務的費用是多少。 
 
Community Based（社區為主）：護理系統回應社區識別的需要，滿足需要的來源

亦來自社區。服務儘可能在自己或近自己的社區內提供。 
 
Continuum of Care（護理連續性）：指一名兒童將會經過之服務進展過程，可能

是每次提供一項服務。較新的意念是一個全面性的服務。請參看護理系統和全包

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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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of Benefits（福利統籌）：當你有超過一個醫療計劃時將如何應用福

利的過程。你居住的州或你的保險計劃可能訂有統籌福利的規則，說明如何統

籌。通常一個計劃的目的，是先支付所有申報費用，而所餘的帳單則由次級的保

險公司負責。這些條款在預防個人就同樣的醫療收費，收取多過一次。 
 
Coordinated Services（統籌服務）：服務兒童機構與家庭一起磋商，同意一個符

合兒童需要的護理計劃。這些機構可以包括心理衛生，教育，青少年司法，和兒

童福利。個案管理是統籌服務所需的。（同時參看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和全包性

服務）。 
 
Co-Payment（共付額）：一個分擔費用之安排，由會員直接向服務者支付某類服

務的某個數目。 
 
Coverage（承保福利）：計劃同意支付及／或提供之醫療服務。 
 
Crisis Stabilization Services（危機穩定服務）：在危機時候在非醫院的環境中提供

短期性的，二十四小時的幫助。例如，雖然有居家支援，當兒童變得侵略性和無

法控制的時候，家長可以將孩子暫時安排入一個危機住所治療服務計劃。此類護

理的目的，在避免入醫院留醫，幫助穩定兒童情況，和決定下一個適當的步驟。 
 
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能力）：對文化之不同的敏感和回應性之協助。服務

者注意到他們本身的文化之衝擊，有能力幫助他們對有不同獨特文化人士，例如

種族或族裔，原國籍，宗教，年齡，性別，性傾向，或身體傷殘之不同，作適當

性之文化回應。他們在能力上作出調整，以適應家庭之價值和習慣。 
 
Day Treatment（日間治療）：心理衛生日間治療服務必須包括小組和其他治療，

例如病人訓練，就業訓練，培養技能等。他們亦可以包括康樂治療，個人和家庭

治療。全日制的治療每天維時最少四小時。 
 
Deductible（自扣額）：在承保福利開始之前，你必須自付的承保醫療護理費用。

請檢查每名家庭成員之自付額是多少。可能會一個全家的總限額。不同的保險單

自扣額的差別可以很大。自扣額通常每年設定一個數目。 
 
DSM-IV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心理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四版）：一本由美國精神科協會編寫的心

理衛生問題正式手冊。此參考會供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社工，和其他健康和

心理衛生服務者明白和診斷心理衛生問題用。保險公司和醫療護理服務者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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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生問題時，亦使用此書的名詞和說明。 
 
Documentation（文件證明）：與你家庭醫療護理和保險有關之書面紀錄。如你不

同意保險公司，你可能需要詳細的紀錄來支持你的論點。 
 
Early and Periodic Screen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gram (EPSDT)（早期和定

期檢查，診斷和治療計劃，EPSDT）：為符合 Medicaid 兒童和二十一歲以下的青

少年提供之規定 Medicaid 福利；目的在確保兒童能使用早期和全面保健護理與

治療。州 Medicaid 計劃必須提供 EPSDT 福利。 
 
Early Intervention（早期介入）：一個承認個人有心理衛生風險警告信號和及早採

取應付此類風險因素之行動的過程。早期介入可以幫助兒童更快的好轉和避免問

題惡化。 
 
Effective Date（生效日期）：醫療計劃或保險合約承保福利開始的日期。 
 
Emergency and Crisis Services（緊急和危機服務）：在出現心理衛生緊急情況時每

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提供的服務。當兒童提到自殺時，這些服務可以挽救他

或她的生命。例子：電話危機熱線，危機顧問，危機住所治療服務，危機救援小

組，和危機替工護理。 
 
Evidence of Coverage（承保福利說明）：醫療計劃提供給會員的書面文件，說明

準確說明承保什麼服務，和有什麼條件。法律規定必須提供此類文件，而文件說

明計劃對會員之責任，以及會員的責任。 
 
Family-Centered Services（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以個別兒童和他或她家庭為對

象設計之幫助。不應期望兒童和家庭適應不符合他們需要之服務。參看適當性服

務，協調性服務，全面服務，及文化幹練。 
 
Family Support Services（家庭支援服務）：幫助維持家庭一起和應付影響他們的

心理衛生問題之設計。這些服務可包括消費者資訊講座，居家支援，家庭治療，

家長訓練，危機服務，和替工護理。 
 
Fee-for-Service（付費服務）：傳統的醫療保險，准予消費者選擇自己的服務者和

服務，很多時候包括自扣額和共付額。亦稱為補償性保險。 
 
Grace Period（寬限期）：緊接應付保險費到期後之一個特訂時間，可以在此期間

內付款以保持保險不會中斷。州政府可能訂立規定醫療保險政策設定一定日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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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寬限期」。 
 
Grievance Procedure（投訴程序）：醫療計劃為消費者或服務者訂明當對計劃服

務，收帳或一般程序有異議時之過程。 
 
Guaranteed Issue（保證議題）：不論以前的病歷而照樣發出保險合約。不能因為

其有一或多名僱員之病歷而拒絕承保小型僱主（僱員 3-50 人）。有些個人計劃亦

設有保證議題的承諾，雖然保險費較高。 
 
Health Insurance Purchasing Cooperative (HIPC)（醫療保險購買合作計劃）：一組

僱主和個人以保險經紀的身份購買醫療保險，檢定醫療計劃，管理保險費和入

會，和向消費者提供購買資訊。較大的團體，比較小的公司或個人團體，可以談

判較低的保險費，及／或更全面的福利。同時亦稱為醫療保險購買團體，醫療計

劃購買合作計劃，或醫療保險購買公司（參看管理性競爭定義）。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保健機構）：一個有組織的醫療護理系

統，負責為會員資助和提供醫療護理。 
 
Home-Based Services（家居服務）：在家庭內按一定的時間或如必需可一直提供

處理心理衛生問題的幫助。例子包括家長訓練，顧問，和與家人合作識別，找出，

和提供其他他們可能需要之幫助。目標是防止兒童被安排離家以外（另一個名

稱：In-home Supports 居家支援）。 
 
Independent Living Services（獨立生活服務）：支持一名年輕人自己生活和取得工

作。此類服務可包括治療小組護理或有監督的公寓生活。服務教導年輕人如何處

理財務，醫療，房屋，交通，和其他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如何與其他人相處。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個人教育計劃）：根據 IDEA，為學齡特殊

需要兒童制定的書面教育計劃。那是學生的主要教育文件，由包括家長在內之小

組制定。 
 
Individualized Family Service Plan (IFSP)（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根據 IDEA，用

於三歲以下兒童和他們家庭之計劃文件。 
 
Individualized Servcies（個別化服務）：目的在滿足每個兒童和家庭的獨特需要。

當服務者注意兒童和家庭的需要和長處，年齡，以及發展階段時，服務就予以個

別化。參看適當服務以及以家庭為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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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傷殘人士教育法）：聯邦法律，

與教育系統內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關。 
 
Inpatient Hospitalization（入院留醫）：在醫院內每天二十四小時接受心理衛生治

療。入院留醫的目的，在：（一）如兒童處於危機之中和有可能對自己或他人構

成危險，可以起短期穩定化作用；和（二）為無法在門診環境下適當評估或治療

的病人提供診斷和治療。 
 
Lifetime Maximum（終身最高限額）：保險單為承保人士終身將會支付的醫療護

理總額。如屬長期情況，應在快將達到終身限額時於公開入會期轉換另一個團體

計劃。 
 
Limitations（限制）：福利不予以支付或限制的條件或情況。重要的是閱讀保險

單或保險證書或保險註明之限制，不承保項目和減少承保之條款，決定什麼支出

是不予承保。 
 
Lock-In（鎖定）：保健機構或管理性護理計劃規定會員之所有承保服務，必須由

計劃或其醫生提供，安排或授權，但危及生命之緊急情況或當會員臨時「在地區

以外」除外。此與「服務點」計劃不同，服務點計劃讓會員無須事前授權可接受

承保的服務，但如使用計劃網絡外之服務，費用會較高。 
 
Managed Care（管理性護理）：一個監督提供醫療護理服務的方法。管理性護理

可以訂明承保之家庭可以往看的服務者。它亦可以限制看診的次數以及承保之服

務類型。 
 
Mandated Benefits（規定福利）：州訂法律規定保險者必須提供之具體福利。每

個州均有其有關規定福利之立法。 
 
Mandatory Enrollment（規定准予入會）：規定某些人士可以入會。例如，Medicaid
護理計劃就是。 
 
Medicaid（Medicaid 保險）：一個聯邦的保險計劃（社會安全法第十九章），為貧

窮，老年，失明，傷殘的某類人或參加某類計劃的人士包括 Medicaid Waivers
（Medicaid 豁免類）支付醫療服務。包括接受援助的兒童家庭。由聯邦和州資金

資助，每個州的資助額不同。 
 
Medical Necessity（醫療必需）：決定醫療福利和服務資格的法律名詞。它說明服

務與診斷一致，符合良好醫療作風標準，而不是以病人方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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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ly Necessary Services（醫療必需之服務）：保險單上訂明保險只承保維持

某個健康水平所需之服務。此條款並為該等服務予以定義──很多時候用一般的

名詞。應找出保險公司對此名詞之意義，使能用最適當之方法提出要求。對「醫

療必需」一詞之詮釋差別頗大。 
 
Mental Health（心理衛生）：心理衛生指一個人在面對生活情況時如何思想，感

覺，和行動。那是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生活中其他人；如

何評估挑戰和問題，和探索選擇。這包括處理壓力，與其他人之關係，和做決定

等。 
 
Mental Health Problems（心理衛生問題）：心理衛生問題是真實的。這些問題影

響一個人的思想，身體，感受，和行為。它們可以是嚴重的。它們可以嚴重的干

擾一個人的生活。它們不是一個短暫的階段。它們可以導致一個人失去更多能

力。此類失調有些稱為抑鬱，兩極性躁鬱症（狂躁－抑鬱症），注意力不集中過

動症，焦慮症，飲食失調，精神分裂症和品行障礙。 
 
Mental Disorders（心理失調）：另一個心理衛生問題名詞。 
 
Mental Illnesses（精神病）：此詞常用於指成年人有嚴重之心理衛生問題。 
 
Ombudsperson（調查員）：專責解決消費者問題和以客觀方式解答其問題的人士。 
 
Open Enrollment Period（公開入會期）：僱員可以無須等候或不論其已存在之情

況而可以登記加入一個醫療計劃的時期。很多僱主每年和在僱員受僱時提供公開

入會期。 
 
Opt-Out（選擇外面服務）：一些管理性護理計劃例如服務點保健機構和自選服務

者機構提供的一個選擇，以較高的費用選擇和接受計劃網絡以外的服務者提供的

承保服務。 
 
Out of Area（在地區以外）：在保健機構或其他管理性網絡計劃服務的地區以外

的地方。當保健機構的會員在他們計劃服務地區內時，其護理必須由保健機構或

保健機構的醫生提供，安排，或授權，以取得全面的承保；當會員暫時離開地區

時，不同的承保規則將予應用。 
 
Out of Plan Services（計劃服務以外）：由不屬於病人管理性護理網絡的服務者為

病人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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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Pocket Costs（自付費用）：你必須支付的所有健康支出，包括自扣額，共

付額和任何醫療計劃不承保之收費。 
 
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PTI）：每個州有一個由美國教育部資助

的，由家長營運的機構，為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提供有關其子女教育的資料和訓

練。 
 
Peer Parent（同輩家長）：有類似經驗的家長，可以提供精神支援，資訊，轉介

資源和協助爭取權益。 
 
Premium（保險費）：付給保險公司取得醫療承保之費用。保險費可每星期，每

月，每季，或每年付款。 
 
Preventive Care（預防護理）：嘗試減少疾病，受傷，或其他情況之醫療服務。這

與急性護理不同，那是當情況發生後提供之護理。 
 
Plan of Care（護理計劃）：為每個兒童或家庭設計的治療計劃。服務者與家庭制

定計劃。計劃識別兒童和家庭的長處和需要。它設定目標和詳細訂明適當的治療

與服務，以符合他或她的特殊需要。 
 
Primary Care（保健）：規律性的醫療護理，通常在醫生的醫務所提供。 
 
Prior Approval（事前批准）：在提供或支付服務之前，需要保健服務者或醫療計

劃之批准。 
 
Provider（服務者）：醫院，技術性療養設施，門診手術設施，醫生，診療者或其

他有執照可提供手術服務，治療和方便之人士或機構。此詞亦用於指心理衛生臨

床醫生或護理經理。 
 
Referral（轉介）：一個正式的程序，准予病人接受專家，治療師，或醫院之護理。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補充社安金）（SSI）：每月的現金補助給低收

入和符合某個年齡或傷殘標準的人士，包括兒童。 
 
Supplementary Aids and Services（補充援助和服務）：根據 IDEA，需要為傷殘兒

童提供發展，改正和支援服務，幫助其從特殊教育中得益。這包括交通，言語－

語言病理學，聽力，心理服務，物理和職能治療，康樂，社會服務，顧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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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動，診斷及評估的醫療服務的。 
 
Residetnial Treatment Centers（居家式治療中心）：每天提供二十四小時治療和通

常一次服務超過十二名青少年的設施。有嚴重情緒干擾的青少年可以搬入此類設

施接受二十四小時的監督和護理。治療可包括個別，小組，和家庭治療，行為治

療，特殊教育，康樂治療，和醫療服務等。居家式治療通常比留醫時間較長。 
 
Respite Care（護理替工）：為有嚴重情緒干擾或發展延遲兒童的父母提供喘息機

會的服務。有些家長可能每個星期均需要此類協助。它可以在家或另一個地點提

供。受過訓練的家長或顧問會照顧兒童一段短時間。這樣可以給家庭有從照顧嚴

重情緒干擾兒童的緊張生活中稍微休息。 
 
Serious Emotional Disturbance（嚴重情緒干擾）：兒童和青少年可診斷之失調，

嚴重干擾其在家，學校，和社區之日常功能。有些此類的失調是抑鬱，注意力不

集中／過動症，焦慮，品行，和飲食失調。 
 
Service（服務）：目的在處理兒童特殊心理衛生需要及其家庭之支援或臨床介入。

由兒童，家庭，和服務者決定，服務可以一次接受，或在長時間重複接受。 
 
System of Care（護理系統）：全面的服務，目的在滿足心理衛生問題兒童的家庭

之需要。此類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傳統的心理衛生治療。護理系統應包括預防，早

期介入，心理衛生門診治療，密集治療，以及額外非傳統性的服務，包括家庭支

援，全包服務（輔導／補習／等）。護理系統內應可滿足有心理衛生問題的兒童

和他們的家庭之需要。 
 
Therapeutic Foster Care（治療性寄養照護）：一個有嚴重情緒干擾的兒童住在受

過訓練的寄養父母的家中，可取得其他支援性的服務。這些寄養家長從提供危機

介入，精神，心理和社會工作服務的機構取得特別的支援。 
 
Therapeutic Group Home（治療性團體之家）：社區為主住家式的環境，為小組年

輕人（通常六至十人）提供護理和監督。這些年輕人通常有需要每天二十四小時

監督的治療。此類住所應與不同護理系統有聯繫。此類住所並提供精神治療，以

避免需要留醫的安排，和幫助年輕人使用一個較少限制性的生活環境。 
 
Third Party Payment（第三方付款）：受益人以外的其他方支付醫療護理費用。 
 
Transitional Services（過渡服務）：幫助兒童離開系統進入成年人期和成年人服務

系統之服務。幫助包括心理衛生護理，獨立生活服務，支援性住所，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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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種其他支援性服務。心理衛生系統為其客戶，和福利部通過其寄養護理客戶

提供過渡服務。IEP 亦會提供過渡性服務。 
 
Waiting Periods（等候期）：保險公司規定計劃在承保某類醫療服務之前規定之等

候時間。此時間可由多個月至多年不等。 
 
Wraparound Services（全包服務）：一個「全面性的服務」方法，制定幫助兒童

和他們家庭之心理衛生需要。兒童和家庭可能需要多種社區支援服務，以充份從

傳統性的心理衛生服務例如家庭和個人治療及特殊教育中得益。請參看適當服

務，統籌服務，以家庭為中心服務，及護理系統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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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網上資源 
 
家庭要尋找有關兒童心理病和行為失調之適當資料很多時候有困難。以下所列的

網址，是開始尋找時良好的查詢來源。此頁包括提供心理衛生議題概覽的網頁，

以及一個有關品行和其他行為失調的特別部份。請注意：網址的地址經常有變。

此處所列的網址在付印時是有效的。 
 

心理衛生議題 
Bazelon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Law 
www.bazelon.org/ 
Bazelon Center 是一家非牟利的法律權

益機構。此網址對有心智障礙兒童的

家庭重要。它具資訊性，包括很多重

要的心理衛生資源。 
 
Federation of Families for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www.ffcmh.org/ 
Federation of Families for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是一個由家長營運的機

構。它提供重要的心理衛生資源連

接，同時提供機會，參與和兒童心理

衛生有關的議題。此網址的西班牙文

版正在編製中。 
 
Internet Mental Health 
www.mentalhealth.com/ 
一個網上心理衛生資料百科全書，包

括國際關注的項目。另一個很好的同

類網頁來自加拿大，由精神科醫生 Dr. 
Phillip Long 設計。 
 
Mental-Health-Matters.com 
www.mental-health-matters.com/ 
此網均包括與心理衛生有關的資料和

資源。其「失調類型」頁包括連接兒

童心理失調有關的資料和資源。 
 
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ll 
(NAMI) 
www.nami.org/ 
NAMI 是一家非牟利的草根機構，服務

心理衛生失調人士的家庭和朋友。在

此網址中你可以找到有關心理衛生的

資料，連接 NAMI 附屬機構，或閱讀有

關他們促進權益的工作。他們並報告

研究的最新發展。同時包括有西班牙

文的資源。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www.nimh.nih.gov/ 
如你有興趣於心理衛生的最新研究，

這是一個應瀏覽的網頁。此網址在其

「公眾使用」頁中亦包括有心理衛生

的資料。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www.nmha.org/ 
一家非牟利機構，集中於有心理衛生

問題人士的需要，National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為家庭提供資源和

資料。它的「NMHA 資訊中心」頁載

有各種事實說明。 
 

http://www.bazelon.org/�
http://www.ffcmh.org/�
http://www.mentalhealth.com/�
http://www.mental-health-matters.com/�
http://www.nami.org/�
http://www.nimh.nih.gov/�
http://www.nm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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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HSA’s National Mental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www.samhsa.gov/  
美國衛生和福利部的服務，此網頁是

一個家庭的良好資源。其「服務查找

器」按不同的州連接心理衛生設施，

服務，和計劃。 
 

品行障礙和行為問題 
 
Beach Center on Disabilities-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s (PBS) Resources 
www.beachcenter.org/  
Beach Center on Disabilities提供有關正

面行為支援（PBS）的資源，包括功能

行為評估和設定一個 PBS 計劃的提示。 
 
Center for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Practice (Behavior) 
http://cecp.air.org/ 
此網址以報告和網頁資源為特色。網

頁載有一些出版物；其他可以訂購印

刷本。其有關功能行為評估的專頁，

頗為全面。 
 
Conduct Disorders.com 
www.conductdisorders.com/ 
此網址的一些特色，是聯繫其他有品

行障礙兒童的家庭之連接，文章和機

會。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Pediatrics 
Online 
www.aap.org/secions/dbpeds/  
此網址部份由美國兒科學會贊助，目

的在以服務醫療專業者為主。家長肯

定可以在此找到有價值的資料，而不

止於「派發材料」部所提供的資料而

已。 
 
Center for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早期教育和發展中心 
www.cehd.umn.edu/ceed/projects/ 
明尼蘇達大學的早期教育和發展中心

（CEED）三十多年來幫助出生至八歲

的兒童學習和充份發展他們的能力。

通過研究和社區外展，我們致力在早

期教育、托兒、和公共政策領域，帶

出正面的改變。 
 
CEED 促進有興趣於早期教育和發展的

學界領袖之持續 
協調和擴展，並在大學持續參與明尼

蘇達的人士和計劃，提供領導，從而

對我們的生活質素做出真正的貢獻。

CEED 為令人興奮的未來，充滿力量、

生氣勃勃、和定位準確。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 
Supports 
www.pbis.org 
此網址來自特殊教育計劃辦事處

（OSEP），提供有關正面行為支援和功

能性行為評估，並包括如何在家，在

學校及在 IEP 應用這些概念的提示。有

一個西班牙文的版本。 
 

http://www.samhsa.gov/�
http://www.beachcenter.org/�
http://cecp.air.org/�
http://www.conductdisorders.com/�
http://www.aap.org/secions/dbpeds/�
http://www.cehd.umn.edu/ceed/projects�
http://www.pbis.org/english/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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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特殊教育法律摘要 
 
此表錄自 ERIC Digest #E606。可以上網瀏覽全份內容： 
http://www.eric.ed.gov/PDFS/ED452627.pdf 
 

保護傷殘美國人士法 1990

（ADA） 

傷殘人士教育法（IDEA）， 

1997 年修訂－2004 年續期 

1973 年康復法 

504 款 

類型／目的 

一項民權法，禁止因傷殘情

況而在就業，公共服務及方

便項目中有所歧視。 

一項教育法，訂明聯邦對州

和本地教育機構資助，保證

對符合資格的傷殘兒童提供

特殊教育和有關服務。 

一項民權法，禁止因傷殘情

況而取得各種聯邦資助的

公私計劃和服務有所歧視。 

什麼人符合資格？ 

任何傷殘人士，其情況（一）

有體格或心理的損害，以致

相當限制其一或多項生活

活動者；或（二）過去曾有

損害的歷史；或（三）被認

為有此損害情況。此外，該

人必須符合計劃，服務，或

工作之資格。 

3-21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經

過個別化評估和多種訓練小

組（包括家長）評估符合十

三個類型中一或多項和需要

特殊教育及有關服務者。類

型包括自閉症，失聰失明，

情緒干擾，聽覺損傷，心智

遲鈍，多種傷殘，外型損傷，

其他健康損傷，特殊學習障

礙，言語和語言損傷，腦部

創傷，和視力損傷包括失

明。3-9 歲的兒童有發育延遲

者亦可能符合資格。嬰孩和

幼兒從出生至兩歲可能符合

早期介入服務的資格，此服

務根據個別化家庭服務計劃

予以提供。 

任何人其情況（一）有體格

或心理的損害，以致相當限

制其一或多項生活活動

者；或（二）過去曾有損害

的歷史；或（三）被認為有

此損害情況。主要生活活動

包括照顧自己，執行體力的

工作，走路，看，聽，講，

呼吸，學習，和工作。該人

必須符合服務或工作的資

格；如屬學校服務，該人的

年齡必須與無傷殘情況之

同輩相同或符合 IDEA資格。 

是否有提供免費，適當公共教育（FAPE）的責任？ 

沒有直接責任。但是，ADA 是。FAPE 的定義指應免費向 是。「適當」的教育是指與

http://www.eric.ed.gov/PDFS/ED4526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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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504 款和 IDEA 的行動，

可帶來額外的保障。ADA 保

護適用於非宗教的私位學

校，但不適用於由宗教機構

控制的組織或實體。必須為

符合傷殘資格的學生提供

合理的方便措施，使他們能

執行工作之主要功能。此適

用於以社區為主和涉及就

業訓練／安排之特殊教育

計劃的任何部份。雖然無此

規定，根據 IDEA 所訂之

IEP，應能充份符合 ADA 第

二章為傷殘學生提供適當

教育之規定。 

家長提供特殊教育和有關服

務，符合其他州訂教育標

準，以及與 IEP 計劃一致。

特殊教育指「特別設計的教

學，無須家長付費，以符合

傷殘兒童的獨特需要」。有關

服務是那些幫助兒童從特殊

教育得益的服務，包括言語

語言病理學，物理和職能治

療，及其他。一組專業者和

家長每年最少一次為傷殘兒

童制定一個 IEP。IDEA 規定

IEP 必須包括某些內容。 

無傷殘情況學生提供之教

育相類似。這可以是正規教

育或特殊教育。即使沒有為

學生提供任何特殊教育，學

生仍可根據 504 款接受相

關服務。504 款規定提供教

育和有關協助與服務，以符

合兒童之教育需要。可以用

IDEA 的個別化教育計劃來

滿足 504 款的規定。 

是否有資助以實施規定？ 

否。但在消除建築性或交通

性障礙時可以作有限之扣

稅。此外，很多聯邦機構為

公私機構提供資助，支援訓

練和技術援助。 

是。IDEA 根據 B 和 C 部份提

供聯邦資金，幫助州和本地

教育機構符合 IDEA 規定，服

務傷殘嬰孩，幼兒，兒童，

和青少年。 

否。州和本地管轄區有責

任。IDEA 的資助，不可以用

於服務只符合 504 款資格

的兒童。 

程序保障／公正過程 

ADA 並無訂明與特殊教育有

關的程序保障。它有詳述行

政規定，投訴程序，和與不

遵守服務及就業有關規定

之結果。ADA 同時並不說明

具體的公正過程程序。傷殘

人士享有 1964 年民權法第

七章和其後在 1991 年修訂

之民權法所賦予的補弊權

利。所以，如個人有被歧

視，可向有關的聯邦機構提

出投訴，或在聯邦法庭提出

控告。執法機構鼓勵非正式

的調停和自願遵守規定。 

IDEA 為家長在識別，評估和

為子女安排教育時，訂明程

序保障和公正過程權利。必

須向家長事前發出程序保障

之書面通知，以及建議或拒

絕識別，評估或安排書面通

知。IDEA 說明此類通知必須

包括什麼部份。爭議可通過

調停，公正過程聽證，上訴

決定，及／或民事訴訟解

決。 

504 款規定給家長有關識

別，評估，安排和在安排「有

重要改變」之前發出通知。

建議書面通知。遵守 IDEA

的程序保障是符合 504 款

規定的方法之一。本地教育

機構規定當家長不同意識

別，評估，或安排學生決定

時，提供公平的聽證。家長

必須有機會參與聽證過程

和可由律師代表。除此之

外，公正過程由本地校區自

行決定。建議他們制定政策

指導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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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安排程序 

ADA 並沒有訂明評估和安排

程序；但它訂明為符合資格

的學生在教育活動和環境

下提供合理之方便措施。合

理方便措施可包括但不限

於重新設計設備，指派助

理，用不同格式提供書面溝

通，修改測驗，重新提供指

定服務於方便出入的地

點，修改目前的設施，和興

建新設施。 

在家長同意下，必須使用多

種技術上良好的，無偏見的

評估工具進行評估。根據結

果，一組的專業者（包括兒

童的家長）決定特殊教育的

資格。最少每三年須再作評

估。評估結果用來制定一個

IEP，訂明為達到兒童目標提

供之特殊教育，有關服務，

和補充協助及補充服務。根

據兒童的 IEP，從連續性另類

安排中選出一個最少限制性

的安排，並最少每年評審一

次。必須每年最少評審一

次，以決定是否達到每年的

目標。IDEA 包括有關 IEP 小

組組織，家長參與，IEP 內

容，和特別因素考慮等具體

條款。 

504 款提供一個安排評估，

必須涉及多種專用於評估

教育需要特殊項目的評估

工具。安排決定必須由一組

熟悉兒童和明白評估資料

及安排選擇的人決定。傷殘

學生只有在正規的教育環

境包括使用補充協助和服

務下無法成功的接受教育

時才可能會被安排入分開

的課室或設施。安排的重要

改變，必須事前先做評估。 

 

504 款提供定期的重新評

估。評估或安排，無須家長

同意。 

 
 



111 
 

附錄 H：IDEA 基本 
 
根據傷殘人士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校區為傷

殘嬰孩，幼兒，和青少年提供教育計劃及服務，包括有情緒或行為失調情況者。 
 
IDEA 是一項聯邦法律，保證傷殘兒童的重要權利。這些權利是： 
 
 所有傷殘兒童均享有免費和適當的教育（FAPE） 
 需要在最少限制性的環境（LRE）下接受教育 
 由一個包括家長在內的小組制定一個個人教育計劃（IEP） 
 在決定學生的能力和教育規定時使用公平的評估工具 
 公正聽訊過程和投訴程序，以確保滿足學生的權利 
 

特殊教育過程的運作如下： 

 

轉介 
如你關心你孩子在學校的進展，你可以聯絡校長要求做一個評估。必須用書面提

出要求。 
 

要作轉介，請聯絡以下一方：17

出生至三歲的兒童   聯絡金門地區中心   415-546-9222 

        電話 

三至五歲     聯絡檢查和評估中心 
在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  聯絡學校的校長 
在三藩市私立／教會學校 聯絡檢查和評估中心 
 
注意：州和本地教育機構負責評估出生至二十一歲被轉介懷疑有傷殘情況的兒

童和學生。這些兒童和學生有些可能符合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格。就讀於私立或

教會學校而並非居住在三藩市的學生，應聯絡他們家庭所住地點之本地校區。 
 
學校職員可能不同意你的孩子需要做特殊教育服務評估。如學校不想評估你的孩

子，請學校告訴你他們有關特殊教育政策的資料，以及家長不同意學校決定時有

什麼權利。 

                                                      
17 三藩市聯合校區家長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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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打電話三藩市聯合校區特殊教育辦事處（電話 415-355-7735），索取一份

你的權利通知，稱為程序保障。你也可以聯絡家長支援或爭取權益機構。在三藩

市此類機構包括： 
 

 特殊教育社區顧問委員會（CAC）  cacspedsf@gmail.com 
 特殊兒童家庭家庭支援中心（SFCD） 415-920-5040 
 特殊教育社區聯盟（CASE）   415-431-2285 

 

評估 
 
評估將密切觀察你孩子學習和發展的多個領域，包括你孩子的心理衛生。它必須

由一個多種訓練小組執行，也就是說進行檢測時不止於一個人。小組成員可以包

括課室教師，學校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言語和語言治療師，及醫生。評估同

時應包括來自孩子本人和你身為家長提供的資料。學校必須有你的書面同意書才

可以為你的孩子做檢測，並且必須（書面）告訴你將會進行什麼檢測和每個檢測

的目的。 
 

個人教育計劃（IEP） 

 

IEP 會議 

一旦完成評估之後，將會舉行一個 IEP 會議，以決定你的孩子是否符合特殊教育

服務的資格。此會議必須在你簽名准許學校評估你孩子之後的六十天內舉行。IEP
小組的成員包括：家長，孩子的教師，校區一名代表，主持檢測的人士，和其他

對孩子有認識的人士。 
 
如發現你的孩子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IEP 會議將繼續，而小組將特別為你的

孩子制定一個教育計劃。如你的孩子不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她仍然有可能通

過 504 款或 ADA 取得方便的措施或項目修改。有關 504 款和 ADA 詳情，請參看

附錄 G。 
 

 

 

mailto:cacspeds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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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文件 

IEP 是一份書面的文件，扼要訂明你孩子將致力達到的具體目標和目的，以及說

明學校將為你的孩子提供什麼服務。對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而言，特別重要

的是訂有一個行為計劃。此計劃應包括入屬 IEP 的一部份，和應包括對學生的行

為有什麼期望是合理的；學校的行為政策，對此學生有沒有准予任何例外之處；

以及提供正面行為支援幫助孩子。計劃應以由受過正面行為介入訓練的職員所做

之評估為根據。 
 

安排和服務 

在 IEP 制定目標，目的，基準和決定有關服務之後，IEP 小組將決定將會提供什

麼服務。IDEA 規定傷殘學生和那些無傷殘情況的學生一起接受教育，並使用一

般課程，除非他們的 IEP 另有訂明。只有在孩子的情況太嚴重，以致修改計劃，

提供行為助理，或作出其他適應方法均無法讓孩子作出合理進度時，則會將孩子

從正規的課室調出。身為家長，在你簽署 IEP 准許安排之前，你或者想小心考慮

學校安排建議。第三章觀察安排的指南可能對你有助。 
 

AB 3632 服務 
 
以下的資料改寫自「AB 3623 FAQs」，全文可見於三藩市公共衛生局的網頁：

www.sfdph.org. 
 

什麼是 AB 3632？ 

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加州立法議會通過 AB 3632 法案。此法案訂明某類教育服務

之分擔責任。縣心理衛生部負責評估和提供心理衛生服務，作為學生的 IEP 之部

份。在三藩市，三藩市社區行為健康服務兒童青少年和家庭護理系統（CBHS-SF）
與三藩市聯合校區合作，持續實施此立法。因為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是 IEP 的

一個部份，服務是免費提供給家庭的。 
 

什麼是可能的 AB 3632 心理服務？ 

AB 3632 只能提供經計劃的心理衛生服務，這可包括：為教師提供顧問，門診心

理治療──個別，家庭，及／或小組；日間治療（包括環境治療和心理治療）；

精神藥療監察（但不是實際服藥）。當擴大的 IEP 小組認為離家安排是最符合情

緒干擾學生需要之最少限制性環境時，它同時亦可包括居家式安排，和有關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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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 
 

AB 3632 可能不包括什麼心理衛生服務？ 

 
AB 3632 不包括以下任何類型的心理衛生服務： 
 

 危機或緊急心理衛生服務 
 精神科留醫；密集個案管理服務，例如 Family Mosaic Project 
 全包性服務例如影子服務 
 治療性行為服務（TBS） 
 精神科藥療的費用，即使是由一名 AB 3632 精神科專家處方的 

 

為什麼應做 AB 3632 轉介？ 

 
如認為學生可能符合 AB 3632 資格和需要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使其能從特殊教

育中得益的話，則應作 AB 3632 轉介。 
 

AB 3632 的資格規定是什麼？ 

 
根據加州 AB 3632 法律： 
 
 學生符合特殊教育資格或懷疑需要特殊教育 
 
 學校教職員從學生可觀察到的情緒或行為，會妨礙學生從其教育服務中得

益，其嚴重性可從其發生和頻密率中顯示，且不能只用社會不適應或臨時

適應問題來說明。 
 
 學生的功能水平（包括認知）足夠令他或她能從心理衛生服務中得益。  

AB 3632 不以發展傷殘，或其結果的行為為對象。因此，AB 3632 服務不

會以自閉症學生的自閉徵狀為對象，但可以幫助一名抑鬱的自閉症學生。 
 
 學生已取得學校提供的顧問或指導，幫助學生從他／她目前的教學計劃中

得益。這些介入服務可能由三藩市聯合校區的職員例如特殊教育教師，學

校顧問，校長／管理人等提供，除非 IEP 小組已決定此類服務並不適當（例

如，一名最近因心理衛生問題而入院的青少年，可能需要一名心理衛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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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的服務）。 
 
 學生需要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以從他或她的特殊教育中得益。 

 

AB 3632 轉介是否取得心理衛生服務的最佳方法？ 

 
不一定。因為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是 IEP 的部份，學生必須通過 IEP 的過程取

得服務。非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通常可以更快取得，例如，一個星期而不是兩

至四個月。大部份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與非 AB 3632 心理衛生服務沒有太大的

差別。最大的分別是 AB 3632 服務必須集中於學校功能，因此一名在家有問題的

青少年可能不符合 AB 3632 的資格，如果這些問題並沒有相當影響他或她在學校

的表現。 
 
因為 AB 3632 服務是自願性的，最好的轉介經常是明白什麼是 AB 3632 心理衛生

服務和有此動機使用的家庭。 
 
人們亦可以直接致電 SF AB 3632 單位查詢情：415-64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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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你可以使用的表格 
 

選擇一名心理衛生服務者 

問題與顧慮 

電話紀錄表 

主要有關人士表 

透露醫療資料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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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紙 

選擇一名心理衛生服務者 
請使用此習作紙幫助你評估不同的心理衛生服務者。影印多份，評估每名服務者
時使用一張。 
 

服務者姓名：＿＿＿＿＿＿＿＿＿＿＿＿＿＿ 
地址：＿＿＿＿＿＿＿＿＿＿＿＿＿＿＿＿＿ 
  ＿＿＿＿＿＿＿＿＿＿＿＿＿＿＿＿＿ 
  ＿＿＿＿＿＿＿＿＿＿＿＿＿＿＿＿＿ 
電話：＿＿＿＿＿＿＿＿＿＿＿＿＿＿＿＿＿ 

 
約見前的問題（向接待員查詢） 
 
（治療師）是否接受新病人？＿＿＿ 
你們的收費？＿＿＿＿＿＿＿＿＿＿ 
你是否會考慮按收入收費？＿＿＿＿ 
你是否接受＿＿＿＿＿＿保險？ 
或加州醫療保險？ 是＿＿否＿＿ 
有沒有照料（像你孩子情況）的經驗？
＿＿＿＿＿＿＿＿＿ 
（治療師）執業已有多少時間？ 
＿＿＿＿＿＿＿＿＿ 
（治療師）的資格？ 
＿＿＿＿＿＿＿＿＿＿＿＿ 
 
在首次約診時的問題（向治療師查詢） 

 
對（你孩子情況）的兒童有什麼經驗？ 
＿＿＿＿＿＿＿＿＿＿＿＿＿＿＿＿
＿＿＿＿＿＿＿＿＿＿＿＿＿＿＿＿ 
你治療（你孩子情況）的兒童持什麼
宗旨／方法？ 
＿＿＿＿＿＿＿＿＿＿＿＿＿＿＿＿
＿＿＿＿＿＿＿＿＿＿＿＿＿＿＿＿ 
此方法是否有效？有什麼好處和副作
用？ 
＿＿＿＿＿＿＿＿＿＿＿＿＿＿＿＿
＿＿＿＿＿＿＿＿＿＿＿＿＿＿＿＿ 
如你不在時什麼人代你看病人？ 
＿＿＿＿＿＿＿＿＿＿＿＿＿＿＿＿
＿＿＿＿＿＿＿＿＿＿＿＿＿＿＿＿ 
你會和我討論多少有關我孩子的進
度？ 
＿＿＿＿＿＿＿＿＿＿＿＿＿＿＿＿
＿＿＿＿＿＿＿＿＿＿＿＿＿＿＿＿ 

如你和我不同意服務／治療時如何解
決？ 
＿＿＿＿＿＿＿＿＿＿＿＿＿＿＿＿
＿＿＿＿＿＿＿＿＿＿＿＿＿＿＿＿ 
你如何監察處方給我孩子服用的藥物
之效應？ 
＿＿＿＿＿＿＿＿＿＿＿＿＿＿＿＿
＿＿＿＿＿＿＿＿＿＿＿＿＿＿＿＿ 
 
在首次看診之後的問題（問你自己／
孩子） 
 
我／我孩子對（治療師）是否感到自
在？ 
＿＿＿＿＿＿＿＿＿＿＿＿＿＿＿＿
＿＿＿＿＿＿＿＿＿＿＿＿＿＿＿＿ 
（治療師）對我孩子的情況是否有豐
富知識；治療選擇是否聽來合理？ 
 
我覺不覺得（治療師）尊重我和重視
我的意見？ 
＿＿＿＿＿＿＿＿＿＿＿＿＿＿＿＿
＿＿＿＿＿＿＿＿＿＿＿＿＿＿＿＿ 
（治療師）有留心聽我和理解我的關
注？ 
＿＿＿＿＿＿＿＿＿＿＿＿＿＿＿＿
＿＿＿＿＿＿＿＿＿＿＿＿＿＿＿＿ 
我／我孩子是否信任（治療師）？ 
＿＿＿＿＿＿＿＿＿＿＿＿＿＿＿＿
＿＿＿＿＿＿＿＿＿＿＿＿＿＿＿＿ 
 
 

 



118 
 

習作 

問題和顧慮 
 
日期： 
 
服務者姓名： 
 
電話： 
 
 
問題或關注：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回應：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指示：＿＿＿＿＿＿＿＿＿＿＿＿＿＿＿＿＿＿＿＿＿＿＿＿＿＿＿＿＿＿＿

＿＿＿＿＿＿＿＿＿＿＿＿＿＿＿＿＿＿＿＿＿＿＿＿＿＿＿＿＿＿＿＿＿

＿＿＿＿＿＿＿＿＿＿＿＿＿＿＿＿＿＿＿＿＿＿＿＿＿＿＿＿＿＿＿＿＿

＿＿＿＿＿＿＿＿＿＿＿＿＿＿＿＿＿＿＿＿＿＿＿＿＿＿＿＿＿＿＿＿＿ 
跟進： 
與誰跟進？＿＿＿＿＿＿＿＿＿＿＿＿＿＿＿＿＿＿＿＿＿＿＿＿＿＿＿＿ 
什麼時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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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紙 

電話紀錄表 
日期 
＿＿＿＿＿＿ 
時間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討論問題 
＿＿＿＿＿＿＿＿＿＿＿＿＿＿＿＿＿＿＿＿＿＿＿＿＿＿

＿＿＿＿＿＿＿＿＿＿＿＿＿＿＿＿＿＿＿＿＿＿＿＿＿＿ 
所作決定 
＿＿＿＿＿＿＿＿＿＿＿＿＿＿＿＿＿＿＿＿＿＿＿＿＿＿

＿＿＿＿＿＿＿＿＿＿＿＿＿＿＿＿＿＿＿＿＿＿＿＿＿＿ 
日期 
＿＿＿＿＿＿ 
時間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討論問題 
＿＿＿＿＿＿＿＿＿＿＿＿＿＿＿＿＿＿＿＿＿＿＿＿＿＿

＿＿＿＿＿＿＿＿＿＿＿＿＿＿＿＿＿＿＿＿＿＿＿＿＿＿ 
所作決定 
＿＿＿＿＿＿＿＿＿＿＿＿＿＿＿＿＿＿＿＿＿＿＿＿＿＿

＿＿＿＿＿＿＿＿＿＿＿＿＿＿＿＿＿＿＿＿＿＿＿＿＿＿ 
日期 
＿＿＿＿＿＿ 
時間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討論問題 
＿＿＿＿＿＿＿＿＿＿＿＿＿＿＿＿＿＿＿＿＿＿＿＿＿＿

＿＿＿＿＿＿＿＿＿＿＿＿＿＿＿＿＿＿＿＿＿＿＿＿＿＿ 
所作決定 
＿＿＿＿＿＿＿＿＿＿＿＿＿＿＿＿＿＿＿＿＿＿＿＿＿＿

＿＿＿＿＿＿＿＿＿＿＿＿＿＿＿＿＿＿＿＿＿＿＿＿＿＿ 
日期 
＿＿＿＿＿＿ 
時間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討論問題 
＿＿＿＿＿＿＿＿＿＿＿＿＿＿＿＿＿＿＿＿＿＿＿＿＿＿

＿＿＿＿＿＿＿＿＿＿＿＿＿＿＿＿＿＿＿＿＿＿＿＿＿＿ 
所作決定 
＿＿＿＿＿＿＿＿＿＿＿＿＿＿＿＿＿＿＿＿＿＿＿＿＿＿

＿＿＿＿＿＿＿＿＿＿＿＿＿＿＿＿＿＿＿＿＿＿＿＿＿＿ 
日期 
＿＿＿＿＿＿ 
時間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討論問題 
＿＿＿＿＿＿＿＿＿＿＿＿＿＿＿＿＿＿＿＿＿＿＿＿＿＿

＿＿＿＿＿＿＿＿＿＿＿＿＿＿＿＿＿＿＿＿＿＿＿＿＿＿ 
所作決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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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關人士表 
 

姓名 地址 電話 

保健醫生 
＿＿＿＿＿＿＿＿

＿＿＿＿＿＿＿＿ 

＿＿＿＿＿＿＿＿＿＿＿＿＿＿＿

＿＿＿＿＿＿＿＿＿＿＿＿＿＿＿

＿＿＿＿＿＿＿＿＿＿＿＿＿＿＿ 

＿＿＿＿＿＿＿＿

＿＿＿＿＿＿＿＿

＿＿＿＿＿＿＿＿ 
專家 
＿＿＿＿＿＿＿＿

＿＿＿＿＿＿＿＿ 

＿＿＿＿＿＿＿＿＿＿＿＿＿＿＿

＿＿＿＿＿＿＿＿＿＿＿＿＿＿＿

＿＿＿＿＿＿＿＿＿＿＿＿＿＿＿ 

＿＿＿＿＿＿＿＿

＿＿＿＿＿＿＿＿

＿＿＿＿＿＿＿＿ 
專家 
＿＿＿＿＿＿＿＿

＿＿＿＿＿＿＿＿ 

＿＿＿＿＿＿＿＿＿＿＿＿＿＿＿

＿＿＿＿＿＿＿＿＿＿＿＿＿＿＿

＿＿＿＿＿＿＿＿＿＿＿＿＿＿＿ 

＿＿＿＿＿＿＿＿

＿＿＿＿＿＿＿＿

＿＿＿＿＿＿＿＿ 
醫院 
＿＿＿＿＿＿＿＿

＿＿＿＿＿＿＿＿ 

＿＿＿＿＿＿＿＿＿＿＿＿＿＿＿

＿＿＿＿＿＿＿＿＿＿＿＿＿＿＿

＿＿＿＿＿＿＿＿＿＿＿＿＿＿＿ 

＿＿＿＿＿＿＿＿

＿＿＿＿＿＿＿＿

＿＿＿＿＿＿＿＿ 
顧問護士 
＿＿＿＿＿＿＿＿

＿＿＿＿＿＿＿＿ 

＿＿＿＿＿＿＿＿＿＿＿＿＿＿＿

＿＿＿＿＿＿＿＿＿＿＿＿＿＿＿

＿＿＿＿＿＿＿＿＿＿＿＿＿＿＿ 

＿＿＿＿＿＿＿＿

＿＿＿＿＿＿＿＿

＿＿＿＿＿＿＿＿ 
醫療計劃 
＿＿＿＿＿＿＿＿

＿＿＿＿＿＿＿＿ 

＿＿＿＿＿＿＿＿＿＿＿＿＿＿＿

＿＿＿＿＿＿＿＿＿＿＿＿＿＿＿

＿＿＿＿＿＿＿＿＿＿＿＿＿＿＿ 

＿＿＿＿＿＿＿＿

＿＿＿＿＿＿＿＿

＿＿＿＿＿＿＿＿ 
藥房 
＿＿＿＿＿＿＿＿

＿＿＿＿＿＿＿＿ 

＿＿＿＿＿＿＿＿＿＿＿＿＿＿＿

＿＿＿＿＿＿＿＿＿＿＿＿＿＿＿

＿＿＿＿＿＿＿＿＿＿＿＿＿＿＿ 

＿＿＿＿＿＿＿＿

＿＿＿＿＿＿＿＿

＿＿＿＿＿＿＿＿ 
家庭支援 
＿＿＿＿＿＿＿＿

＿＿＿＿＿＿＿＿ 

＿＿＿＿＿＿＿＿＿＿＿＿＿＿＿

＿＿＿＿＿＿＿＿＿＿＿＿＿＿＿

＿＿＿＿＿＿＿＿＿＿＿＿＿＿＿ 

＿＿＿＿＿＿＿＿

＿＿＿＿＿＿＿＿

＿＿＿＿＿＿＿＿ 
其他機構 
＿＿＿＿＿＿＿＿

＿＿＿＿＿＿＿＿ 

＿＿＿＿＿＿＿＿＿＿＿＿＿＿＿

＿＿＿＿＿＿＿＿＿＿＿＿＿＿＿

＿＿＿＿＿＿＿＿＿＿＿＿＿＿＿ 

＿＿＿＿＿＿＿＿

＿＿＿＿＿＿＿＿

＿＿＿＿＿＿＿＿ 
其他機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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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醫療紀錄授權書 

 
日期：＿＿＿＿＿＿＿＿＿＿＿ 
致：＿＿＿＿＿＿＿＿＿＿＿＿＿＿＿  ＿＿＿＿＿＿＿＿＿＿＿＿＿＿

 （醫生等姓名）      （電話） 
＿＿＿＿＿＿＿＿＿＿＿＿＿＿＿＿＿  ＿＿＿＿＿＿＿＿＿＿＿＿＿＿ 
          （傳真） 
事由：醫療紀錄和溝通，有關： 
 
＿＿＿＿＿＿＿＿＿＿＿＿＿＿＿＿＿ 
（你孩子的姓名） 
發件人： 
＿＿＿＿＿＿＿＿＿＿＿＿＿＿＿＿＿ 
（姓名） 
＿＿＿＿＿＿＿＿＿＿＿＿＿＿＿＿＿ 
（地址） 
＿＿＿＿＿＿＿＿＿＿＿＿＿＿＿＿＿ 
＿＿＿＿＿＿＿＿＿＿＿＿＿＿＿＿＿ 
（電話號碼） 
 
請將孩子的全部醫療紀錄： 
＿＿＿＿＿＿＿＿＿＿＿＿＿＿＿＿＿＿  ＿＿＿＿＿＿＿＿＿＿＿＿ 
（孩子姓名）        （出生日期） 
寄給：＿＿＿＿＿＿＿＿＿＿＿＿＿＿＿ 
（聯絡人） 
＿＿＿＿＿＿＿＿＿＿＿＿＿＿＿＿＿＿ 
（機構名稱） 
＿＿＿＿＿＿＿＿＿＿＿＿＿＿＿＿＿＿ 
（地址） 
＿＿＿＿＿＿＿＿＿＿＿＿＿＿＿＿＿＿  （ ） 
           我希望未來的報告或溝通亦 
寄到我家裡：        寄到我家裡。這樣可使我更 
＿＿＿＿＿＿＿＿＿＿＿＿＿＿＿    容易的統籌資料和為我孩子 
（你的姓名）        的護理做決定。 
＿＿＿＿＿＿＿＿＿＿＿＿＿＿＿＿＿＿ 
（地址）         謝謝你的合作， 
＿＿＿＿＿＿＿＿＿＿＿＿＿＿＿＿＿＿ 
＿＿＿＿＿＿＿＿＿＿＿＿＿＿＿＿＿＿  ＿＿＿＿＿＿＿＿＿＿＿＿ 
（電話號碼）        （你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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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兒童健康和預防傷殘（CHDP) 計劃：社區行為健康服務（CBHS）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415-575-5712 州電話：415-255-3400 
計劃：电话线资源中心 計劃：健康家庭 
聯絡：家庭支援中心 聯絡： 
地址：1633 Mission Street, 7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3 

地址： 

電話：415-920-5040 電話：888-558-5858 
州電話： 州電話： 
計劃：加州醫療保險 計劃：地區中心 
聯絡： 聯絡：金門地區中心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415-546-9222 
州電話：888-558-5858 州電話： 
計劃：補充社安金（SSI） 計劃：需要家庭臨時協助

（TANF/CalWorks）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800-772-1213 州電話：往見你的本地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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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計劃：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 州電話： 
計劃： 計劃：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 州電話： 
計劃： 計劃：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 州電話： 
計劃： 計劃：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 州電話： 
計劃： 計劃： 
聯絡： 聯絡：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州電話： 州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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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發展檢查清單 
 
請使用此檢查清單紀錄你孩子發展。此名單包括一些你孩子在某個年齡需要做或

準備做的事情。因為兒童的發展率各有不同，這些步驟和他們的時間各個兒童會

有差異。請使用此檢查清單和你孩子的醫療服務者討論，認識什麼對你的孩子是

適當的和「符合目標」的。如你有任何問題，請和你的醫療服務者討論。 
 
第一個星期：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回應令其驚愕的聲音，眨眼，哭泣，變得安靜，或改變呼吸 
 用她的雙眼看其他人的臉孔和跟隨物件走；對你的面孔和聲音有所回應 
 移動他的雙臂，雙腿，和頭 

 
第一個月：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回應令其驚愕的聲音，貶眼，哭泣，或安靜 
 用她的雙眼看其他人的臉孔和跟隨物件走 
 移動他的雙臂，雙腿，和頭；腹向下時能稍為抬起她的頭部 
 每次睡三至四小時；醒時保持一個小時或以上 

 
第二個月：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用唧唧作聲，汨汨聲，和嘆氣來表達自己 
 按示與父母一起的快樂；在你微笑的時候他亦微笑 
 有興趣聽聲音和看物件；對聲音有所回應 
 腹部向下用前臂支援時，能抬起她的頊，頸，和上胸 
 當他在挺直時，更能控制頭部 

 
第四個月：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抬起他的頭和胸；控制頭部良好；能滾身轉動 
 用呀呀學語，唧唧作聲，微笑，笑，和尖叫來表達自己 
 能張開手；雙手互握；接觸和拍打玩具及物件，抓撥浪鼓 
 認得你的聲音和觸摸 
 每晚睡最少六個小時 

 
第六個月：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認得自己的姓名；聽到聲音時能轉頭 
 開始講「dada」或「baba」的聲音；笑，尖叫，或模仿其他的聲音 
 腹向下時能用雙手借力推起身體；有支援下能坐立；抬起頭；安放妥當

時能站起；滾身轉動 
 將方體物件從一手轉到另一手，能掠過小的物件；抓物件和將物件放入

口 
 出第一隻牙；開始自己喂食 

 
第九個月：你的嬰孩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用雙手和雙膝借力站起，從迅速移動下身爬行或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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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陌生人感到焦慮，或在你離開她的時候感到不安 
 將物件放入口中；用手指自己喂食；用手指刺戳 
 丟，拋，搖，或重擊玩具看看會發生什麼 
 將自己拉起至站立的位置；無須支援能坐好 
 學習搖手講「拜拜」 
 玩捉迷藏或玩數字 pat-a-cake 遊戲 
 叫他的名字時會有回應；講幾個單字例如「媽媽」或「爹爹」；明白幾

個字 
 
一歲：你的幼兒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將自己拉起至站立，徘徊；和走幾步 
 玩 pat-a-cake 遊戲，捉迷藏，或 so-big 遊戲；將積木互擊；尋找跌下或

隱藏的物件 
 講一至三個單字；模仿聲音；搖手示意「拜拜」 
 用她的手指自己喂食 

 
十五個月：你的幼兒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講三至十個單字；明白簡單的指令；聽故事 
 指著他身體的部位 
 走路良好；彎下上身；爬樓梯；疊起兩塊積木 
 用手指自己喂食；用杯飲 
 用拉，指，或作呼嚕聲，告訴他想要什麼 

 
十八個月：你的幼兒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快步走；呆板地跑；向後走 
 拋球；在地上拉玩具；疊起三塊積木 
 講十五至二十個單字；模仿他人講的單字；用兩個字的片語；能按簡單

指示行動 
 聽故事；看圖片；指出一些身體部位；講出物件；亂寫 
 表示好感；開始吻人 
 知道如何使用匙或杯 

 
兩歲：你的幼兒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每次一步上下樓梯 
 踢球；疊五塊積木 
 知道最少二十個單字；講兩個字的片週 
 能按照兩個部份的指示行動 
 模仿成年人 

 
三歲：你的孩子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跳或踢球；騎自行車 
 知道他的姓名，年齡，和性別 
 摹繪圓型和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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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穿衣進食 
 
四歲：你的孩子可能在以下方面已準備就緒： 

 唱歌；講他日間做些什麼 
 畫出人形象，身體三個部份 
 能分別幻想與真實 
 告訴你她的名和姓 
 疊一個十層高的塔；能單腳跳；舉手過肩擲球；騎自行車 

 
此檢查清單由 HRIIC（高風險嬰孩機構委員會）編寫。可瀏覽 HRIIC 網頁，

www.hriic.org/ 


	APA的宗旨，從為家庭提供支援服務預防虐兒與家庭暴力，促進健康的亞太裔兒童和家庭。APA同時通過教育、社區建設、和領導發展，為亞太裔爭取適應其文化之服務。APA是唯一以醫院為基地之機構，為亞太裔家庭和兒童提供居家家庭支援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