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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南针项目 
问题 回答 
什么是指南针项目？ 指南针项目由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 (ODDS) 

创建，旨在改善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参与服务的方式。 

 
指南针项目致力于提供： 

• 易于查找和易于理解的信息。 
• 简单灵活的规划流程。 
• 专为您设计的服务和护理。 

 
指南针项目将如何改变我的服务？ 指南针项目改善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参与服务的方式。

这种以人为本的新方法有助于我们单独了解每个人，

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

新流程更加透明、简单和灵活，提供专为个人设计的

服务和护理。 
 
指南针项目采用一种评估工具，该工具称为俄勒冈州

需求评估 (ONA)。ONA 中的某些问题将有助于根据

您的护理需求确定适合您的服务小组。当您进入个人

护理计划 (ISP) 规划流程时，服务小组界定可能适合

您的服务。 
 
对于独自居住或与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服务小组将

确定可能适合在 ISP 规划流程期间使用的小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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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南针项目 
问题 回答 

该变更将到 2023 年才会发生。ODDS 将提前与受到

影响的人进行沟通。 
 
对于居住在住宅型环境（例如团体家庭）中的人，

服务小组将确定提供者为您提供护理所收取的服务费用。 

 
大多数人的服务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少数人可能因

其个人需求而调整服务时间。 
 

指南针项目何时完成？ 指南针项目继续推行中，旨在改善智力和发育障碍人

士参与服务的方式。ODDS 致力于评估流程，听取

个人和家庭的反馈意见。我们将在特定时间点评估和

可能更新指南针项目，以确保满足人们的需求。 
 

指南针项目是否会让我更改提供者？ 否，您无需因为指南针项目而更改您的提供者。指南

针项目将为您提供更多信息，以帮助您在服务以及谁

可以最好地提供服务方面做出正确选择。 
我接受辅助生活服务。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您目前不会受到影响。日后，您的提供者获支付的收

费有可能变更，具体视您被指定的服务小组而定， 
但您的服务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我住在寄养家庭。我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您目前不会受到影响。日后，您的提供者获支付的收

费有可能变更，具体视您被指定的服务小组而定， 
但您的服务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为什么执行指南针项目？ 指南针项目由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 (ODDS)  
创建，旨在改善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参与服务的方式。 

 
2013 年，立法机关指示 ODDS 采用单一的统一需求

评估工具，以供任何向 ODDS 获得服务的人使用。

于是，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应运而生。新工具是

一项循证工具，按照广泛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意见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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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南针项目 
问题 回答 

ODDS 目前竭力使用该工具以确保流程完全透明；

人们确切了解他们将获得多少小时的服务；并将确保

提供者获得适当的报酬。 
 

我可否选择退出指南针项目？ 指南针项目正在改善提供俄勒冈州智力和发育障碍服

务选项的各个环节。 
 

如果我住在自己家或住在家人的家里， 
该项目何时将影响我接受服务的小时数。 

ODDS 将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对部分提供者应用新收

费标准，这将不会改变您的任何服务，仅会改变特定

提供者获得偿付的方式。我们直到 2023 年的某个时

间才会采用新的居家护理工时安排，ODDS 将提前向

您和任何受到影响的人告知有关任何变更的信息， 
以便您有充足的时间就任何变更做好规划。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问题 回答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是否确定了我的服务小时数？  
 

请注意，以下变更到 2023 年才会发生。俄勒冈州需求

评估 (ONA) 将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最适合您和您的家人

的服务和护理。ONA 结果将为您提供可用于个人护理

计划 (ISP) 流程的小时数范围。在您的 ISP 会议期间，

您将与您的案例管理人和您的团队一起决定您需要多

少小时的护理，以及将如何使用护理以实现您的个人

目标。请注意，该变更到 2023 年才会发生。ODDS 
将提前向您和受到影响的其他人告知有关任何变更的

信息，以便您有充足的时间就变更做好规划。 
 

什么是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为什么我需要接受评估？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有时简称为“ONA”，简称的发音

为“欧纳”）是一项必需的年度评估，该工具可帮助我

们了解我们所服务的每个人，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所需，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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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问题 回答 

评估员或案例管理人将与您一起每年进行一次俄勒冈

州需求评估，并向您询问有关您的生活所需的问题。

这将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最适合您和您的家人的服务和护

理。您也可以请您的案例管理人或护理团队的其他成员

帮助处理这项工作（如果这样做让您更安心自在）。 
 
ONA 是一项工具，它将取代目前用于确定收费和工

时的各种评估工具。ONA 用于确定若干年度要求，

例如护理级别、风险识别、增强状态和服务小组。 
联邦法规要求接受 Medicaid 资助的家庭和社区服务

的每个人每年都进行一次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该评估与我过去进行的评估有何不同？ 过去，我们采用许多不同的评估，以了解人们的需求。

评估告知每个人接受的服务小时数，以及向提供者支付

的费用。您花费大量时间填写这些表格，可能令您晕头

转向，甚至造成信息不一致的情况。现在，所有这些评

估都被合并到俄勒冈州需求评估的一个高效流程。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是否将更改我的提供者收费？ 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ONA 将帮助确定部分提供

者的适当收费，包括成人团体家庭、日间护理活动和

就业提供者。有关如何确定收费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网站 https://go.usa.gov/xtfnT。 
 

谁将为我进行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案例管理人开展过往的评估。

现在，一名新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称为评估员）将带

领您完成这个流程。如果您愿意，您的案例管理人及其

他人在评估期间可以协助您回答问题。有时，案例管理

人可能需要完成您的 ONA，而非由评估员完成。 
 

为什么俄勒冈州需求评估询问个人问题？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服务

的每个人，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所需，以便实现他

们的目标。为此，我们需要询问 
个人问题，以确定您需要获得哪些具体护理，以便我

们为您提供最适合您和您的家人的护理。 

https://go.usa.gov/xtf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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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需求评估 (ONA) 
问题 回答 

 
俄勒冈州需求评估是否保密？ 是，ONA 严格保密。接受评估的人或其照顾者／监护人

将获得一份填妥的 ONA 副本。您的提供者也可以索取

一份副本。除非您明确要求不向您的提供者分享您的 
ONA，否则您的案例管理人可能会向您的提供者分

享您的 ONA 结果。 
 

如果我不同意我的俄勒冈州需求评估的评分方式，

该怎么办？ 
 

如果您不同意您的 ONA 结果，请告知您的案例管理人，

他们将联系您的评估员，开展跟进工作。 
 
评估员将评估疑虑，更改 ONA 或报告选择此评分  
的原因。他们可能索取更多信息或文件。如果您仍然

不同意，您可以向 ODDS 投诉。ODDS 可能审核您的 
ONA 或为您完成新的 ONA。 
 

 
 
特例 
问题 回答 
什么是特例？ 在 24 小时住宅型服务中，您的提供者的服务收费是

一个例外。如果您的提供者需要更多资助来支付更多

为您提供护理的员工的薪酬，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按特

例处理。24 小时住宅型服务为您提供全天候护理，

特例不会改变这一点。您的案例管理人将与您的提供

者合作，在需要时提交特例申请。 
 

指南针项目是否更改我已获批准的特例？ 
 

对于 24 小时环境特例，特例是关于您的提供者收费。

根据从 2022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新收费模式，

您的服务收费可能发生变更。您的服务将保持不变。

如果收费发生变更，提供者将确定他们是否需要提交

特例申请。您的服务协调员将与您和您的提供者一

起确定是否需要提交特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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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例 
问题 回答 
我想继续选用一名真正优秀的提供者。我可否

提出特例申请，让他们获得更高报酬或让他们

能够向我的员工支付更多报酬？ 

收费被设定为标准，不会予以调整，以向员工支付更

高报酬。特例仅适用于您需要更多护理时。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需要特例？ 您的案例管理人将与您和您的团队一起确定如何使用护

理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您需要的护理超出了您的评估

或指南针项目收费所能提供的护理，且没有其他方式可

以满足您的需求，您的案例管理人将提出特例申请。 
 

提供者是否可以直接向 ODDS 提交特例申请？ 如果提供者需要特殊服务收费才能为个人提供护理，

提供者必须与案例管理人合作。案例管理人将与提供者、

个人和 ISP 团队合作，以确定 ONA 是否准确以及是

否有任何替代资源。如果此后确定需要按特例处理，

则案例管理人负责填写特例申请，并将申请提交给 
ODDS。案例管理人应与提供者密切合作以获取所需

信息，但填写和提交表格是案例管理人的责任。当特

例是针对提供者收费时，案例管理人将在提交的特例

申请电子邮件中载明提供者。 
 

收费变更 
问题 回答 
我的提供者可能更改收费。 

这是否将改变我的服务？ 

否，您的服务不会因为您的提供者收取报酬的方式改变

而发生任何变化。您将继续像今天一样接受您的服务。

您无需更改您的提供者。 
 

收费变更是否将影响我的服务小时数？ 如果您住在自己家或住在家人的家里，且接受日间护

理活动 (DSA) 或就业服务，您的 DSA 或就业提供者

收取报酬的方式可能有所变更。但对于您接受多少小

时的居家护理服务，目前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提供者获得了什么报酬？ 您的案例管理人可以提供此信息。 
为什么收费会发生变更？ 上一次开展收费研究是在 2008 年。目前的收费模式已

经过时。新收费模式将向提供者支付具竞争力的工资，

使 ODDS 维持优质的提供者网络和员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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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绑：直接护理服务 (DNS) 和专业行为服务 
问题 回答 
什么是解绑？  目前，团体家庭提供者获支付的收费包括护理和行为

护理资金。因此，您可能不能为这些服务选择不同的

提供者。解绑是指将这两类护理的收费和提供者区分

开来。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如果您住在团体家庭，

您将能够就直接护理服务 (DNS) 和专业行为护理 
(PBS) 选择不同的提供者。 
 

如果我住在团体家庭，如果我需要直接护理服务 
(DNS) 或专业行为护理 (PBS)，我是否可以选

择不同的提供者？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您将能够就直接护理服务 
(DNS) 或专业行为护理 (PBS) 选择不同的提供者。

您的服务协调员可以与您一起查阅符合资格的提供者

（DNS 和 PBS）清单供您选择，以便在您的团体家

庭为您提供护理。 
 
您也可以选择让您的团体家庭为您提供 DNS 或 PBS 
服务方面的护理，前提是 ODDS 批准他们提供这些

服务。 
 
您可以就 DNS 和 PBS 继续选用 24 小时提供者， 
前提是该提供者获得 ODDS 的批准。 
 
您的服务协调员可以与您一起查阅符合资格的提供者

（DNS 和 PBS）清单供您选择，以便在您的团体家

庭为您提供护理。 
 
您也可以选择让您的团体家庭为您提供 DNS 或 PBS 
服务方面的护理，前提是 ODDS 批准他们提供服务。 
 

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获得直接护理服务 
(DNS) 或专业行为护理 (PBS)？ 
 

直接护理服务 (DNS)： 
您的服务协调员将联系 ODDS 以安排开展直接护理

服务资格标准评定，该评定是为了解您是否有资格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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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绑：直接护理服务 (DNS) 和专业行为服务 
问题 回答 

得这项服务。我们将向服务协调员发送一份备忘录，

以表明您是否符合资格以及拥有多少护理小时数。 
 
 
专业行为护理 (PBS)： 
作为您的整体 ISP 计划的一部分或为满足您的持续

护理需求，您的个人护理计划 (ISP) 团队将与您一

起审核任何就专业行为护理提出的申请或需求。 
 

我的提供者如何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获得直接护

理服务 (DNS) 或专业行为护理 (PBS)？ 
直接护理服务 (DNS)： 
作为帮助您选择选项的一部分，如果您的服务协调员

收到确认资格的 DNS 备忘录，他们将联系您的团体

家庭提供者。 
 

专业行为护理 (PBS)： 
作为您的 ISP 或持续护理的一部分，您的服务协调员、

ISP 团队和提供者将与您一起确定是否需要 PBS。 
 

如果我需要直接护理服务 (DNS) 或专业行为

护理 (PBS) 服务，我该如何获得它们？   
直接护理服务 (DNS)： 
一旦确定您符合资格，且您已决定您想要哪些 DNS 
提供者为您提供护理，服务协调员将联系、安排和协

调提供服务。它也将列载于您的 ISP。 
 
专业行为护理 (PBS)： 
一旦确定您符合资格，且您已决定您想要哪些 PBS 
提供者为您提供护理，您的案例管理人将联系、安排

和协调提供服务。它也将列载于您的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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