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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 
 

本指南的目的是什么？ 

所有孩子都需要来自家庭一定程度的支持以保持健康、安全和快乐。

有智力和发育障碍 (I/DD) 的孩子，比起一般孩子，更需要上述援助。

本指南将帮助您理解什么是服务群组？它是如何指定的？以及如果您

不认同您孩子的服务群组，您应该做什么？无论您的孩子被分配到哪

个服务群组，您都将主导决定您的孩子接受什么服务。  

什么是俄勒冈需求评估？ 

俄勒冈需求评估 (Oregon Needs Assessment, ONA) 助力我们实现我们的

愿景，即构建便于利用且响应残障人士及其家庭成员优势、需求和动

向的支持体系。 

发育障碍服务局 (Office of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ervices, ODDS) 运
用俄勒冈需求评估了解您孩子在没有任何服务支持的情况下将面临怎

样的挑战。它是由一名评估员，在您、您的孩子以及其他您指定人士

的协助下完成的。  

评估所得信息将帮助您、您的孩子和那些您指定协助您进行规划的人

士探讨何为对您孩子最佳的支持。我们不会在俄勒冈需求评估中确定

您的孩子将受到的支持以及为达到他们的目标应提供的帮助，因为这

部分是属于个人支持计划 (Individual Support Planning) 流程中的内容。

您、您的孩子和其他您指定的人士将决定最符合您孩子需求以帮助他

们实现目标的支持。您孩子的俄勒冈需求评估和由此产生的服务群组

只是计划过程的一部分。  



 

2 

为什么服务群组如此重要？ 

如果您的孩子接受发育障碍服务作为其生活支持之一，则服务群组将

决定每个月向保健提供者（“提供者”）支付酬金的最多时数。服务群

组同时也决定会向服务提供者支付多少酬金。 

我孩子的服务群组是如何确定的？ 

我们将根据俄勒冈需求评估中的特定问题，决定您孩子的服务群组。

本指南将在以下部分继续向您详细介绍服务群组的决定方式。  

服务群组如何组成？ 

服务群组的组成首先依据的是服务对象的年龄，比如婴幼儿（新生儿

到 3 岁）、幼年儿童（4 岁到 11 岁）、青少年（12 岁到 17 岁）和成

年人（年满 18 岁）。针对每个年龄段，基于支持需求组成不同的服务

群组。  

什么原因会导致个人被分配到青少年服务群组：极高支持需

求青少年服务群组？  

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均有可能导致个人被分配至该服务群组：  

• 因残疾而有极高程度的一般支持需求 

• 因一种或多种疾病而需要极高程度的支持 

• 因行为障碍而需要极高程度的支持  

青少年群组成员：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中的成员为特殊个

人。他们因相似的援助需求类型或级别被分配至同一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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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针针针针针针针针针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的一般

支持需求标准是什么？  

为了衡量一般支持需求，重点是对俄勒冈需求评估中的日常生活活动

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 (ADLs/IADLs) 作出回应。ONA 询问了关于各

种日常生活活动的问题，以及个人在这些活动中的支持需求量。  

每个问题的评分为 1 至 6 分。每个问题的评分标准如下： 

 

我们将您对 ONA 中问题的回答用于构成一份整体性评分，即一般支持

需求 (General Support Need, GSN) 评分。  

 

首先，关于 ONA 穿戴和移动能力的回答被合并为两个项目： 

  独立能力  

 

 

 

 

 

下半身穿戴 

上半身穿戴 

请以最高支持需求标准进行 
回答。 

穿戴能力 

能借助轮椅 
移动 150 英尺 

能行走 150 英尺 

如果有使用轮椅，请回答； 
如果没有，请回答行走部分 
问题。 

移动能力 

1    
可独立生活

2          
需要起居或

清洁援助

3                
看管或接触性

援助

4        
需要部分/
中度援助

5  
需要大量/
最大量援助

6   
不可独立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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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如上图所示，穿戴和移动能力被添加至 ONA 关于其他十二个问

题的回复当中。由此我们添加了如下十四个问题回复： 

 

如果您选择不作答 ONA 中的问题或其中的问题并不适用于您的情况，

则该题评分为 1。如果因身体状况或安全顾虑而无法进行某项活动，则

该题评分为 6。 

上述十四个问题的问答总得分为 14 到 84。该得分称为 GSN 评分。

GSN 分数在 74 到 84 之间的青少年将被分配至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

务群组。  

针对青少年服务群组：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的一般

支持需求标准是什么？  

该标准的侧重点在于俄勒冈需求评估中关于医疗支持需求的问题。

ONA 询问了许多关于医疗护理或治疗的不同问题，特别是您需要接受

护理或治疗的频率。  

穿/脱鞋袜 进食 如厕卫生
自行淋浴/

沐浴

口腔卫生 其他卫生 家务劳动 制作便餐

洗衣
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

金钱管理 轻购物

穿戴能力 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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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问题的评分为 0 至 3 分。每个问题的评分标准如下：  

 

以下二十八个关于医疗护理和治疗问题的回答，总分同样用以上评分

标准计算。  

 

 

 

 

 

0                          
无需接受

1                    
少于每周一次

2             
每周一次而
非每天一次

3                     
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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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上述二十八个问题的得分称为医疗支持需求 (Medical Support 
Need, MSN) 评分。ONA 还会询问是否有人对您进行护理或治疗。  

如果您的 MSN 评分在 5 到 84 之间并且至少接受一项日常医疗护理或

治疗，您将会被分配至该群组。  

呼吸治疗 胸部叩击 体位引流 雾化 气管雾气治疗

口腔抽吸：

仅限口腔
呼吸道痰液抽吸 气管抽吸 鼻咽抽吸 其他抽吸

气切造口护理 中心导管护理 静脉注射 皮下注射 空肠造瘘管

鼻饲管或腹部喂管
留置或耻骨

导管监测 插管（间歇性）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双水平气道正压

通气

呼吸机

输氧 结肠造口、
尿道造口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脑积水分流监测

氯苯氨丁酸泵 伤口护理
三期或四期

溃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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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青少年服务群组：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的一般

支持需求标准是什么？  

ONA 会对不同的行为障碍及其支持需求进行询问。作出以下回复的青

少年，将被分配至极高支持需求青少年服务群组： 

在过去一年里出现过以下两项行为障碍（或缺乏支持可能出现）： 

 
正接受以下至少一项支持：

 

对如下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是”： 

 

如果您想查看您孩子的俄勒冈需求评估以了解其如何评分，您可以联

系您孩子的服务协调员获取评估。 

 

  

日常主动支持/
身体引导提示

至少每月一次的

保护干预
过去一年里接受过
两次急救/危机服务

申请了正向行为支持计划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进行了正向行为支持计划

自残
带有侵略性或

攻击性
性攻击/性侵犯 损毁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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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同意您孩子分配到的群组 

您和您孩子的生活参与者最好了解一下您孩子需要什么以实现他们的

目标。当您不同意您孩子所接受服务和支持的相关决定时，您有权做

出其他选择。  

如果您不同意，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看相关措施。这些页面阐述了

您的孩子何时具备获得例外处理的资格，以及如何就例外处理提出申

请，包括标准听证和上诉权利及流程。 

请求听证：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
DISABILITIES/DD/Pages/Administrative-Hearings.aspx 

申请例外处理：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
DISABILITIES/DD/Pages/Exception-Step1.aspx 

 

资源 

了解更多 

更多关于服务群组如何构建和线上操作步骤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Service-
Groupings.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Administrative-Hearings.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Administrative-Hearings.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Exception-Step1.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Exception-Step1.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Service-Groupings.aspx
https://www.oregon.gov/dhs/SENIORS-DISABILITIES/DD/Pages/Service-Grouping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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