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障碍儿童家庭常见问题 (FAQ)
New Jersey 儿童及家庭部 (DCF) 是负责为 21 岁以下具有智力和/或发育障碍 (I/DD) 的儿童及青少年
提供服务的指定州府部门。另外，儿童护理系统 (CSOC) 还负责 New Jersey 18 岁以下儿童享受由
州府提供的儿童发育障碍服务资格的认定。但是，对于 18 岁以上的人士，将由 New Jersey 发育
障碍司认定其享受相关终身规划服务的资格。
以下信息旨在回答与 New Jersey 儿童护理系统可提供的发育障碍服务相关的常见问题。

关于护理系统
护理系统是一种关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全局性方式。通过护理系统为儿童提
供服务的方式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社区正在探索如何改善罹患严重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儿童
的福利。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家庭使用的社区型治疗方案，私人保险资源非常有限，家外治疗通
常需要放弃对孩子的监护权，而将其交由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监护。
过去二十年以来，全国各地社区对这种方式进行了检验和改进，并延伸至年幼的儿童、州府监护
的儿童以及被拘禁的儿童等其他儿童群体。
New Jersey 儿童护理系统于 1999 年作为联邦拨款计划成立，到 2006 年已扩大到为每个郡提供所
有基本服务。New Jersey 儿童护理系统始终为社区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中的行为健康障碍青少年
提供支持。2013 年开始还为发育障碍和/或智力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并为某些青少年提
供药物滥用治疗协调服务。
PerformCare 是什么？
PerformCare New Jersey 是 New Jersey 儿童护理系统的签约系统管理者。PerformCare New Jersey
为 New Jersey 的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重点的单一服务点，帮助这些儿童
获取行为健康、药物滥用治疗以及发育障碍等方面的公共服务。
DCF 的儿童护理系统通过 PerformCare 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全天候为家庭提供服务，帮助这些
家庭为孩子获取行为健康、药物使用和/或发育障碍方面的服务。
签约系统管理者 (CSA) 是什么？
PerformCare 作为签约系统管理者，管理着为具有行为健康障碍、药物滥用治疗需求和/或发育障
碍的儿童提供服务的州府服务交付系统。其中包括为家庭提供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的全天候服
务，每年为 50,000 多名 New Jersey 儿童进行护理协调。

资格认定
我的孩子曾经被 New Jersey 发育障碍司 (DDD) 认定为符合资格。我的孩子现在仍然符合资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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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家里的青少年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已被 DDD 确定为具备接受发育障碍服务的资格，
则不需要重新申请儿童发育障碍资格认定。请注意，资格认定的有效期为您的孩子 18 岁生日之前，
随后需要由 DDD 重新进行资格评估。
我如何为我的孩子申请发育障碍资格认定？
如果您的孩子未满 18 岁，则您可前往 PerformCare 网站 http://www.performcarenj.org/families/disa
bility/determination-eligibility.aspx 获取申请材料。
如果您无法使用电脑，则请拨打电话 1-877-652-7624 与 PerformCare 联系，要求将申请材料邮寄
给您。
对于年满 18 岁的青少年，将由公众服务部的发育障碍司 (DDD) 负责其资格认定。欲了解这方面的
更多信息，请致电 1-800-832-9173 或访问 New Jersey 发育障碍司网站 http://www.state.nj.us/huma
nservices/ddd/home/index.html。
资格认定的申请审查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资格认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要同时提交所有需要的表格、文件以及当
前辅助评估。
请注意，您必须完成提交所有必要信息，发育障碍资格认定团队才会处理您的申请。

服务
我如何为我的孩子获取服务？
儿童护理系统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一系列服务，您可通过致电 PerformCare 获取这些服务。您
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随时拨打 PerformCare 电话 1-877-652-7624 来请求服务。
注意：您的孩子的教育需求仍然通过孩子的学区提供，其中包括孩子使用教育设施所需的服务。

具有发育障碍的青少年可获得哪些服务？
对于曾经通过发育障碍司获得服务的青少年而言，当前服务内容变动不大，基本与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前相同。这些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群体之家安置、居家支持以及夏令营费用援助。
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具有 I/DD 的儿童的无法通过学校相关服务、医疗保险可报销的医疗
服务或其他现有支持或服务得到满足的需求。如果您孩子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请致电我们以讨
论您的选项。请务必了解，能否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州府资金的可用性。
发育障碍家庭支持服务是什么？
发育障碍家庭支持服务旨在为居住在自己家中且符合发育障碍资格的青少年的照护者提供支持。
各地区家庭支持计划委员会接受 New Jersey 发育障碍委员会的领导，根据从家庭那里收到的意见
给出建议，以协助儿童护理系统对这些服务的资金进行分配。
以下列示的是一些典型的家庭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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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暂歇
辅助技术
家庭整修和车辆改装

我可以如何获取发育障碍家庭支持服务？
请拨打 1-877-652-7624 联系 PerformCare，要求填写家庭支持服务申请。
我可以获取发育障碍家庭支持服务多长时间？
PerformCare 授权的任何新服务将定期接受审查。您的家庭收到服务的多寡可能会根据当前的需求
增加或减少。
我已经向发育障碍司 (DDD) 提交了发育障碍家庭支持服务申请，但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服务。我需
要重新向 PerformCare 提出申请吗？
需要。我们需要获知您的最新信息来评估家庭需求。家庭支持服务申请在完成后有效期为一年。
您必须每年至少重新申请一次，才有可能获得可用的家庭支持服务。
我可以如何为我的孩子申请 CSOC 夏令营服务？
能否提供夏令营费用支持取决于资金可用性。请从每年三月份开始查看 PerformCare 网站，了解
有关资金可用性的最新消息及申请流程的相关信息。您可以通过访问 PerformCare 网站进行申请，
亦可以致电 PerformCare 要求邮寄申请材料。
CSOC 夏令营服务不需要完成家庭支持服务申请。参加经批准的营地活动的符合资格的青少年可获
得营地协助。每年，在营地获得批准后，将在 PerformCare 网站上公布。
我的孩子的个案经理是谁？
儿童护理系统重新构建了服务的协调方式。您可能会与当地的一家被称为 CMO（护理管理组织）
的护理管理机构发生联系，该机构将为您提供面对面的个性化和以家庭为中心的规划服务。但是，
对于许多儿童和家庭，不会指定单个个案经理。相反，儿童护理系统将通过 PerformCare 提供每
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可用的资源，以评估需求并推进服务交付。
我可以如何为我的孩子获取家外（住院式或群体之家）治疗？
儿童护理系统的理念认为家庭和社区是服务青少年的最佳场所。家外治疗被视为最后的选项，仅
在社区计划用尽之后才使用。如果家庭认为自己家的孩子的需求已经提高，需要采用家外治疗，
则应该首先致电 PerformCare。
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与当地护理管理组织 (CMO) 取得联系，则获取家外护理的决定应该由您本人及
孩子的护理团队共同做出。
对于具有发育障碍的孩子的家外（住院式或群体之家）护理，家庭的“护理贡献”责任是什么？
具有发育障碍的儿童的某些需求有时可能无法在家中得到满足。在某些情况下，儿童护理系统
(CSOC) 可以协助家庭安排孩子进入住院式护理机构，以便让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为其提供日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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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您的孩子进入发育障碍住院式护理机构之后，您作为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需要承担财务
责任。这些责任为法律要求，具体见 NJAC 10:46D 规定。
如果您的孩子年龄不足 18 岁，则您的“护理贡献”取决于您的财务状况以及您的孩子获得的非劳
动所得。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年满 18 岁，则您的“护理贡献”将仅根据孩子的非劳动所得及/或工
资收入进行评估。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对进入住院式护理机构者的不动产及个人财产提出抵押。
如果您被评估为需要做出“护理贡献”，但您拒绝支付费用，则可能因此提出其他抵押。
我的孩子/青少年有权享受哪些服务？
请务必记住，为符合发育障碍资格的青少年提供的服务不属于权利，能否提供这些服务取决于可
用的资源；如果无法提供所请求的服务，则可能会推荐替代服务。由于儿童护理系统 (CSOC) 是最
后付款人，因此需要首先用尽其他所有资金来源。
PerformCare 为我转介的服务是否免费？
虽然家庭可能无需为某些服务支付费用，但这些服务不是免费的。PerformCare 推荐和授权的服务
通过各种来源进行支付，例如州府及联邦公共资金、Medicaid、商业保险或自费。大多数通过公
共资金进行支付的服务不属于权利，能否提供须视可用性而定。PerformCare 与家庭联系时将要求
家庭提供保险信息。
某些服务可能由 Medicaid 或 New Jersey FamilyCare 承保。所有尚未取得 Medicaid 或 New Jersey
FamilyCare 资格的家庭都必须填写 New Jersey FamilyCare 申请。请参阅 http://www.state.nj.us/hum
anservices/dmahs/home/index.html 了解更多信息。但是，即使您被认定为不符合 Medicaid 资格，
您的孩子仍然可以从儿童护理系统获得服务。
另外，为符合发育障碍资格的青少年请求服务的家庭必须通过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
(www.socialsecurity.gov) 申请该青少年有权享受的所有福利，包括但不限于补充保障收入。
服务整合是否会对发育迟缓儿童从出生到 3 岁的早期干预造成影响？
不会。由 New Jersey 卫生署管理、根据残疾人教育法 (IDEA) 第 C 部分获得资助的早期干预计划，
不受这一重组行为之影响。

过渡到成人服务
我的孩子的护理从发育障碍司 (DDD) 过渡到儿童护理系统 (CSOC) 以后，将对孩子在发育障碍司的
社区护理轮候名单上的状态造成什么影响？
发育障碍司 (DDD) 目前维护着一个社区护理豁免计划 (CCW) 的轮候名单，该计划为发育障碍人士
的长期社区服务及支持提供资金。
2012 年 7 月 1 日之前已列入 CCW 轮候名单的孩子由于年龄原因进入成人系统后，将继续由 DDD
提供服务；这些孩子的服务需求将定期受到评估，包括评估到达轮候名单顶部的时间。
CCW 轮候名单不会再添加新的孩子。当孩子满 18 岁时，将在申请 DDD 资格认定时被告知 CCW 轮
候名单的相关信息。届时，如果孩子符合 CCW 标准，则将有机会进入轮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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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服务部的残疾服务司 (DDS) 对于为发育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方面将起到什么作用？
DDS 通过其信息和转介热线 1-888-285-3036 为具有任何残疾类型者及其家庭提供资源的作用没有
变。但是，DDS 不会为 21 岁以下儿童提供任何个案管理服务。

如果我的孩子在儿童时期被认定为符合资格，那么在其年满 21 岁时是否会自动取得享受 New
Jersey 发育障碍司 (DDD) 成人服务的资格？
不会。所有申请获得发育障碍司 (DDD) 成人服务的青少年在年满 21 岁时，都将通过 DDD 功能资
格认定程序来重新评估他们的 DDD 功能服务资格。
请注意，所有被发育障碍司认定符合资格的儿童将被同样视为有资格通过 DCF 儿童护理系统
(CSOC) 获得儿童发育障碍服务。
鼓励正在为孩子终身规划寻求发育障碍资格的家庭在孩子年满 18 岁时即开始向 DDD 申请资格认
定，包括确认 Medicaid 资格。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http://www.state.nj.us/humans
ervices/ddd/home/index.html。
如果我认为我需要为我的发育障碍孩子申请监护应该怎么办？
总体而言，为发育障碍儿童申请监护的可用资源有许多种。例如：
1. 家长可以亲自填写自辩表并收集所需文件，提出监护申请。可前往 New Jersey 最高法院网站
获取自辩表：https://njcourts.gov/courts/civil/guardianship.html
2. New Jersey 监护服务局：
http://www.state.nj.us/humanservices/ddd/services/guard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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