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盛頓州
Children & Youth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CYSHCN，有特殊醫療需求的

孩童與青少年）計劃

誰可以幫助我尋求適當的服務？CYSHCN 是指哪些群體？

請傳送電郵至 CYSHCN@doh.wa.gov
聯絡我們的工作人員

所有 CYSHCN 及其家人都能在我們的社區內 
心有歸屬，能夠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獲得成長， 

我們整合的系統可供他們平等使用，以支援 
他們的身心健康、發育、社交及情感健康

協助廣大家庭維權，幫助其獲得所需的資源和醫療服務。 
他們可協助（僅英文）您獲得： 

CYSHCN 是指下列兒童群體：

您對於孩子的健康或發育需求是否有何疑問？請致電 WithinReach 
Help Me Grow Washington 熱線，與家庭服務嚮導交談，為您 

解疑答惑！他們可協助您尋找所在地區提供的免費或價格低廉的

資源：

您可透過 www.ParentHelp123.org（僅英文）在線上尋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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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早期介入
針對未滿足的需求提供資源
殘疾相關服務
治療服務和專科服務

患有或可能患有*慢性身體疾病、發育障礙、行為障礙或 
心理疾病

對於醫療或相關服務的需求在類型或數量上超過一般兒童

父母和兄弟姐妹支援
青春期過渡資源
社交和娛樂機會
短暫休息資訊
發育篩查
醫療照護 
...等等！

我們的願景

當地  CYSHCN 協調員
我們的合作夥伴：

Help Me Grow Washington 熱線
1 (800) 322-2588

CYSHCN 支援服務信箱

若您需要本文件的其他格式，請致電 
1-800-525-0127。失聰或聽障客戶請
致電 711 (Washington Relay) 或傳送
電郵至 civil.rights@doh.wa.gov

*由於生物學因素（如遺傳病）或與罹患慢性病相關的環境因素， 
導致患病風險增加

doh.wa.gov/CYSHCN

華盛頓州

的兒童有特殊醫療需求

這一比例達到五分之一！

在 0-17 歲兒童中，有 19.7% 的兒童有特殊醫療需求

資料來源：2019-2020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 
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衛生資源和服務管理局）、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Bureau（婦幼衛生局）

mailto:CSHCN.support%40doh.wa.gov?subject=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Pubs/970-141-CoordinatorList.pdf
http://www.ParentHelp123.org
http://doh.wa.gov/CYSHCN


醫療服務合作夥伴 為廣大家庭提供的其他資源家庭領導、
參與及支援合作夥伴

營養服務網路（僅英文）為 CYSHCN 及其家庭提供營養服務支援。
您可尋找經過專門訓練的註冊膳食營養師 (RDN) 或社區餵養服務團
隊（僅英文）。

Partnerships for Action, Voices for Empowerment (PAVE)（使用 
Google 翻譯）
現有多項 Partnerships for Action, Voices for Empowerment（PAVE，行
動合作、呼籲賦權）計劃為廣大家庭提供幫助：

Parent to Parent (P2P)（僅英文）
Parent to Parent（P2P，家長同伴）計劃在各郡提供：

Washington State Fathers Network (WSFN)
Washington State Fathers Network（WSFN，華盛頓州父親網路）面向
父親和男性護理人員開展相關活動

Washington State Leadership Initiative (WSLI) 新聞通訊（使用 Google 
翻譯）
Washington State Leadership Initiative（WSLI，華盛頓州領導能力倡
議）新聞通訊旨在讓 CYSHCN 的家人瞭解各類活動、事件、網路研討會、
會議、訓練、志願活動、就業機會及資源。

註冊即可接收 WSLI 新聞通訊（僅英文）

通知家人 – 提供資訊和資源，幫助發育障礙患者過上豐富多彩的

生活。

Early Support for Infants & Toddlers（ESIT，嬰幼兒早期支援
計劃）（僅英文）– 針對 3 歲以下發育遲緩或殘疾兒童提供早期介

入服務。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dministration（DDA，發展障
礙管理局）（僅英文）– 提供諸如個人照護和短暫休息等服務和 

計劃。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OSPI，公共
教育監督辦公室）– 監督學區服務。

Office of the Education Ombuds（OEO，教育監察辦公室）– 
提供關於學區的資訊和衝突解決方案。

The Arc（僅英文）– 為所有智力障礙和發育障礙人士維權。 

地方分會（僅英文）為廣大家庭提供資訊。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Council（DDC，發育障礙理事會）
（僅英文）– 為發育障礙患者及其家庭制定計劃。

DD Ombuds – 受理和調查由使用發育障礙服務者提出的投訴。

Maxillofacial Review Boards（MFRB，頜面部評審委員會）（僅
英文）確保醫療服務提供者為唇/齶裂兒童規劃並實施相互配合協調
的治療。

請造訪 medicalhome.org（僅英文），詳細瞭解如何成為孩子的醫
生及孩子醫療團隊其他成員的高效合作夥伴。

Neurodevelopmental Centers（NDC，神經發育中心）（僅英
文）提供職業治療、言語治療、物理治療及其他支援服務。NDC 通
常與當地協調員和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合作。

CYSHCN 營養服務網路

Maxillofacial Review Boards

醫療之家合作項目

卓越的  Neurodevelopmental Centers (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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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to Family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使用 Google 翻
譯）可幫助您尋找資源，以資助您的醫療需求

Lifespan Respite WA（使用 Google 翻譯）為護理人員的短暫休
息（短期休假）提供資金補助

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PTI，家長訓練與資訊計劃）
（使用 Google 翻譯）致力於為殘障學生提供支援

Specialized Training of Military Parents（STOMP，軍人家長專
門性訓練計劃）（使用 Google 翻譯）致力於為軍人家庭提供支援

一對一同伴支援與分享小組 
最新資訊與訓練 
幫助家長同伴的輔導課程 
針對 CYSHCN 的 Sibshops 計劃

資源和轉診

https://nutritionnetworkwa.org/nutrition-network/
https://nutritionnetworkwa.org/feeding-teams/locating-feeding-teams/
https://nutritionnetworkwa.org/feeding-teams/locating-feeding-teams/
https://wapave.org/
https://arcwa.org/parent-to-parent/
https://fathersnetwork.org/
https://wslicoalition.org/
https://www.tfaforms.com/4927142
https://informingfamilies.org/
https://www.dcyf.wa.gov/services/child-development-supports/esit
https://www.dcyf.wa.gov/services/child-development-supports/esit
https://www.dshs.wa.gov/dda
https://www.dshs.wa.gov/dda
https://www.dshs.wa.gov/office-of-the-secretary/chinese
https://www.dshs.wa.gov/office-of-the-secretary/chinese
https://www.oeo.wa.gov/zh-hant
https://arcwa.org/
https://arcwa.org/connections/chapters/
https://ddc.wa.gov/
https://ddombuds.org/
https://www.doh.wa.gov/YouandYourFamily/InfantsandChildren/HealthandSafety/ChildrenandYouthwithSpecialHealthCareNeeds/Partners/MaxillofacialTeams
http://www.medicalhome.org
https://www.doh.wa.gov/YouandYourFamily/InfantsandChildren/HealthandSafety/ChildrenandYouthwithSpecialHealthCareNeeds/Partners/NeurodevelopmentalCenters
https://www.familyvoicesofwashington.org/
https://www.lifespanrespitewa.org/
https://wapave.org/parent-training-and-information-program/why-get-help-from-pti/
https://wapave.org/specialized-training-of-military-parents-stomp/
https://wapave.org/specialized-training-of-military-parents-sto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