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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负责协调为纽约州发育障碍人士提供的服务，发育
障碍人士包括智力障碍、脑瘫、唐氏综合症、自闭症谱系障碍、普拉德-威利综合征以及
其他神经系统损伤。本机构直接并通过一个由大约 500 个非营利服务机构组成的网络提
供服务。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在愿景宣言中将发育障碍人士置于服务和支持系统
的中心，并指出：

发育障碍人士享有与朋友、家人以及生活中其他人员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体验
个人健康和成长，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家庭中并充分参与社区活动的权利。 1
为实现此愿景，需要持续关注帮助发育障碍人士实现其生活目标的支持和服务系统。在过
去 45 年中，纽约州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的服务和支持系统已经从一个依赖大型机构的系
统演变为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育障碍人士的独立性和尊严。
过去十年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发育障碍人士有权在更广泛的社区中生活、工作和积极参
与，并进一步发展能够实现此目标的支持和服务，包括扩大自我引导的服务模式。
虽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但家庭和社区安置服务（HCBS）系统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
力。长期以来的护理人员短缺因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使发育障碍人士越来越难以获
得他们所需的服务和支持。 2发育障碍人士寻求选择和控制，但往往会发现护理人员短缺
和刻板的服务模式及系统规则影响着他们实现生活目标的能力。儿童及其家庭必须在多个
不协调的系统中奔波，以获取必要的支持和服务。支持需求具有复合性的成年人和儿童可
能会发现他们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服务，而得不到充分服务以及文化、种族具有多样化的群
体可能会发现服务和支持系统无法获得或没有响应。
为了应对我们系统面临的挑战，并结合全州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
（OPWDD）确定了 2023-2027 年的三个战略目标，如下所述：

https://opwdd.ny.gov/about-us/mission-vision-values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纽约州发育障碍人士影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网址：
https://opwdd.ny.gov/coronavirus-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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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基于人本主义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帮助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完善对发育障碍人士的终生支持和服务，
解决服务中的差距，确保提供综合和全面支持，并关注发育障碍人士的个人
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育障碍人士的独立性，并增加其社区参与度。

目标 2：增加护理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增加护理人员，更新服务系统以更好地提供高效支持和可持续性服务，
并增加信息访问，从而推动 OPWDD 系统的发展。

目标 3：推进全州的系统变革和创新
探索新方法和新机会，减少复杂性并提高系统能力，以更好地为发育障碍人
士提供服务。

战略规划建议和数据
2021 年 5 月，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发起了一项规划倡议，旨在帮助确
定 OPWDD 的战略目标。该倡议包括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公众评议过程稳健可靠以及
对全州数据和政策进行审查。下述章节概述了这些努力的成果。

利益相关方参与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收集了五个区域性公共论坛上 100 位参与者的意见。
本报告附录 B 中列示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反馈摘要。利益相关方表达的共同主题包括
需要更多工作人员以及增加直接支持人员(DSPs)的工资，在提供服务方面更加灵活，增
加住宅选择，使用数据提供决策依据，增加对具有综合需求人员的支持，以及改善危机服
务等。
除公共论坛外，OPWDD 还与 26 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代表召开了多次会议，这些团体包
括自我倡导团体、家庭组织、服务提供者组织、发育障碍委员会以及人数较少的群体。讨
论的主题与公共论坛确定的主题一致，但也包括改善人数较少群体获得服务的机会，包括
语言使用权和文化服务，以及改善全州机构之间的合作，扩大技术方面的创新和使重要的
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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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18 个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书面证词，其中 163 个利益相关方没有参加任何公共论坛
或曾经作为正式利益相关方团体提交过建议。利益相关方最关心的事项包括解决护理人员
不足以及提高住房支持、自我引导和护理管理等。自我倡导者（self-advocates）的共同
主题包括希望被倾听和尊重、呼吁投资于技术和无障碍住房以及继续进行虚拟计划等。除
了需要改善自我引导和为有综合需求的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支持外，家庭成员也有许多相同
的关注点。服务提供者主要关切与护理人员、服务灵活性和减少监管负担等方面的问题。

县级规划反馈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每年均向地方政府机构提供有关发育障碍人士使用
医疗补助的县级数据，并征求地方政府机构对于 OPWDD 全州规划的意见。县级规划反
馈摘要请参见附录 C。地方政府机构将确定其认为在未来一年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护理人员不足挑战、住房和应急/危机服务充足性、直接支持人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疑
惧以及交通等。

医疗补助数据
除了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外，OPWDD 还审查了五年中的医疗补助数据。 3OPWDD 依
据国家核心指标（NCI）中有关直接支持人员的人员稳定性数据。
医疗补助数据可反映被服务人员数量的增长，总支出以及每人每年的支付额。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被服务人员数量从 113561 人增长到 121898 人。支出从 71 亿美元增长到
83 亿美元，每人平均付款额从 62557 美元增长到 68491 美元，如下表 1 中所示。

OPWDD 最近在机构网站上公布了五年中的医疗补助数据：https://opwdd.ny.gov/data 根据最新法律，战
略规划的报告要求有所扩大，包括更多的人口统计信息。OPWDD 将在未来年度计划中纳入可以获得的新
数据。预计未来几年将在公布的医疗补助数据中增加一些其他信息，以支持规划活动和方便利益相关方参
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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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年接受服务的总人数和每人平均支付额

接受服务的总人数

平均支付额 / 个人

接受服务者人口统计分类如下（根据 2020 年数据）：63%的人确定为男性，37%的人确
定为女性；接受 OPWDD 服务的人中，近 2/3（61%）的人确定为白人，近 1/5 的人
（18%）的人确定为黑人。10%的人确定为西班牙裔（6%）、亚裔（3%）或美国原住民
（1%），11%的人确定为“其他”（4%）或“未知”（7%）。 4

因为一些人在一个日历年内达到 21 岁或 65 岁，因此不重复总计数不等于儿童、成人和老年人的总和。
付款总额包括医疗补助、国家计划以及针对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的全面整合双重利惠（FIDA-IDD）付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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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A：性别和种族人口统计细分

西班牙裔

黑人

亚裔
男

女
白人
美洲原住民

其他 / 未知

医疗补助数据还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机构护理大幅减少，在发育中心或 OPWDD 认证
的专科医院接受机构服务的人数从 506 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274 人。接受认证住宅服务的
人数显示出轻微下降，从 2016 年的 38613 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36929 人。 同时，数据
显示获得自我引导服务的人数大幅增加，从 2016 年的 5166 人增至 2020 年的 18272 人。
数据还显示，接受 OPWDD 服务的儿童支出也有大幅增加。接受 OPWDD 服务的儿童
（21 岁以下）人数从 2016 年的 37115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40819 人，总费用从 4.689
亿美元增加到 7.255 亿美元，每人平均支付费用从 12632 美元增加到 17774 美元，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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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每年服务的儿童总数（0-20 岁）和每个儿童的平均支付额

平均支付额 / 儿童

服务的儿童总数

儿童接受自我引导服务的增长尤其明显，接受自我引导服务的儿童人数从 2016 年的
1985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9457 人，儿童占 2020 年所有自我引导接受者的 51.6%（表
3）。
表 3：按年龄组分类的自我引导个人数量

儿童（00-20）

成年人
（21-39）

成年人
（40-59）

成年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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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康复训练在 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间也有明显增长：从 2016 年的 21859 名接
受者（总支出为 3.121 亿美元，每人平均支付 14277 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7770 名
接受者（总支出为 6.084 亿美元，每人平均支付 16109 美元）。 接受结构性日间计划的
人数略有下降，从 2016 年的 48639 名接受者（总支出为 15 亿美元，每人平均支付
30526 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47779 名接受者（总支出为 16 亿美元，每人平均支付
32670 美元）。接受就业支持的人数有所下降，从 2016 年的 18058 人（总支出为 1.819
亿美元，每人费用为 10072 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15307 人（总支出为 1.756 亿美元，
每人费用为 11472 美元）。
护理协调服务费用在五年中大幅增加（参见表 4）。在此五年中，OPWDD 在提供护理协
调服务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在 2018 年从家庭和社区安置服务（HCBS）豁免协调过渡
到全面的健康之家（Health Home）护理管理结构。接受护理协调的人数从 2016 年的
97957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109756 名接受者，该计划的成本从 2016 年的 2.389 亿美元
增加到 2020 年的 5.082 亿美元。 在此期间，每人平均护理协调费用从 2016 年的 2439
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4630 美元。
表 4：每年参与护理协调的人数及总成本

个人

总支出

人员稳定性数据
另一个用于规划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国家核心指标（NCI）中的人员稳定性调查。OPWDD
每年均执行国家核心指标（NCI）人员稳定性调查，以收集纽约州 DSP 护理人员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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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括流动率、空缺率和报酬等。NCI 每年均汇编并公布年度报告，其中包括每个参
与州的具体数据。2019 年的调查报告已于 2021 年 1 月公布。5
OPWDD 向纽约州的 347 个自愿/非营利合格机构发送了 NCI 人员稳定性调查表。 6 以下
收集的数据是指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在此期间，261 家
参与机构雇用了 63337 名直接支持人员。参与机构的 DSP 护理人员从 2 人到 2164 人不
等，58%的机构雇用的直接支持人员少于 200 人。
本调查收集了有关报告机构的空缺率和流动率信息。在空缺率方面，11.9%的全职职位空
缺，17.5%的兼职职位空缺。直接支持人员的流动率为 36.2%，如表 5 所示，纽约州西部
（OPWDD 1 区）的流动率最高，为 41.3%，纽约州中部（OPWDD 2 区）为 39.3%，纽
约州首府地区（OPWDD 3 区）为 30.0%，纽约市（OPWDD 4 区）为 33.7%，纽约州东
南部长岛（OPWDD 5 区）为 30.7%。 7
表 5：直接支持人员流动率数据

美国

纽约州

区域 1

2019 年，1/3 的直接支持人员离职

区域 2

区域 3

区域 4

区域 5

在报酬方面，2019 年 NCI 调查时，自愿提供者报告的小时工资从最低 12 美元到最高
24.21 美元不等，纽约州的平均工资为 15.31 美元。OPWDD 各区域平均工资如下：区域
1：14.01 美元, 区域 2：14.06 美元，区域 3：15.39 美元，区域 4：16.40 美元和区域 5：
15.61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期间，纽约州有四种不同的区域最低工资，这可
能会对区域直接支持人员的平均工资产生影响（即纽约市：拥有 11 名或以上雇员的大企
业，最低小时工资为 15.00 美元，拥有 10 名或以下雇员的小企业，最低小时工资为
13.50 美元，长岛和威彻斯特：最低小时工资为 12.00 美元，纽约州其他地区：最低小时
工资为 11.10 美元)。

https://www.nationalcoreindicators.org/staff-stability-survey/
以下数据仅指非营利/自愿机构的人员，并不反映全州的直接支持人员。
7 查看 OPWDD 地区分布图，请参见附录 B。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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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直接支持人员平均工资

美国

纽约州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区域 4

区域 5

根据纽约州电子人事系统对直接支持助理职务的追踪，纽约州护理人员存在与非营利部门
相似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 OPWDD 护理人员中的直接护理人员配置。2021 年，
流动率增加到 21.4%，高于 2020 年的 14.6%和 2019 年的 16%。2021 年的增长反映了
三年来流动率的最高点。2020 年和 2021 年，直接护理职务的人员流失超过了招聘的
921 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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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目标和细分目标
根据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情况和对全州数据和政策的审查情况，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
（OPWDD）建议将以下事项和目标作为 2023-2027 年战略规划的一部分。

目标 1：基于人本主义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帮助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完善对发育障碍人士的终生支持和服务，
解决服务中的差距，确保提供综合和全面支持，并关注发育障碍人士的个人需
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育障碍人士的独立性，并增加其社区参与度。

OPWDD 的一个核心价值是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提供服务。因此，OPWDD 致力于优先
支持所有社区的发育障碍人士活动，并以最符合发育障碍人士个人需求、选择和兴趣的方
式提供服务。以下细分目标和活动将有助于 OPWDD 在未来五年中实现其整体目标。

细分目标 1.1：融入和参与社区活动
增加社区融入和参与的机会，有利于自我决定的支持，以及改善社会健康决定因
素的活动。
OPWDD 根据纽约州政策（家庭和社区安置服务、奥姆斯特德判决）、利益相关方优先
事项和机构使命，承诺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更多机会，促进发育障碍人士在社区中生活、
工作并融入社区。 8为实现上述目标，发育障碍人士还应知悉其可以获得的支持和服务，
并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当发育障碍人士处于决策过程中心时，他们就可以更多的参与社
区活动，可能会有更好的健康和福利，从而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因此，OPWDD 计划
开展以下活动，以增加发育障碍人士的融入和选择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更多综合日间服务
2020 年，接受 OPWDD 服务的近 5 万人参加了日间适应性训练计划和服务。 9HCBS 豁
免服务的宗旨是尽可能提供最完整的服务，包括出入社区等。此外，修订后的 HCBS 规
则强调了参与者的体验质量和取得个人成果的重要性。 因此，OPWDD 将在美国救援计
8

关于奥姆斯特德判决和家庭、社区安置服务（HCBS）最终规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ada.gov/olmstead/index.html 和 https://www.medicaid.gov/medicaid/home-communitybased-services/guidance/home-community-based-services-final-regulation/index.html
9 https://opwdd.ny.gov/data/services-funded-fee-service-medicaid-2020 , https://opwdd.ny.gov/servicesfunded-fida-idd-managed-care-progra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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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法案（ARPA）基金中投资 3000 万美元，通过扩大服务提供者能力，改善传统上基于
服务地点的日间服务，使用创新、综合和以人为本的日间和就业替代方案。
此举措的
目标是增加 OPWDD 在更广泛的社区提供 HCBS 豁免的日间和就业服务。
投资包括为服务提供者提供资金，用以实现灵活的日间社区安置支持、职业体验、运营支
持资金和技术协助，并实现商业模式的改变，支持以人为本的方案，在更广泛的社区提供
持续的日间、职业和就业服务。这些努力是 OPWDD 加强职业、教育、就业和培训计划
中的一步，正如纽约州长霍楚尔（Hochul）在 2022 年州政府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其他
努力将包括分享有关州长的新计划信息，这些计划有助于残疾人在学校和护理人员之间的
过渡，并与新成立的首席残疾官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Disability Officer）合作，
减少残疾人的有酬就业障碍。

扩大使用辅助技术和进行环境改善的机会
OPWDD 认识到，辅助技术也可以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机会，提高他们的独立性和社区
包容性。辅助
技术可以让一部分残疾人平等获得所有公民在教育、就业、健康和福利以及独立生活等领
域享有的机会和利益。适当地使用辅助和远程支持技术还可以提高发育障碍人士的能力，
同时有助于更有效地部署直接支持人员，以便在需要协助的场所和时候提供帮助。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和持续期间的经验表明，如果运用适当，远程支持可以在不影响
个人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获得更高满意度并减少成本。同时，本次疫情提醒我们应进一步
考虑如何在当前政策下更好地使用辅助技术和支持技术。有鉴于此，未来几年的一个关键
重点领域将是充分探索和促进使用辅助技术、支持技术以及远程支持，以帮助发育障碍人
士更加独立地生活，并在适当和个人需要时更加有效地利用稀缺的护理资源。
作为提高技术使用的第一步，OPWDD 将使用部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基金简化
和改善发育障碍人士使用辅助技术，并对其家庭和车辆进行必要的改造。一些利益相关方
已经注意到，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繁重和混乱的。因此，OPWDD 正在评估该项
目的现有程序，希望由此产生的建议能够为未来的简化工作提供参考，扩大服务有效性，
改善整体用户体验并促进用户参与该项目。此外，OPWDD 将提供资金制订和实施培训，
培训包括该计划的主要内容。该培训将主要针对服务提供者、护理协调组织、临床医生和
OPWDD 工作人员。
为了充分实现辅助技术在该领域的优势，OPWDD 还将探索如何更好地使采购系统现代
化，有效和及时地使用资金以及评估适当类型的技术，以便加强 OPWDD 系统内的数据
收集、报告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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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决策
OPWDD 寻求通过支持决策增强发育障碍人士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支持决策原则自
2018 年起开始在 OPWDD 的内部流程中实施。展望未来，OPWDD 支持通过立法，允许
支持决策计划在纽约州获得法律认可。法律上的认可将会使支持决策得到广泛的规范实施，
并使众多希望在朋友和亲人支持下做出自己决定的发育障碍人士受益。OPWDD 将使用
部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进一步促进发育障碍人士使用支持决策，并寻求
加强支持决策模式。该资金将用于开发和测试一个促进模式，此模式将进一步支持发育障
碍人士做出自己的决定。OPWDD 将对利益相关方进行模式培训，并在 OPWDD 服务系
统中加强支持决策原则。

细分目标 1.2：儿童、青年和成年人
确保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在学校、家庭和社区范围内获得适当的协调服务。
据估计，在美国 3 至 17 岁的儿童中，有近 17%的人患有一种或多种发育障碍。 10研究还
表明，这个数字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 11与全国趋势一致，在过去五年中，接受 OPWDD
豁免服务的儿童支出有了大幅增长。这种增长在通过自我引导服务模式寻求支持的儿童中
尤为明显。同时，为处于危机之中却难以获得适当紧急支持的儿童提供服务的需求也在增
加。在未来几年中，OPWDD 将采取多种措施，用以改善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的
服务。这些措施包括扩大专科治疗的能力，参与更一致的跨系统对话，以及努力改善全州
机构之间的服务协调。

豁免服务
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0-20 岁）可以获得多项公共资助计划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提供的
服务，包括早期干预服务；启蒙教育；儿童保育；医疗补助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
（EPSDT）；学校教育服务；家庭支持；职业服务和 OPWDD 豁免服务等。从历史上看，
OPWDD 机构的 HCBS 豁免服务主要是为有发育障碍的学生离开教育系统后提供的成人
支持和服务。
此外，纽约州还提供儿童全面豁免服务，包括社区适应性训练、日间适应性训练、护理人
员/家庭支持和服务、社区自我倡导培训和支持、职前服务、支持性就业、计划性暂延和
危机暂延、姑息治疗、环境改善、车辆改造、适应性和辅助性设备以及非医疗交通服务等。
纽约州政府还通过“儿童和家庭治疗和支持服务”方案提供支持。该计划包括治疗服务、
家庭成员支持服务、危机干预、康复服务以及年青伙伴支持服务和培训等。
10 Zablotsky B, Black LI, Maenner MJ, Schieve LA, Danielson ML, Bitsko RH, Blumberg SJ, Kogan MD,
Boyle CA.美国儿童发育障碍的患病率和趋势：2009–2017.《儿科学》杂志 2019; 144(4): e20190811。
11 Benjamin Zablotsky, Lindsey I. Black, Matthew J. Maenner, Laura A. Schieve, Melissa L. Danielson,
Rebecca H. Bitsko, Stephen J. Blumberg, Michael D. Kogan, Coleen A. Boyle; 美国儿童发育障碍的患病
率和趋势：2009–2017.《儿科学》杂志 2019 年 10 月; 144 (4): e20190811.10.1542/peds.201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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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 OPWDD 豁免和州服务系统内接受服务，OPWDD 将审查儿童
和青少年获得服务的类型，以确保这些服务与其他现有资源有效协调。此项审查将检查是
否以儿童为中心开展服务和支持，是否为家庭和社区安置，是否适合儿童的发展和年龄，
以及是否在家庭范围内开展及提供服务和支持。OPWDD 预计此项审查将促进服务设计
的创新和改善，并可能导致未来的豁免改革。

儿童护理管理
OPWDD 将与其伙伴州的机构合作，改善发育障碍儿童的护理管理服务。纽约州目前有
两个为儿童提供服务的健康之家计划 ─ 儿童服务健康之家（HHSC）和发育障碍人士健
康之家，也称为护理协调组织/健康之家（CCO/HH）。 12绝大多数发育障碍儿童通过
CCO/HH 计划接受护理管理服务。OPWDD 将评估 CCO/HH 模式的优势，作为美国救援
计划法案（ARPA） 资助评估的一部分，它将有助于改善包括儿童在内的发育障碍人士
的服务质量并提供护理管理信息。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和正在收集的家庭建议，OPWDD
将与其他州的伙伴机构合作，对上述计划进行必要修改，以确保残疾儿童获得适当的护理
管理服务。

儿童危机服务
在过去几年中，OPWDD 和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OMH）合作，扩大儿童的危机服务
范围。 2018 年 8 月，由名称为“我们的胜利女神（OLV）服务机构”运营的专业儿童
家庭治疗机构（RTF）在纽约布法罗市开业，并在 2019 年 11 月扩大到 12 个全部床位。
OLV 强化治疗项目为被诊断为严重情绪障碍和发育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服务，代表了
OMH（提供资金和 RTF 认证）和 OPWDD（提供所有转诊入院的临床审查，并在 RTF
治疗目标达到后协助制定适当的出院计划并回到社区环境）之间的合作。这个专业儿童家
庭治疗机构（RTF）项目已经获得许多成功的案例，包括计划出院的发育障碍人士回归家
庭或其他综合社区环境中生活，并在适当的家庭支持和服务下长期持续。OPWDD 正在
探索如何在本州的其他地区重复这种强化治疗项目。
OPWDD 和 OMH 还将设立专业、多学科、住院式精神病学机构，在此机构中，5 至 21
岁被诊断为双重障碍的儿童（严重情绪障碍和发育障碍，特别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可以接
受独特的服务并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本项目将为符合 OPWDD 服务资格的儿童提供服
务，这些儿童通常表现出严重的情绪失调和反复出现的安全风险，如攻击性、自我伤害或
破坏财产等。目标人群包括可能在州外接受治疗的儿童，以及因其行为而经常去急诊室和
精神病院住院的儿童。

12有关儿童护理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program/medicaid_health_homes/hh_children/index.htm;
https://www.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program/medicaid_health_homes/id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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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Upstate Medical Center 医疗中心最近宣布，他们将管理目前
Hutchings Psychiatric Center 精神疾病治疗中心所有住院儿童的心理健康护理，并将为
12 至 17 岁被诊断为发育障碍和精神疾病的儿童创建一个由 OMH 资助和认证的专业住院
部。此专业住院部将为儿童提供较目前州内更具针对性和专业化的护理，并与 OLV 强化
治疗项目合作，为需要长期过渡性服务的发育障碍人士提供回归家庭前的服务。OPWDD
将与 OMH、Upstate Medical Center 医疗中心、家庭以及预期出院后的服务提供者合作，
支持和推动其积极参与入院、治疗和出院全过程。家庭和服务提供者将接受培训、指导和
支持，获得发育障碍人士住院治疗期间实施特定技术和干预策略的技能，从而促进其出院
后成功回归家庭。 此外，OPWDD 将帮助促进发育障碍人士接受推荐的 HCBS 豁免和国
家计划支持，并作为出院规划流程的一部分。
遭遇危机的六岁及以上儿童也可以获得“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
其将于本文件的“危机服务”部分进行详细阐述。 此外，OPWDD 正在探索适用于纽约
州全州的其他措施，为具有综合需求的儿童提供服务，包括正在评估一项提议，即创建一
家专科医院，为具有明显医疗需求的发育障碍儿童或具有综合自闭症谱系障碍并具备医疗
条件的儿童提供支持。

细分目标 1.3：综合需求
扩大和改善针对具有综合支持需求发育障碍人士的服务，包括住院和危机服务以
及行为支持。
OPWDD 可为有多种需求的残疾人士提供服务，包括具有综合医疗需求、需要更多行为
支持以及可能被诊断为双重障碍的残疾人士。 13
国家研究报告和纽约的利益相关方证实，具有综合支持需求的残疾人士，由于他们试图跨
越多个系统时面临障碍，所以往往难以获得适当的服务。这种情况在危机时期尤为明显。
为了改善和增加具有综合需求残疾人士获得服务的机会，OPWDD 将探索跨州服务提供
系统的合作机会。OPWDD 还将与各州的相应机构合作，扩大危机和行为支持计划，如
CSIDD 等。OPWDD 计划通过扩展这些项目，结合跨系统的合作和变革，增加获得适当
健康和行为服务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住院和紧急服务需求，并为具有综合支持需求的残
疾人士提供重点支持。

为具有综合需求的残疾人士提供长期支持
发育障碍人士、倡导者、临床医生和行政人员均意识到，需要提供新的选择有效和适当满
足具有综合和密集行为支持需求残疾人士的需要。许多发育障碍人士在安全和风险管理方
面需要专业的临床支持（例如，有犯罪行为史、有生命危险的异食症、自伤行为、双重障
13

双重障碍诊断是指同时发生智力/发育障碍和精神障碍或药物滥用障碍。

2023-2027 年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战略规划草案

14

OPWDD:以人为本

碍诊断等），并需要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持续从监督文化转变为同时促进发展技能以提
高个人安全和独立的文化，是更加有效地支持发育障碍人士的核心所在。
为了支持具有综合需求、需要长期护理的发育障碍人士，OPWDD 正在考虑变更其住院
康复的费用确定方法。目前，每个服务提供者获得的费用是基于该提供者提供服务的历史
成本，而不是基于被服务者的需求。通过变更当前的收费方法，规定一个区域性的费用，
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严重程度进行调整，OPWDD 将能够更好地支持非营利性提供者为具
有综合需求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服务。同样，OPWDD 也致力于辨别正在接受州营运服务
的低度需求者（他们可能会从非营利机构提供的住院机会中受益），并为他们提供机会，
将其过渡到一个可能更适合他们需求和期望的家庭。
OPWDD 的州营运部也在探索新的模式，为目前接受强化支持并在长期住院前需要中间
过渡性住院支持的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服务。发展过渡性和/或长期国家营运的团体之家，
并将其作为系统“安全保障”的一部分，支持考虑个人需求，并进行适当的临床治疗和监
测，寻求在限制较少的环境中支持这些需求。住院选择增加后，OPWDD 将提高接纳能
力，并在国家营运的团体之家提供基于社区的强化行为支持需求管理。

加强强化行为服务
OPWDD 将永久性提高强化行为服务（IB）的费率，强化行为服务是一项 HCBS 豁免服
务，旨在使目前独立生活的发育障碍人士适应高挑战性行为，并使其面临被安置到更具限
制性居住环境的紧迫风险。紧急事件豁免修正案实施之后，永久性提高费率可持续加强这
种短期性、以结果为导向的服务，并重点提供有效的行为应对策略，确保发育障碍人士的
健康和安全和/或改善生活质量。

危机服务
对于遭遇危机的发育障碍人士成年人和 6 岁以上发育障碍人士儿童，OPWDD 已按照全
国公认的“系统、治疗、评估、资源和安置”（START）模式实施“智力和/或发育障碍
人士危机服务”（CSIDD）。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可为经常住院、
危机频发、使用移动紧急服务和有可能失去安置和/或其他社区服务的人提供高密度服务。
根据发育障碍人士的临床需要，接受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的 18 岁
及以上年龄的个人也可以使用资源中心，该中心可提供有计划和紧急性的现场治疗性支
持。 资源中心提供评估、系统支持和服务，目的是使发育障碍人士成功回归和/或生活在
家庭中。资源中心团队与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临床团队紧密合作，
充分利用 CSIDD 医疗临床主任提供的评估信息。
OPWDD 不久将在全州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
（CSIDD）提供者网络。2021 年 6 月，OPWDD 发布了一份应用要求书，要求在第 2 区
（纽约中部/北部地区）实施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和建立一个资源
2023-2027 年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战略规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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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合同开始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目前服务正在进行中。2021 年 12 月，OPWDD
发布了一份应用要求书，要求将现有的第 3 区（纽约州首府、塔科尼和哈德逊河谷地区）
CSIDD 国家营运团队过渡到自愿提供者报务，后者也将于 2022 年在第 3 区建立一个资
源中心。这些措施将确保在每个地区都存在 CSIDD 和资源中心项目。
除 CSIDD 项目外，OPWDD 还参与了一个由 OMH 推动的全州性合作项目，以确保发育
障碍人士能够获得危机服务，发育障碍人士可拨打新指定的 9-8-8 热线获得服务。联邦立
法规定在 2022 年 7 月前设立 9-8-8 精神健康和预防自杀危机热线。设立 9-8-8 热线的目
的是将拨打热线的人士转介并连接至适当的危机支持机构（例如，将拨打热线的人士连接
至县级移动危机支持机构）。

移动危机扩展
OPWDD 将使用部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与纽约州地方精神卫生主任会议
（CLMHD）合作，探索移动危机响应系统如何支持发育障碍人士，评估和确定当前的系
统差距，并提出消除这些差距的解决方案。CLMHD 将与各县合作，试行干预措施，改善
移动危机反应和儿童服务。试点活动将鼓励使用远程技术提供 24/7/365 的临床扩展服务，
改善数据收集方法，并开展培训和加固系统。儿童服务试点项目将协调和开展培训，以扩
展服务提供者和护理管理人员知识，更好地支持发育障碍儿童及其家庭。该项目还将协助
建立服务实体（例如，健康之家、儿童/家庭治疗服务和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
和联系。

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援助
OPWDD 意识到，随着服务提供者被要求为具有更复杂和挑战性支持需求的发育障碍人
士提供服务，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评估和管理风险，并保持临床服务的连续性。当在社区
环境中提供服务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OPWDD 将建立一个技术援助和咨询团队
（TACT），支持服务机构为有综合需求的发育障碍人士服务。技术援助和咨询团队
（TACT）将在社区内部署技术支持团队并开展工作，建立公共机构-私营机构伙伴关系，
提供适当的连续性临床支持，并通过培训、指导和监督增强自愿提供者的服务能力。技术
支持团队还将与系统内和系统间的服务提供者建立联系，与当地的危机机构合作，提供与
具有特殊需要发育障碍人士有关的最佳实践培训和咨询，具有特殊需要的发育障碍人士可
能经常处于机构类或更具限制性的环境。
2023-2027 年计划期内，OPWDD 将继续采用更多方法，在纽约开展具有创新性和潜力
的实践，进一步为具有综合支持需求者提供扩展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危机服务、行
为服务和安全保障服务，以改善对健康具有影响的社会决定因素和促进个人成果。
14OPWDD 还将考虑如何最佳利用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其他合作，包括 OMH、DOH、县级
14

关于对健康具有影响的社会决定因素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网站：
https://www.cdc.gov/socialdeterminant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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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者、医院和其他机构，以确保提高服务协调，获得更多支持信息，并加强各系统
之间的沟通。

细分目标 1.4：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社区
找到并解决与服务和支持相关的差距，更好地满足无法享受充分服务以及文化、
种族具有多样化的社区需求。
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家庭和社区的残疾人在获得支持和服务方面通常面临更多障碍，导致
健康差距扩大。 15OPWDD 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致力于与州长霍楚尔（Hochul）共同为所
有纽约的发育障碍人士优先提供公平的服务和支持。
五年来，OPWDD 参与联邦资助的国家文化和语言能力实践社区（CoP），确定系统、区
域和地方层面的需求，以解决公平和包容问题。初步工作表明，需要进一步研究公平问题，
并采用数据分析、政策审查、影响研究、利益相关方参与和向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文化能力
支持。
OPWDD机构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办公室
OPWDD 正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办公室，并招聘一名首席多样性官员
（Chief Diversity Officer），通过审查 OPWDD 目前的政策、护理人员和公平实践，推动
组织变革。该办公室将建立在现有的倡议之上，包括 Ramirez Jun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Navigator Initiative 倡议，其为发育障碍规划委员会（DDPC）、纽约州新美
国人办公室（ONA）和 OPWDD 之间的合作。Ramirez June Initiative 倡议内容为将发育
障碍人士与全州的服务提供者相联系，以支持发育障碍人士移民及其家庭。此外，在
2021 年，OPWDD 通过发育障碍规划委员会（DDPC）启动了一项联邦资助的两年期拨
款，用于解决华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语社区的公平和获得服务的问题。这项为期 27 个月的
“确保获得拨款”为 40 万美元，将通过针对西班牙语和华裔美国人利益相关方开展活动，
增加其获得关于 OPWDD 服务和支持的信息。OPWDD 将收集数据评估活动影响，并为
未来的文化和语言能力（CLC）活动提供参考。

内部和外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政策
在现有工作基础上，OPWDD 将在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基金中投资 3000 万美元，
用于非营利性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当局和/或高等教育机构，以促进服务系统的公平、
多样性和包容性。OPWDD 将通过为机构和相关领域制定发展战略，审查影响公平、多
样性、包容性、语言使用和文化能力的政策和方案。
15

综合差异： 残疾、种族和族裔交织的健康公平（dredf.org），以及国家核心指标（NCI）数据摘要：种
族平等 (nationalcoreindicato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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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将包括：邀请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确定此类领域中的需求，并就 OPWDD 如何
更好地满足此类需求和服务不同人群提出自己的建议。
从 2021 年开始，OPWDD 使用“纽约州管理多样性和包容性隐性偏见政务办公室”培训
其机构中的行政领导和主管，并将该培训扩大到不同级别的机构工作人员。OPWDD 还
增加与多文化机构和多文化倡导团体的利益相关方接触，将此类利益相关方纳入战略规划
程序之中。
同时，作为其公平议程的一部分，OPWDD 正制定一致性服务授权标准，以实施标准化、
以人为本的程序，确保服务授权在全州范围内具有一致性且适当应用于临床。该授权程序
将适用于所有新获得 OPWDD 服务的人士，以及寻求改变现有 OPWDD 服务的人士。
OPWDD 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审查和改进 HCBS 豁免服务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服务授权程序
和准则。
OPWDD 希望通过上述项目改革，增加不能充分享受服务和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群获得
服务的机会。OPWDD 将通过关注可能影响服务获得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确定和监测
结果。

目标 2：增加护理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增加护理人员，更新服务系统以更好地提供高效支持和可持续性
服务，并增加信息访问，从而推动 OPWDD 系统的发展。
为了真正帮助发育障碍人士并使其享受更丰富的生活，OPWDD 将改善该机构的护理人
员、技术、管理流程和数据基础设施问题并使之现代化。OPWDD 意识到：拥有一支高
素质、稳定的员工队伍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将可以更好地分析、规
划、实施和评估服务。为此，该机构将继续优先评估其目前程序和基础设施，以确保该系
统通过以下活动，支持其对利益相关方的反应能力的方式向前发展。

细分目标 2.1：直接护理人员
改善直接支持和护理人员的招聘、留用和质量。
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始终认为维持直接护理人员队伍是支持发育障碍人士最关键的问题。这
与 2020 年国家核心指标（NCI）的员工稳定性调查数据一致，该调查显示，DSP 员工的
流动率为 35.6%，全职岗位空缺率为 17.2%，兼职岗位空缺率为 21.34%。 16新冠病毒疫
16https://www.nationalcoreindicators.org/upload/coreindicators/2020StaffStabilitySurvey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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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更加剧了此已具挑战性的趋势，服务提供者报告说，他们长期难以招聘和留住直接支持
人员，大量人员空缺率迫使他们关闭一些项目或因人员短缺而被迫减少业务。
OPWDD 将与霍楚尔（Hochul）政府合作，实施短期和长期战略，增加直接支持人员方
面的投资。 17在短期内，OPWDD 将对直接支持人员进行大量新投资。长期上，OPWDD
将加强招聘和留住直接支持人员，以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定和多样化的护理人员队伍。 18
OPWDD 和霍楚尔（Hochul）政府希望通过对直接支持人员进行投资，提高直接支持人
员留用率，减少空缺率并降低流动率。OPWDD 将每年对 OPWDD 服务提供者进行国家
核心指标（NCI）员工稳定性调查，并监测和报告结果数据，然后通过其公共网站发布此
数据。

对直接支持人员的财政投资
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提供的新联邦资金可以使 OPWDD 能够立即对直接护理人
员进行大量新投资。纽约州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计划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招聘
支持，改善留用率，和增加直接支持人员的工资。这笔资金包括额外的一次性付款，以支
持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作的直接支持人员和家庭护理提供者继续在 OPWDD 服务
系统中工作，如果该工作者已完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则可获得额外奖金。“英雄报酬”
额外津贴和疫苗奖金要求服务提供者证明其有多少支持人员符合支付条件，并承诺按规定
方式向符合条件的支持人员支付额外津贴和奖金。上述款项可用于 OPWDD HCBS 豁免
提供者直接雇用的工人，包括家庭护理提供者，以及在 OPWDD 自我引导计划中提供服
务的支持人员。
此外，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支出计划还包括护理人员长期和留任奖金。这些奖金
将通过提供额外的一次性付款，支持可持续的护理人员，预计直接支持人员的报酬将增加
约 20%。
2021 年 7 月 8 日，纽约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提交了支出计划草案，
部分计划已被批准，以推进护理人员投资。9 月，OPWDD 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
心（CMS）提交了一份附录 K 申请，请求授权其对 HCBS 豁免进行临时修改以适应上述
计划。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于 2021 年 11 月批准了附录 K，OPWDD
开始努力实施财务激励措施，为直接支持人员提供关键的经济支持。

17 有关纽约州护理人员优先权方面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2StateoftheStateBook.pdf
18 作为州长霍楚尔（Hochul）招聘和培训多元化护理人员努力的一部分，倡议与新移民和现有外籍劳工合
作，创建职业直接支持人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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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和留住人才解决方案
除上述短期投资外，OPWDD 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支出计划还包括其他多项措
施，以改善直接支持人员的招聘和留用。
OPWDD 将利用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促进支持人员创新，提高直接支持人员
的能力和技能，以及促进招聘和留用。OPWDD 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其中包括：

直接支持的职业和技术教育
OPWDD 将促进与高中、BOCES 培训学校、纽约州教育部和全州服务提供者组织
的伙伴关系，以重复 2020 年进行的试点项目。资金将用于支付课程开发和在本州
各地区建立培训项目。通过项目评估可以衡量学生的完成率、学科知识和成功就业
情况。

与纽约州立大学系统（SUNY）合作
OPWDD 和纽约州立大学正在进行合作，通过纽约州立大学教育机会中心（EOCs）
提供独特的直接支持人员培训。
在州长支持下，纽约州立大学和 OPWDD 新创建了一个直接支持人员招聘区，并
为在职直接支持人员和一线主管（FLS）创建一个高级培训保留区。将在纽约州立
大学的所有 10 个教育机会中心提供这些服务，以将学生和提供者组织与直接工作
安置和职业发展机会联系起来。

全州直接支持人员宣传、招聘和保留人才活动
资金将用于开发、启动和维持全州的招聘和保留宣传活动，将研究和数据驱动战略
与广告和技术援助相结合。该活动将利用各种媒体模式，包括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
支持和跟踪该倡议的所有结果。

直接支持人员资格认证倡议
为了实现直接支持人员的专业化并提高其能力，OPWDD 将投入资金，激励全州
的服务提供者参加“全国直接支持专业人员联盟”（NADSP）认证。增加标准化
“全国直接支持专业人员联盟”三级证书，预计将提高留用率、服务质量和支持人
员的能力技能。
此外，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支持人员候选人才库，OPWDD 将提供拨款，资助服务提供
者和服务提供者协会实施数据驱动招聘战略，包括纳入直接支持人员及其服务人员的意见。
OPWDD 将资助建立一个独立评估机构，以跟踪和评估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提供未来
招聘高质量护理人员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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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的支持人员发展战略
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支持人员招聘和保留投资将补充 OPWDD 正在进行和计划
进行的活动，并与州长霍楚尔（Hochul）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以留住直接支持人员并
扩大支持人员发展伙伴，增加人才渠道。措施包括：

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学院（SUNY Empire）合作伙伴
2021 年，OPWDD 和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学院（SUNY Empire）续签了合作协议，
以增加招聘机会，加强职业发展途径并促进员工留任。该合作伙伴可为 OPWDD
机构的支持人员提供奖学金，帝国州学院先前学习评估项目并免除指导费用。先前
学习评估（Prior Learning Assessment）项目可为先前的培训和经验授予大学学
分，并节省支持人员的继续教育时间和金钱。此外，OPWDD 还与帝国州学院合
作，评估国家要求的支持人员培训和认证，并为纽约州的任何直接支持人员提供大
学学分资格。
OPWDD 雇用英雄措施
OPWDD 将继续与纽约州退伍军人服务部合作，批准获得特定培训职位，如 GI
Bill®退伍军人培训和学徒计划（GI Bill® Veterans Training and Apprenticeship
Program）直接支持助理和发展助理实习生。进入 OPWDD 工作的退伍军人，如
果符合资格要求，可以在培训期间每月获得联邦政府的免税津贴。OPWDD 和退
伍军人服务部也在探索其他可能被纳入“雇用英雄措施”（Hiring Heroes
Initiative）的职位。
OPWDD 与劳工部的合作
OPWDD 与纽约州劳工部（DOL）以及当地一站式就业中心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
系，以充实直接支持候选人才库。为了加强招聘，OPWDD 将与劳工部合作，并
进而与其他跨系统的公众服务机构合作，开展公众服务招聘活动。

劳动力转型区域中心
OPWDD 继续积极与劳动力转型区域中心（RCWT）合作。劳动力转型区域中心
（RCWT）可加强直接支持人员的专业性并提高直接支持人员的能力。2021 年，
劳动力转型区域中心（RCWT）与纽约 96%以上的直接支持人员雇主合作，举办
了 100 多场活动，并免费向纽约州的服务提供者和员工开放。他们的网站访问量
超过 98,500 次，RCWT 视频的浏览量超过 1,200 次。他们正在开展的项目（作为
持续措施的一部分）包括全州研讨会、自我倡导会议、直接支持人员和一线主管会
议、定期培训、通过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进行培训评估和服务提供者技术援
助等。该成功模式在 2021 年得到了广泛认可，劳动力转型区域中心（RCWT）因
其成功的劳动力开发措施和全州范围内提高发育障碍人士支持质量的不懈努力，而
获得了国家认可的“Moving Mountains”奖。
2023-2027 年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战略规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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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支持人员职业守则
OPWDD 继续努力倡导制定直接支持人员的联邦标准职业分类（职业代码）。
OPWDD 正与全国和州利益相关方合作，推动联邦劳工统计局设立一个独有的直
接支持人员代码（在纽约州劳工部的帮助和支持下）。职业代码的实施将促进和直
接支持人员相关的数据收集、研究和政策决定。

细分目标 2.2：数据访问及透明度
推进技术和信息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提高数据有效性和及时性的方法，以支
持决策，监测绩效和评估服务质量。
OPWDD 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指出，在战略规划过程中，首要任务是“改善 OPWDD 对数
据的使用及其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度”以及“沟通和实现更大透明度”。
OPWDD 同意并意识到，其应采用灵活的技术和数据系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流程
和服务方式。因此，OPWDD 与纽约州信息技术服务（ITS）合作，并在霍楚尔（Hochul）
政府的支持下正在推行多项计划，将该机构的技术过渡到更具创新性和直观性的程序，并
酌情合并系统，简化工作流程，提升机构能力和员工技能。改进后的技术还可以协助建立
高质量的数据系统，从而提升 OPWDD 响应利益相关方要求提供更多信息的能力。
OPWDD 最近发布了五年期医疗补助数据，并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提供更多数据。同时，
OPWDD 还参加了大批量全国性数据的收集工作，包括各州状况，住宅信息系统项目
（RISP）和社区包容性调查，此类数据可以公开获取。该机构还协助国家核心指标
（NCI）收集约州成年人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数据。除上述已有的数据集之外，OPWDD
将确定向公众提供额外信息，作为其年度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并遵守全州的透明度政策。
这项工作将包括建立一个数据实践社区，以进一步收集利益相关方关于哪些数据点对内部
和外部最有帮助的的意见，并用于规划目的。
通过改进技术和基础设施，OPWDD 将加强其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包括收集可以为未
来规划提供信息的数据，创建绩效基准和确定关键指标，以评估被服务者效果。随着信息
越来越多，OPWDD 将探索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数据的最有效方式。

细分目标 2.3：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建议
促进利益相关方为决策提供信息的机会。
当前，OPWDD 推动并参与了几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工作小组、委员会和理事会。工作
内容包括与代表自我倡导者、家长、服务机构和协会以及护理协调组织（CCOs）的众多
团体进行定期对话。OPWDD 的工作人员还参加了各种跨系统和机构间的团体。其中包
括政府特派员跨系统会议、儿童早期咨询委员会、早期干预协调委员会、政府特派员特殊
教育咨询小组、区域机构间技术援助小组（RiTaTs）、护理系统、社区服务委员会、单
2023-2027 年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战略规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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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访问（Single Points of Access）、纽约连接（NY Connect）、限制和隔离工作小组、
综合需求发育障碍人士小组、综合环境协调委员会、自闭症谱系障碍咨询委员会等，并在
发育障碍规划委员会任职。
OPWDD 意识到，只有 OPWDD、发育障碍人士、家庭成员、服务提供者、倡导者和其
他纽约州服务系统之间持续进行合作，才能成功实现系统转变和成功转型。因此，
OPWDD 承诺在本战略规划的 5 年期内，继续不间断参与利益相关方和其他纽约州机构
（利益相关方会议、特定项目咨询小组、机构发布会和论坛），共同实现未来和共同的目
标。
OPWDD 还将创造更多增加透明度和获取信息的机会。通过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关
系，以及增加数据沟通对话，OPWDD 将继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确保建立一个
支持发育障碍人士融入更丰富生活的服务体系。

目标 3：推进全州的系统变革和创新
探索新方法和新机会，减少复杂性并提高系统能力，以更好地为发育
障碍人士提供服务。

为了支持更多以人为本的方法，改善发育障碍人士的生活，OPWDD 将重新评估目前的
服务结构。根据内部和外部的评估结果，OPWDD 将推进项目改革，增加服务灵活性和
创新性，进一步增加残疾人融入和参与社区生活的机会。

细分目标 3.1：支持和服务
提升支持质量、公平性和有效性，包括自我引导模式、竞争性综合就业服务、持
续的住房和居住选择以及护理管理服务。
根据家庭和社区安置服务（HCBS）的原则，优先考虑人们在自己家中或社区接受服务的
机会，OPWDD 计划通过扩大个人选择和最大限度的独立机会加强其支持力度。下文概
述了 OPWDD 寻求提高服务质量、公平性和有效性时将优先考虑的服务领域和活动。

改进自我引导模式
在过去五年中，自我引导服务在任何社区服务中均有显著增长。与由机构协调的服务系统
相比较，自我引导型人士有意选择一种灵活的服务模式。虽然自我引导具有很大灵活性，
但对于 OPWDD 支持的人士、他们的家庭以及服务提供者来说，行政程序非常复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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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限制了这种服务模式的发展，并威胁到服务计划的可持续性。OPWDD 需要采用一些
战略，提高灵活性和效率，简化和精简行政程序，解决获得服务的问题（特别是在服务不
足的社区），并评估当前模式的支持差距。OPWDD 计划使用其美国救援计划法案
（ARPA）中的部分资金聘请一名顾问，与 OPWDD 和相关利益相关方合作，提出改进
建议，解决利益相关方提出的上述与服务计划相关的障碍和其他事项。
此外，在聘请自我引导顾问工作的同时，OPWDD 还将使发育障碍者家庭更容易获得信
息，并加强与自我引导服务相关的护理管理人员的培训。OPWDD 还计划寻找机会，通
过确认和吸引未获得充分服务的群体，提高此人群获得自我引导服务的机会，并研究在通
常未获得充分服务的社区发展支持经纪人和财政中介的机会。OPWDD 将向财政中介和
支持经纪人提供教育和支持，以便其能够帮助减轻自我引导人士及其家庭成员关于行政方
面的工作。
此外，OPWDD 将与聘请的顾问和利益相关方合作，研究可能的豁免改革，这将有助于
改进自我引导模式，包括评估个人资源账户（PRA）水平，简化目前个人引导商品和服
务（IDGS）的计费结构，并可能为社区支持创设一种自雇式特定服务，使自我引导服务
更简单、更灵活。
最后，OPWDD 将参加一个致力于自我引导的全国性学习合作组织。“全国以人为本实
践和制度推进中心（NCAPPS）自我引导学习合作组织”将探索和分享有关残疾人及其
家庭成员自我引导教育方面的可行实践；制定透明、持续和易于理解的自我引导政策和程
序；招聘和培训支持经纪人、计划促进人和朋辈导师，以协助参与者知晓服务和支持。

就业和日间项目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数据显示纽约残疾人的就业率（34.4%，18-64 岁的残疾人）大
大低于非残疾人的就业率（76.4%）。19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影响了就业率、就业支持服
务以及其他日间项目服务。为了防止病毒传播，2020 年 3 月，OPWDD 下令关闭现场服
务日间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后来又重新开放，但持续的安全预防措施、人员短缺和人才流
失，使现场日间康复服务的利用率与疫情前相比有所下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
响大大减少了曾经接受 OPWDD 的就业支持的发育障碍人士的就业。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OPWDD 使用远程服务方式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日间、职业和就
业服务。2021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豁免修正案，使上述灵活的日间和就业前服务成为永久
性服务。 2021 年期间，OPWDD 还为护理管理人员开设和提供就业和职业服务培训，
为护理协调组织创造培训-培训师机会，使所有护理管理人员均有机会了解他们支持的人
士可以选择的就业服务。
Erickson, W., Lee, C., von Schrader, S. (2021).2018 年美国社区调查（ACS）残疾人统计数据。纽约州
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Yang-Tan 研究所（YTI）。检索自康奈尔大学残疾人统计网站：
www.disabilitystatistics.org，美国人口统计局，2015-2019 年美国社区调查 5 年估计。
https://data.census.gov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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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投资（参见上文目标 1，细分目标 1），结合霍楚尔
（Hochul）政府拟议就业倡议中的信息，将为未来的就业和日间服务设计提供参考。例
如，OPWDD 将研究是否可以将基于结果的支付模式纳入就业服务中，并激励日间项目
提供者提供连续的日间服务选择，包括就业前和职业规划服务。OPWDD 还将探索费率
变化，使现场服务和远程服务费率不同。在此期间，OPWDD 将改善就业结果衡量标准，
确保日间适应性训练服务提供者向发育障碍人士提供职业和就业机会，以充分利用连续的
职业服务，增加对日间适应训练工作人员的培训，帮助发育障碍人士实现更大独立性，并
持续对护理管理人员进行有关就业和职业服务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考虑将就业作为希望
参加工作发育障碍人士的第一选择。
OPWDD 将努力加强职业、教育、就业和培训计划，在未来几年增加发育障碍人士的就
业，使我们的努力与州长的倡议相一致。我们将提供培训和工具包，帮助地方政府和雇主
成为残疾人的模范雇主，并利用拟议的劳动力和经济发展办公室，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区的
行业招聘情况。
OPWDD 还将通过研究实习机会，增加传播关于获得高等教育（包括认证和微型证书）
机会的信息，以及促进将残疾人纳入旨在创建劳动力管道的倡议，进一步探索创新和与其
他各州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方合作的机会。

住房支持和住宅服务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OPWDD 的行政和豁免改革侧重于加强对发育障碍人士的无障碍、
可负担住房支持和住宅服务连续性。具休措施包括加强内部审查程序，以确保发育障碍人
士获得适当的住房支持，加强对处于危机中的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支持，最大限度地提高认
证住宅容量，以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并倡导增加住房补贴。
OPWDD 将探索豁免方案，以扩大住房支持选择，并改革目前的住宅补偿方法，根据服
务对象的严重程度支付住宅康复服务提供者报酬。改革还将支持全天候监督下的个性化住
宅选择（IRAs）方案，包括支持个性化住宅选择（IRAs）和家庭护理。同样，OPWDD
将评估用于确保公平获得住宅服务的标准，包括为超龄人士提供服务。
OPWDD 正计划通过全面修订其 HCBS 豁免服务，加强接受监督和支持的住宅康复服务。
上述改善措施可为所有能力水平的人士提供可持续住房支持或住宅服务。重新制订的支持
性住宅康复费率将有助于具有更广泛需求的人士生活在更独立的环境中，服务提供机构将
提供上门服务和随叫随到综合服务。新型费率设定方法将根据人们对支持的需求进行分级
支付，并认可服务提供者的成本将包括直接的人员配置和有效的灵活组合待命人员配置、
智能家居技术和有偿邻里帮助等人员安排。这些投资将用于支持住房创新和以人为本的选
择及灵活性，为选择改变其住宅支持的人士提供可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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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WDD 还将使用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鼓励住房支持方面具有更多创新性
和灵活性。OPWDD 将投资高达 2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评估住房投资有效性，以扩大
OPWDD 豁免参与者获得可负担、无障碍和非认证的住房选择，包括认证后寻求过渡的
人士。资金将用于加强以人为本的服务战略，进一步激励为以下人士提供支持和服务：1.
希望从家庭住宅搬迁到以现行市场价格购买的私人住房内的人士（优先考虑与年迈照料者
生活在一起的人士），2.从聚集环境搬迁到以现行市场价格购买的私人住房内的人士。
OPWDD 将另外投资高达 1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激励服务提供者扩大使用创新技术，
并制定住房选择和人员配置模式，以扩大支持性住房和家庭护理选择，这可以支持发育障
碍人士在符合其需求和喜好的综合环境中更加独立的生活。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
投资将影响未来的豁免改革，包括推出支持人们过渡到更综合环境中的服务。
此外，OPWDD 继续倡导为“个人支持和服务”项目以及“自我引导”项目增加住房补
贴，以达到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的公平市场租金标准。上述增加的资金不仅
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可负担的住房选择，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社区中更独立地生活。同
时，OPWDD 在州长霍楚尔（Hochul）的支持下，与纽约州住宅和社区重建局合作，利
用拟议提供给 OPWDD 的“支持性住房项目”新资金，将可以为该机构的服务对象增加
可负担的综合住房单元。
最后，OPWDD 将探索更多途径，参与以服务质量和住房支持成果为中心的创新。
OPWDD 正在考虑的一些创新领域包括增加灵活性，以满足发育障碍人士整个人生的需
求变化，加强支持个性化住宅选择（IRAs）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发育障碍人士的综合
需求，并继续实施 OPWDD 住房补贴计划，通过创设一个服务提供者机制，为残疾人提
供非认证的公寓或公寓式生活，并支持发育障碍人士使用非认证和社区安置的综合住房。

改善发育障碍人士的健康服务
OPWDD 资助或批准的健康服务包括根据“精神卫生法案”第 16 条款许可的诊所内健康
服务，以及提高“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独立执业服务”（IPSIDD）的费率。第 16 条款中
许可的诊所是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的服务资源，以跨学科护理模式提供，目的是通过评估
和治疗改善残疾状况、疾病或其他病症。在全州范围内，有 507 家符合第 16 条款的诊所。
此外，OPWDD 正在努力增加发育障碍人士在其他医疗机构获得服务的机会。目前，
OPWDD 正在探索整合卫生部许可的第 28 条款中的诊所服务，和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
（OMH）许可的第 31 条款中的诊所服务。作为服务整合的一部分，OPWDD 将审查目前
第 16 条款诊所内服务的人数，并确定为进入诊所的人士提供的专业化服务类型。此后，
OPWDD 将确定目前第 28 条款（诊断和急性护理）和第 31 条款（行为健康）中许可诊
所的能力，以满足发育障碍人士的需求。应特别注意的是目前的结构是否可以增加第 16
条款中诊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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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WDD 将与卫生部和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合作，以确定综合许可方案是否可以为发
育障碍人士提供更多的健康资源。这将有助于增加对每个诊所服务系统能力的了解，并满
足专业的发育性障碍服务需要。OPWDD 希望通过本次审查，提高发育障碍人士获得优
质医疗服务的机会。OPWDD 将监测和报告不同时间诊所服务的差异，以确定服务有效
性并增加服务机会。
OPWDD 还意识到，全国和纽约州的数据显示，发育障碍人士过去存在众多健康差异，
例如，多种慢性病发病率较高，体育活动率较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较高等。 20因此，
OPWDD 将设法了解是否可以通过现代化或创新增加其他服务和支持，包括远程医疗服
务，从而改善发育障碍人士的健康结果。

护理管理的质量和有效性
2018 年 7 月 1 日，OPWDD 将其护理管理模式从“医疗补助服务协调”（MSC）过渡到
通过七个区域护理协调组织（CCOs）提供 I/DD 健康之家的护理管理模式。转变的目标
是创建一个无冲突的护理管理模式，并提供以人为本的护理管理，将医疗补助家庭和社区
服务和健康、行为健康和心理健康相结合，以提供更多选择，更大灵活性和更好的效果。
护理协调组织（CCOs）运作的前 18 个月对于护理协调组织（CCOs）和利益相关方来
说均具有挑战性，因为护理管理人员致力于开发和实施新的以人为本的规划、综合评估程
序和电子“人生规划”框架，这是发育障碍人士以人为本综合护理计划的基石。护理管理
人员正在学习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和格式，同时熟悉新的组织、职责和政策/程序。
OPWDD、卫生部（DOH）、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CCO）的执行管理者、服务提供
者机构和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有助于缓解挑战，确保到 2019 年 12 月，
基本上所有从“医疗补助服务协调”（MSC）过渡到护理协调组织（CCOs）的人士（超
过 97,000 人）均完成初步全面评估，并最终完成电子“人生规划”。 21
接着，利益相关方继续分享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护理管理的建议。2020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之前，OPWDD发起一个利益相关方工作组，与护理协调组织、发育障碍人士、
家庭成员、服务提供者代表以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一起讨论了如何改进以人为本的
规划和“人生规划”制定程序。工作组成员收集顾客意见，并提供其宝贵的见解，以确定
最重要的计划要求和质量审查内容，包括OPWDD护理管理运营证书的签发和续期（所有
护理协调组织在2021年12月均被重新认证/重新指定为提供健康之家护理管理服务）。

20 疾病防控中心。Chronic Disease and Health Promotion.www.cdc.gov/chronicdisease, 2018 BRFSS
Brief Disability Status.pdf
21 https://opwdd.ny.gov/data/care-coordination-organization-health-home-care-management-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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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WDD和护理协调组织在可行的情况下实施了其他工作组的建议，并在2020年12月底
的最终报告中被采纳。
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的使用为推进工作组的关键建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 与护理协调组织和利益相关方合作，为护理管理服务制定和实施全州性的持续质量改
进战略。为启动本项建议，OPWDD 将与护理协调组织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工作范
围并发布一份建议书，聘请外部顾问进行项目评估，这将有助于制订和了解护理管理服务
的持续质量改进战略。项目评估将有助于了解如何最佳提高护理管理服务质量以及支持该
服务的 OPWDD 政策和系统，最终目标是提高所有护理管理对象的服务效果。

细分目标 3.2：监管和政策变化
增加探索和实施监管和政策变化的机会，以支持更大的灵活性并激励提高个人成
果。
许多利益相关方对 OPWDD 系统中的过度监管表示担忧。对于发育障碍人士来说，这些
规定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创造自己选择的生活时遇到障碍。对直接支持人员来说，工作可能
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他们既要处理监管要求，又要向个人提供支持。对于服务提供者来
说，监管负担可能会延迟提供支持的创新。通过规划流程，OPWDD 的利益相关方已经
确定了监管改革的主要方面，OPWDD 已经开始实施若干措施。

增加监管灵活性
为了增加监管灵活性，OPWDD 正在调整监督活动，使之与服务提供者的质量历史以及
上年度调查的合规性相适应，为高绩效的服务提供者提供减免，并确保低绩效的服务提供
者得到适当监督，并纠正任何不合规问题。这项重新设计的调查程序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开始的调查周期中实施。
此外，OPWDD 对某些服务也采取灵活性管理，此类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行了测
试，包括使用远程技术和根据个人的需求和选择在认证住所提供社区康复服务。OPWDD
将延续上述灵活性管理，并通过其他豁免改革在住房方面进行更多创新。
为了进一步确定潜在的监管改革领域，OPWDD 将成立一个工作组，其中包括发育障碍
人士、家庭成员、服务提供者和倡导者等。该工作组将重点确定员工培训的潜在灵活性，
以便对一些课堂课程进行虚拟教学，并简化一些培训以提高效率，设计一种更有效的方法
进行员工背景调查，简化各机构的就业专家培训，修改评估文件，利用技术和创新服务支
持人们在限制性较小的环境中生活，并审查事故管理和虐待、失职的定义，以及其他措施。
预计初步建议将作为本战略规划明年年度更新的一部分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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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目标 3.3：研究和创新
通过评估项目、开展研究和创造机会测试服务提供新方法，将创新放在首
位。
未来几年中，OPWDD将扩展其研究能力，提升改善效果和系统变革。此外，
OPWDD计划进一步探索创新型服务提供方法，以更好地满足被服务者的需求。

项目评估和创新
正如各种目标及细分目标所述，OPWDD 将利用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进行多
项项目评估，包括对自我引导、护理协调和护理管理的审查。此外，OPWDD 将继续加
强对其他 OPWDD 项目和服务的持续评估，提高机构内部收集数据的能力，分析统计趋
势，并利用所收集的信息，帮助了解和提高关于支持、服务和未来豁免及政策改革方面的
有效决策。
此外，OPWDD 将制定和实施社会和政策研究计划，探索全州、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有
效实践，以确保所提供的服务和支持在实现预期目标和结果方面具有最佳效果。上述工作
将包括加强与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参与国家级社区实践和学习合作，以及参与和学习
其他发育障碍领域的领先机构。

审查OPWDD的管理式护理过渡
在过去几年中，OPWDD 和卫生部已经探索了由 OPWDD 资助的豁免服务向管理式护理
过渡的可能性，其模式为残疾人服务提供者主导的管理式护理模式。 222018 年 8 月，
OPWDD 和卫生部发布了一份资质证明文件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根据收到的反馈意
见，OPWDD 修改文件草案，并于 2020 年 2 月发布，以征求更多公众意见。
两个资质证明文件草案发布后，OPWDD 收到了来自发育障碍人士、家庭、服务提供者
和倡导者等的大量公众意见。支持过渡到由残疾人服务提供者主导管理式护理的人士，支
持将发育障碍服务、医疗保健、行为健康和其他社会护理支持等结合起来，成为激励高质
量和高效率护理的机制。反对过渡的人士担忧相关的管理式护理行政费用，质疑此类费用
是否需要减少服务和支持，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管理式护理提供发育障碍服务的成功
案例有限，认为护理协调组织模式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证明可以成功和进一步发展为一
个更具综合性的模式，并敦促 OPWDD 关注服务系统中的其他挑战，包括财政和护理人
员等问题。
OPWDD 将投资其一部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研究和评估发育障碍者管理
式护理的实施，并逐步学习和取得经验。该评估将评估为此人群服务的质量和结果，包括
22https://health.ny.gov/health_care/medicaid/program/medicaid_health_homes/idd/draft_mco_qual_do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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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管理式护理环境中的体验和满意度。 此外，该评估将审查全州的护理改善目标，并
根据纽约和其他州的经验为专业管理式护理方案提出设计建议，以及此模式是否能提高
OPWDD 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能力。

评估
OPWDD 将定期评估和跟踪 2023-2027 年战略规划中的措施和活动进展。为了确定目标
和细分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用户、计划、项目和系统层面的数据。这将
涉及继续审查现有的数据集（如国家核心指标 NCI、医疗补助数据和其他联邦数据集），
使用新工具确定项目的具体影响，并制定程序，重点收集和分析个人结果、社会健康决定
因素和生活质量措施。
战略规划期间的众多项目和措施包括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下的强化资金管理项目
等。为了评估此类机会对机构更大目标的影响，OPWDD 将责成其承包商在整个合同期
内衡量、追踪和报告预期成果、关键里程碑、实施障碍和可行实践的成果。某些情况下，
OPWDD 将与外部评估人员签订合同，审查不同项目和计划对被服务者的影响。
此外，OPWDD 将通过宣传组、工作组和委员会参与持续的利益相关方对话，使利益相
关方参与评估机构的工作和进展，并就调整、下一步或未来工作提供实时建议，以协助实
现本目标。最后，OPWDD 将每年评估全州和联邦数据，以核查政策及其影响的趋势和
变化。
OPWDD 将结合上述评估活动，了解其在个人、计划、项目和系统层面实现战略目标方
面的进展，并确定未来的工作。

结论
2023-2027 年战略规划中的目标及细分目标为短期内稳定服务系统提供了路线图，并安
排了重要的研究、评估和创新活动，这可为持续进行系统改进提供信息。
这些战略目标、细分目标和活动将有助于 OPWDD 和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在为纽约发
育障碍者提供更多以人为本、可持续、公平、包容和协调的支持和服务系统的方向上，取
得明确和具针对性的进展。
OPWDD 致力于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并提供管理透明度，利用本规划与利益相关方进行
沟通和转型，指导政策决定和资源分配，并在整个服务系统中与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和配合。
OPWDD 实施本战略规划时，将向利益相关方提供最新进展情况，包括发育障碍咨询委
员会、州长办公室和纽约州立法机构等。最新进展将通过外部沟通渠道（网站、利益相关
方会议等），以及公开提交和共享年度报告等方式进行持续提供，所有报告均将重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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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本机构实现更大目标的关键活动、项目和支出等。此外，OPWDD 将每年评估一
次规划中所述的目标及细分目标，以确保其与利益相关方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并在出现
新优先事项或需求时修改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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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通过医疗补助资助的服务
机构服务
发育中心（DC）和小型住宅单元（SRU） 州营运治疗项目，在校园环境中提供 24 小
时、全方位的护理（除医院和专业医疗服务外）。目前，这些机构可为有重大行为挑战和
其他需要重症监护的人士提供服务。服务的重点是为患者返回社区护理做准备。
专科医院 私人营运的强化治疗项目，在康复医院环境中提供 24 小时、全方位的护理
（除住院和某些医疗专业外）。目前，纽约市有一个此类机构获得认证。它为具有强烈和
持续医疗和护理需求的儿童和成年人提供服务。

认证住宅服务
中级护理机构(ICF) 中级护理机构(ICF)是为具有更强烈行为、适应性和/或健康护理需求
的人士提供的集体住所。 中级护理机构(ICF)根据需要为居民提供看护、营养服务、心理
学服务、社工、职业/身体/言语治疗等服务。该机构协调居民的医疗和日间服务。大多数
中级护理机构(ICF)的居民在其家庭之外参加日间活动。此类住所一般比机构环境小，但
比个性化住宅选择/社区住宅（详情如下）大。
个性化住宅选择（IRA）/社区住宅（CR） 个性化住宅选择/社区住宅是一种面积较小但
与社区结合更紧密的住所方式，可提供集体住所服务。大多数需要持续临床支持许可的居
民通过社区服务提供者和诊所获得此类支持，而非由住所雇用或签约的工作人员提供。护
理协调责任与第三方护理协调组织（见下文）分担。此类住宅最多不超过 14 名居民；大
多数住宅的面积较小。 个性化住宅选择（IRA）/社区住宅（CR）可以分为两种基本
“模式”。
监督式个性化住宅选择/社区住宅提供持续的工作人员支持（如果居民居住于集体住所）。
支持式个性化住宅选择/社区住宅根据需要为可以独立（没有正式工作人员监督）的人士
提供服务。
家庭护理（FC）之家 在家庭护理中，提供支持的家庭按月收到护理付款，并在其私人住
宅内为残疾人提供护理、支持和监管。 这可以提供更类似家庭的护理体验，而不像传统
的集体住所一样需要工作人员轮班支持。OPWDD 或提供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协助并监督
家庭护理人员。家庭和护理人员均由 OPWDD 进行认证，以确保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
及服务质量。

结构化日间项目
日间康复服务 一般在工作日的上午和下午向成年人提供日间康复服务。无论人们住在哪
里（独立住所、与家人住在一起，或经过认证的家庭中），都可提供此项目。此类项目在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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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家庭之外进行，通常是在一个经认证的地点或在社区内（即无围墙日间康复中心）。
日间康复服务有助于人们获得、保持或提高他们的自立、社交和适应技能，包括沟通、旅
行和成人教育的其他领域。设计的活动和环境旨在提高技能、促进适当的行为、更大的独
立性、社区包容、人际关系创建、自我倡导和知情选择。如果日间康复的参与者需要经许
可的临床服务时，通常通过社区服务提供者和诊所获得。
日间护理 中心式日间服务模式，灵活性较差，提供的社区融合机会通常较少。该模式包
括经许可的临床服务（职业、物理和言语治疗、社会工作等），并由雇佣或签约的工作人
员提供。

社区康复服务
社区康复服务 此项服务有助于提高个人安全和独立生活所需的技能，与人交往，结交和
保持朋友，参加社区活动，融入社区等。社区康复服务通常被用作经认证家庭或中心结构
化日间项目的替代服务。 支持包括发展适应性技能、协助日常起居活动（亲自操作）、
融入社区和发展人际关系、培训和支持独立旅行、乘坐交通工具、成人教育支持、发展社
会技能、休闲技能、自我倡导和知情选择技能，以及适当的行为发展，以帮助人们在社区
中生活。

护理协调
护理协调组织（CCOs） 护理协调组织可为符合 OPWDD 服务资格的纽约人士提供医疗
保健、行为健康和发育障碍服务方面的协调。有 6 个核心的家庭护理管理功能：全面护
理管理、护理协调和健康促进、从住院护理过渡到其他环境的全面护理（包括适当的后续
随访）、个人和家庭支持、转介到社区和社会服务，以及使用健康信息技术（HIT）连接
服务。

暂休
暂休 暂休可以暂时免除看护需求，这有助于减少整个家庭的压力。暂休能够使家庭成员
更好地满足有发育障碍亲人的需求。暂休可以在家庭内部或外部提供，时间为白天、晚上
或通宵。 除了可以减轻看护人员的负担外，暂休服务通常可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娱乐、
社交和融入社区的机会。

就业支持
就业之路 本项目适用于对竞争性就业或自营职业感兴趣的人士，或寻求职业转变的人士。
在 12 个月内，参与者具有明确记录的职业目标；用于指导参与者就业的详细职业规划；
并为支持性就业服务做准备。然后，参与者参加支持性就业，在社区寻找一份有竞争性的
工作，并至少赚取最低工资。
职前服务 职前服务有助于发育障碍人士发展技能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职前服务结合职
业兴趣，有助于发育障碍人士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就业障碍。职前服务包括与获得和保
持就业能力有关的支持和培训，但此类服务并不侧重于教授具体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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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业 支持性就业可提供个人需求支持，以便在社区寻找或保持一份有竞争性的工
作，并至少赚取最低工资。 发育障碍人士也可以接受职业规划和就业发展服务。

自我引导支持服务
注： 自我引导可以让个人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服务，以便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自我
引导服务可以让个人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适合他们需要的支持，选择他们想合作的工作人
员，并制定最适合他们的时间表。社区康复、暂休和支持性就业都有自我引导式版本。
下面概述的服务支持自我引导“预算授权”模式，允许服务对象直接雇用工作人员和支付
费用，而非通过非营利机构。
财政中介机构（FI） 财政中介机构可为个人预算中批准的商品和服务付款，并向医疗补
助申请报销。 财政中介机构还提供会计服务，以确保支出不超标准，并提供行政服务，
以确保符合医疗补助要求。 财政中介机构作为自雇人员的“记录雇主”，确保符合劳动
法要求。
个人引导的商品和服务（IDGS） 采用自我引导预算的人士可以使用其部分资金直接购
买服务、设备或用品，以支持其目标和独立性，但无法获得医疗补助。 IDGS 的例子包
括社区课程、非医疗交通、露营、有偿邻里服务、人员支持以及健康俱乐部和社区组织会
员资格。
住家看护者（LIC） 住家看护者承担无亲属关系护理员作为室友与被支持人员一起生活
的额外租金、水电费和食物费。作为免费食宿交换条件，无亲属关系的看护者帮助解决被
支持人员的身体、社交或情感需求。这可以使被支持人员能够安全和成功地生活在他或她
自己的家里或公寓里。
支持经纪人 支持经纪人帮助人们建立完整的支持链和自我引导预算。经纪人还培训并协
助当事人管理自我引导服务。如果参与者选择自我引导社区康复或支持性就业服务，支持
经纪人将完成并更新此类服务的工作人员行动方案。

临床支持
符合第 16 条款的诊所 符合第 16 条款的诊所可为发育障碍者提供诊断和持续治疗服务，
批准的临床学科包括：营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工、康复咨询、职业治疗、物理治疗、
语言和病理学。一些符合第 16 条款的诊所还提供有限医疗（包括精神病学和理疗学），
少数提供牙科服务。
为智力和发育障碍人士提供独立执业服务（IPSIDD） 当向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服务时，
IPSIDD 为独立的心理学、社工、职业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从业者提供较多医疗补
助金。服务可在从业者办公室、私人住宅和社区环境中提供。从业者必须具有为发育障碍
人士服务的经验。
强化行为服务（IBS） IBS 提供目标明确和具有时限的临床和行为治疗及干预服务，以
防止挑战性行为达到危机程度。强化行为服务从功能性行为评估（FBA）开始，并由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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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的心理学家、临床社会工作者或行为干预专家制定个性化行为支持计划（BSP）。
该服务还包括培训和支持护理人员（包括父母）实施行为支持计划，并监测行为支持计划
的有效性，确保必要的修改或更新。
为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提供危机服务（CSIDD） CSIDD 为有发育障碍和综合行为需
求的人提供全天候的危机预防和应对服务。对结构化评估和规划要求较高的人士可以选择
资源中心，这是一个类似于家庭的亚急性环境，以避免进入精神病院或使用紧急服务。此
外还为家庭和护理者提供特别支持和培训。CSIDD 的目标是发展跨服务系统的关系和支
持，以帮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中，并提高其社区支持能力。

其他支持及服务
辅助技术（适应性设备） 辅助技术（适应性设备）包括通信或适应型辅助设备、控制设
备、电器或用品等，均为使人们能够增加或保持他们在家庭和社区独立和安全生活所必需
的设备。辅助技术包括但不限于，辅助性交流辅助工具和设备，适应性辅助工具和设备，
以及在医疗补助国家计划中不作为耐用医疗设备提供的车辆改装。
社区过渡服务社区过渡服务是一项 HCBS 豁免服务，可为从机构或认证居住环境搬迁到
自己承担生活费用的环境（如私人公寓）的豁免者提供非经常性安置费用。符合条件的人
士可报销的费用包括：家具、窗帘、地毯和地板、灯具和灯泡、烹调用具、床单、水电费
和保证金，以及搬家费用等。对于没有资格享受此类豁免服务的人士，他们可以享受类似
的政府付费服务，从非认证环境中搬迁到他们的首个公寓。
环境改造 环境改造（E-Mods）是对房屋的物理改造，可以增加或保持个人在家里独立
生活的能力。环境改造包括但不限于坡道、升降机、扶手和浴室改造（如无障碍淋浴间）。
家庭教育和培训 向参加 OPWDD 综合 HCBS 豁免服务的儿童（18 岁或以下）家庭提供
信息和资源。 本项服务通过个人和小组会议提供，每个家庭每年最多参加 两次。

管理式护理
完全整合双重优势 - 智力和发育障碍（FIDA-IDD） 纽约州唯一涵盖发育障碍服务的管
理式护理产品是 FIDA-IDD。本项计划是州和联邦的示范试点，属于自愿选择项目，服务
对象为同时拥有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居住在纽约市或纽约拿骚县、罗克兰县、萨福克县
和威彻斯特县的成年发育障碍人士。对于加入 FIDA-IDD 计划的人士，由合作伙伴健康计
划（Partners Health Plan）管理护理事项并向 OPWDD 服务付款，由卫生部监督长期护
理服务（例如，个人护理）和保健服务。FIDA-IDD 收到的疗补助计划保险费中约有 90%
用于支付 OPWDD 服务。FIDA-IDD 还从医疗补助计划收到单独的保险费，用于支付健康、
医院、门诊、医生和药物费用。

通过国家专项资金资助的服务
OPWDD 住房补贴 - OPWDD 住房补贴，以前称为个人支持服务或 ISS，是一项租金补贴
项目，用于补贴能够在社区独立生活并获得其他支持人士的住房费用，如社区康复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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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除租金补贴外，本项目参与者还可以在与房东互动、邻里问题以及其他确保个人成
功租房所需的项目上获得帮助。部分人士在迁入首间公寓时，也可能有资格获得一次性过
渡费用。在过去几年中，OPWDD 每年平均花费约 4000 万美元用于住房补贴。
家庭支持服务 (FSS)家庭支持服务(FSS)支持在家中照顾发育障碍亲人的家庭。通过家庭
支持服务(FSS)提供的服务包括非医疗补助计划的暂休、提供信息和转介、家庭和个人咨
询、支持小组、亲属服务和交通工具。 从历史上看，OPWDD 每年在这些由州资助的合
同项目上花费约 5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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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区域图
5 个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区域办公室

更新日期：10/27/2020

自愿机构协调和监督

6 个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州运营办公室

更新日期：6/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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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5.07 规划的利益相关方意见概述
摘要
为编制 2023-2027 年 5.07 规划，OPWDD 邀请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广泛对话。它为利益
相关方提供多种途径，了解他们对 OPWDD 未来五年战略方向的想法和建议，并邀请他
们就关键主题领域发表意见。OPWDD 分析了所有收集的意见，以确定各利益相关方最
关心的主要优先事项。该机构还审查了所有提交的建议，以确定具体制度和计划改进建议
中的共同点，并与该机构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划领导人分享所收到的建议。

综合来看，各利益相关方表示在未来五年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
解决直接支持人员危机
改善自我引导
改善住房支持和服务
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
改善 OPWDD 对数据的使用和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度
支持研究

区域公共论坛
2021 年 5 月底/6 月初，OPWDD 举办了五次区域性虚拟公共论坛。在这五次论坛上，
OPWDD 听取了 100 个选择提供口头陈述的利益相关方意见。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接受
支持的人士、家庭成员、服务提供者、家庭组织、自我倡导者和其他人士。参加论坛的利
益相关方认为自我引导、护理人员和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是该机构的主要优先事项。
之后，发言者排名前三位的“第二”优先事项是护理人员、住房和数据/透明度。共同主
题包括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和增加直接支持人员的工资，更多灵活性，扩大住房选择，使
用数据进行决策，改善对具有综合需求人士的支持，以及在全州提供危机服务。
确定的主要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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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自我引导
解决直接支持专业人员（DSP）劳动力危机
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

与利益相关方的团体会议
除公共论坛外，OPWDD 还与 33 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代表召开了多次会议/或收到其建议，
这些团体包括自我倡导团体、家庭组织、服务提供者组织、发育障碍委员会以及人数较少
的群体。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前三个“主要”优先事项是护理人员、数据和透明度，以及自
我引导。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前三个“第二”优先事项是住房、解决护理人员危机、改善
OPWDD 的数据使用和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度。共同主题与公共论坛确定的主题一致，
但也包括改善人数较少群体获得服务的机会，改善全州机构之间的合作，扩大技术方面的
创新和使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等。
确定的主要优先事项：
解决直接支持人员危机
改善住房支持和服务
改善 OPWDD 的数据使用和对利益相关方的透明度
其他各方电子邮件中的意见
最后，OPWDD 收到了 150 多封个人电子邮件，这些当事方没有通过公共论坛或利益相
关方小组提供意见。上述当事方包括服务提供机构、发育障碍人士、家庭成员、护理协调
组织及其成员咨询委员会，以及个人支持经纪人和基础研究所（IBR）的研究员。在这些
电子邮件意见中，确定的前三个“主要”优先事项是解决直接支持人员危机、研究和提高
自我引导能力。在这些电子邮件意见中，排名前三的“第二”优先事项是改善护理协调，
改善住房支持，以及解决直接支持人员危机。
确定的优先事项：
解决直接支持人员危机
研究
改善自我引导

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护理人员危机

•
•

护理人员危机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OPWDD在这一点上得到了
普遍肯定。护理人员危机非常紧迫。
增加直接支持人员的小时工资和健康福利，制定最低生活工资。
解决工资缩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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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
•
•
•
•
•
•
•
•
•
住房支持

•

•
•

•
•

需要解决非认证环境下的药物管理问题。

•
•
•

•

非认证环境

发展连续的住房支持，满足不同层次人士的需求，包括支持具有最高
标准、最综合需求的人士。
寻求豁免权，将住房需求与支持需求分开，如同行为健康系统中的
“住房第一”方式。
完善认证住房机会（CRO）名单，以便确定个人对住宅服务的需求和
愿望之前，包括并考虑所有自我倡导者和家属的意见。这不应由缺乏
准确数据的护理管理人员决定。
增加住房选择范围。
允许自愿服务提供部门安置请求其机构提供住宅服务的人士，而无需
接受政府希望安置但未考虑目前居民动态（年龄、功能水平、行为
等），因此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人士。
当需要时，为提高护理水平提供资金，以便个人能够居住于自己的住
所。应当支持人们在原居住地养老，而非搬迁到限制性更强的环境
中。
适当资助自愿服务机构的住宅服务项目。
允许自愿服务机构利用“空闲床位”提供新的居住机会。
获得安置时间过长。对于需要24/7全天候护理的人士，没有足够的人
员配置。有些人士需要此种全天候支持。当出现人员短缺时，选择非
常有限。
流动倡议非常令人不安。这似乎是试图通过将人们转移到成本较低的
环境中以降低护理成本，并将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转移到发育中心和
政府经营的家庭中。
改变大型集中式场所的用途。探索出售和回租的可能性。

•

认证的环境

建立职业阶梯，使之与全州业务部门雇员的薪酬一致。
对直接支持人员进行职业认证。
在纽约州劳工部和美国劳工部的支持下，获得并采用直接支持人员角
色的标准职业分类，并将其纳入劳工统计局的专业代码。
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活动，确保为此系统提供持续的潜在员工渠道。
给予直接支持人员激励，如托儿补贴、税收减免、综合保健和学生贷
款减免等。
直接支持人员需要获得良好培训。
服务提供者需要每年增加资金。
需要对支持自闭症患者和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进行专业培训。
简化入职和背景调查，并允许背景调查在不同的州服务系统中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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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
•
•
•
•
•

•
•
•
•
•
个性化支持和服
务（ISS）

•
•

•
•

•
自我引导
•
•
•
•

分发一份有兴趣分享替代住房的区域名单。需要帮助人们选择室友。
现有的住房选择不是以个人为中心，限制过多。父母辈感觉认证环境
选择是唯一的选择。试行非集中式、非认证的居住模式。
自我引导人士需要 24/7 全天候护理人员配置。
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需要非认证式住宅服务选择。
我们需要住宅导航员服务，以提供方向和希望。
请勿将有组织的社区排除在外，以便发育障碍人士能够与其同龄人一
起生活和工作。增加选择项
当人们住在自己公寓里时，没有人担任房屋管理员。我们需要有人组
织和建立制度，以便人们能够独立生活。一个管理人员可以监管 2-3
个公寓，每个公寓 2-3 个居民。
为独立生活提供启动资金。为没有储蓄的人士创造现金流资源。提供
维修费用方面的帮助。
鼓励共享生活安排。
扩大的 ISS 清单对我们系统的工作人员来说不是一个合理清单。
个性化支持和服务费用没有增加，在费率范围内很难找到公寓。它使
人们没有其他选择。个性化支持和服务费用必须增加。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要求使用补贴支付更多租金。这一点需要
改正。
基础设施服务部门的审批过程需要太长时间，在此期间，租房者要负
责支付全部租金。这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OPWDD 应该向房东保证，此人已批准获得补贴，这样就不会失去公
寓租住资格。
使家庭管理更简单、更省事，并缩短开始自我引导项目的时间。
取消不灵活的预算规则和一些预算项目的不合理上限，如个人引导的
商品和服务（IDGS）。它们具有限制性。家庭报销预算上限极低。人
们不能使用预算乘坐交通工具去工作。家庭根本无法以最适合他们亲
属的方式使用这些资金。利益相关方需要更高透明度，了解最高上限
的原因。
该项目对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来说应当切实可行；为他们提供一种自
我引导的支持性住房方法。
确保在其父母不能再提供帮助后，自我引导项目对他们仍可持续。
找到一种有助于家庭寻找和雇用工作人员的方法，也许可以使用一个
技术平台。
当个人取得进步时，预算将会减少。然后不再提供服务。存在矛盾。
人们需要支持才能成功。
家庭没有能力为项目预付资金，然后进行报销。这使一些家庭无法获
得他们需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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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
•

•
•
•
•

•
•

数据和透明度

•
•
•
•
•
•

日间服务/职前服
务

•
•
•
•
•

就业服务

•
•
•

总部对预算的审查和批准需要拖延很长时间。
我们需要更多经纪人和财政中介机构（FI）。找到这些服务提供者非
常困难。
研究提供“强化经纪”– 它可以提供更强大的支持。这种模式下，经
纪人与 8-12 人合作，支持一系列广泛的任务，帮助人们充分发挥其潜
力。进一步资助已经开始的试点工作。
支持轻松获得县里的消费者指导个人援助服务。
在自我引导中没有后援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大问题。
培训自我引导方面的护理管理人员。
确保经纪人和主要经纪人可以获得培训，并报销费用。OPWDD 一直
无法提供可足够满足需求的培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缺乏沟通是一个问题。人们感到极度孤立。该机
构需要更高透明度和沟通。
OPWDD应该更多地利用数据预测未来的服务需求。它必须利用数据
制定新发育障碍者规划。
利用数据制定老龄化的人口规划。
使OPWDD和服务系统可涵盖所有层面（OPWDD、护理协调组织、
服务提供者）。
OPWDD 必须衡量未满足的需求。OPWDD 应该分享有关服务批准和
获得所需时间的信息，有多少住宅服务人员不足等信息。
让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政策和项目的制定、规划。
投资建立一个数据系统。
日间服务项目已经关闭或部分功能运转。人们坐在家中，遭受痛苦并
出现健康倒退。
有些人喜欢现场服务项目。现场服务可提供所需的社交和友谊。
“不能使用一种模式解决所有问题” - 多种项目和服务是必要的，以
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日间服务需要更加以人为本。
在日间项目中提供职前服务，以便为就业做准备。
OPWDD 应该与纽约州教育部（SED）合作，为希望就业而非参加日
间项目的特殊教育学生做准备，以成功过渡到工作领域。
需要询问人们是否需要就业前服务。人们往往过被束缚在日间康复
中，没有获得职前机会。
将社区和现场职前服务与支持性就业结合起来。
人们需要交通工具去工作。农村地区的交通非常不便。
人们需要更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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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满足人们的终生
需要，同时确保
可持续性、公平
和获得服务的机
会

•
•
•
•
•
•
•
•

危机和临床服务
•
•
•
•
•
•
•
•
家庭和儿童服务

•
•
•
•

•
•
技术

•

•

与纽约州教育部（SED）和学区进行更佳合作。许多家庭未能及早与
OPWDD 联系。
确保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士提供支持和服务。最需要帮助的人士往往在
日间和住宅服务中获得所需服务的机会最少。
为过渡到更独立环境的人士提供过渡服务。
人们需要在较小和限制较少的环境中获得支持。
我们需要一个危机或神经行为学部门帮助纽约州的家庭。
发育障碍人士危机服务（CSIDD）可以通过增加应用行为分析
（ABA）和直接服务进行改善。
在其他州，ABA 是危机干预和治疗的核心。
委员会认证的行为分析师不参加医疗补助计划，所以允许其为自我引
导的个人提供直接和非直接支持。
与心理健康办公室（OMH）合作，进行短期安置，也可以对有需要的
人进行长期安置。
阐明护理实践法案。需要药物治疗不应成为独立生活的障碍。
需要非固定式危机服务。
需要与心理健康办公室（OMH）的服务更好地协调。
该机构需要分析家庭支持服务（FSS）项目的真正价值。应利用数据
指导家庭支持服务（FSS）的资金分配决策。
该机构需要关注与亲属共同在家庭生活中的个人的未满足需求。
需要改善从教育服务到成人服务的过渡。
OPWDD 需要使用“伙伴对伙伴”（peer-to-peer）服务支持个人和家
庭。
需要更多服务解决自闭症和行为问题。纽约州的部分地区缺乏此类专
业化服务。
家庭意见对协调评估系统(CAS)的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并且非常有价
值。
保持家庭支持服务(FSS)护理管理。并非所有家庭都希望豁免。
允许有偿家庭护理人员。在其他州，这是允许的，甚至在一些保守的
州。父母拥有最多知识。他们的需求也很重要。
个人需要获得可靠和可负担的互联网服务和设备。
如果没有宽松的监管和灵活的费率，技术机会将无法获得广泛应用。
OPWDD 必须根据需要修改法规，以成功实施支持技术。
从个人的角度看，技术可以增进自我倡导，并支持更清晰的沟通方式/
选择和机会，便于在更具挑战性性情况下实现更大独立性和加强自我
调节。
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技术可以用来维护个人档案、药物治疗、日
常生活和特殊便利。它有助于人员配置及安全监测。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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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在所有提交的豁免书中，技术部分应列入可报销项目，包括软件/硬
件、经常性服务、维修和家庭支持以及远程支持。确保语言足够广
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世界。

•

为具有良好效果的人士保留远程医疗选择，但应知晓其并不能满足所
有人的需要。
远程医疗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想选择，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非常
有益。

远程医疗

•

研究

•
•
•

继续在基础研究所（IBR）开展一系列基础研究项目。
改善基础研究所（IBR）的领导和管理。
利用研究评估现在哪些服务是有效的，确定哪些服务是无效的以及原
因是为什么，并预测未来的需求。

•

单独生活的人士在护理管理员名册上被归类为第二等级。他们实际上
花费护理管理员更多的时间，比大多数被归类为第 4 等级的人士要多
得多。重新评估护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
护理管理人员的流失率过高。工资与他们的责任不匹配。
护理协调组织（CCOs）需要获得资助。需要更多护理管理人员。
护理管理人员需要提高他们在多个系统中协调服务的能力。
护理管理人员需要接受支持具有综合需求人士的培训。

护理协调

•
•
•
•
•
•

确保多样性、公
平性和包容性

•
•
•

•
支持具有综合需
求的人士

•
•

确保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应具有充分代表性，将发育障碍者以及所有
文化和种族纳入决策及所有工具和项目开发中。
解决系统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观察数据–按地域和种族划分服务费
用。OPWDD 应负责处理不同的结果（少数民族接受不同级别的服务
等）。必要时，立即开发额外数据点和机制，以收集和分析适当的细
节。公开数据 – 关于服务系统利用和人口统计的数据。
包容性必须具有个性化。今天的趋势损害了一些人的生活质量，因为
强迫每个人只参与完全整合的环境不是以人为本。
许多家庭接受服务时面临文化障碍；需要更多双语言工作人员和文化
敏感方案。
OPWDD 需要针对代表性不足人群进行宣传。许多家庭不知道
OPWDD 为他们亲属提供的服务。他们需要利用自己的语言获得有关
该系统的信息。
停止与其他政府机构竞争。开始合作，为个人的所有需求进行合作计
划。
直接支持人员需要具有应用行为分析（ABA）专业知识。
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在其他地方临时接受服务时，支持提供者应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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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领域内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
•
•
•
•
•

•
•
其他共同建议

•
•
•
•
•

•

床位开放。
从最近举措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如纽约州金斯县双重诊断试点项目和
类似的儿童试点，应适用于为人们开发新治疗方案模式。
为具有复杂行为和健康需求的人士扩大专业化服务。
恢复最近对服务提供者的资金削减。
排除任何全面的资金削减。今后不再考虑此类削减。这将会危及个
人。
监管审查和解除势在必行。服务提供者面临广泛的行政要求，这些要
求阻碍对被服务者的关注，并限制护理质量。风险规避对积极结果造
成障碍。
我们需要哲学上的转变和监管改革的全面改变，以转向基于力量、风
险尊严的个人服务。
使用协调评估系统(CAS)确定严重程度时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广泛
审查。利益相关方要求看到此变化的影响。
利益相关方要求明确定义且与使用协调评估系统(CAS)有关的正当程
序，更多透明度以及评估质量保证。
在个性化住宅选择（IRA）的所有公共空间安装摄像头。发育障碍人
士并不安全。个人不担心隐私问题，但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在纽约州，未成年残疾人的父母不能成为有偿护理人员。
OPWDD必须恢复其作为所服务人群代言人的角色。
停止进行追溯性费率削减。费率难以预测，无法支持系统的稳定性。
费率被削减太多，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期的薪资保护计划结束，服务提
供者将面临很大麻烦。
需要进行费率改革。需要及时和足够费率以提高系统稳定性和服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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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意见分析：地区论坛
以下概述利益相关方与 OPWDD 领导层分享的意见，并作为 5.07 战略规划工作的一部分。
地区论坛
论坛数量：共计 5 个，全州每个 OPWDD 区域 1 个
发言者总数：100
发言者包括
• 67 名家庭成员/护理人员
•

16 名个人/自我倡导人员

•

8 名家庭组织代表

•

3 名服务提供者/工作人员/经纪人/FI 人员

•

2 名自我倡导组织代表

•

2 名其他组织代表

•

1 名基础研究所（IBR）员工

•

1 名服务提供者组织代表

表 7：地区论坛参与方

家庭组织

基础研究所员工

个人

其他组织

家庭成员/看护人
服务提供者（FLS, 经纪人、工作人员）

服务提供者组织

自我倡导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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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确定的优先事项：
为了确定公共论坛上发言人士的优先领域，根据人们讨论主题的顺序，以及提及的主题，
主题的时空占用量以及所用的语言，对个人发言内容进行了编号。每份发言都对“最重要”
的三个优先事项进行了编号。有些发言中没有讨论三个主题，有些则讨论了三个以上的主
题。
发言者确定的最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主题
护理人员
自我引导
住房
其他
综合需求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家庭服务/儿童
评估/CAS
就业服务
护理协调
临床/危机服务
技术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DEI）
研究
远程医疗

提及总计
43
33
23
21
13
12
10
10
7
7
6
4
4
3
2
2

* “其他”的一些例子包括：交通，政府机构之间更好的合作，在医院住院时获得工作人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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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1-3 号排名优先事项的进一步细分：
优先事项主题
评估/CAS
护理协调
临床/危机服务
综合需求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就业服务
家庭服务/儿童
住房
研究
自我引导
技术
远程医疗
护理人员
其他

优先事 优先事 优先事
项1
项2
项3
4
2
1
1
3
2
1
0
3
8
3
2
5
7
0
3
4
3
0
1
2
5
1
1
7
1
2
4
11
8
2
0
0
25
5
3
0
2
2
0
0
2
22
17
4
13
6
2

提及总计
7
6
4
13
12
10
3
7
10
23
2
33
4
2
43
21

发言者排名前三位的“主要”事项是自我引导、护理人员和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
在论坛上进行陈述的 100 名发言人中：
o 25 人认为自我引导是最优先的领域
o 22 人认为护理人员是最优先的领域
o 8 人认为是支持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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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主要优先事项
自我引导
护理人员
综合需求
家庭服务 / 儿童
数据和透明度
就业服务
评估 / CAS
住房
日间服务
研究
护理协调
临床/危机服务

*13 名参与者指出“其他”是他们的主要优先事项。“其他”的一些例子包括：交通，政府机构之间更好的
合作，在医院住院时获得工作人员的支持。

发言者排名前三位的“第二”优先事项是护理人员、住房和数据/透明度。
在论坛上进行陈述的 100 名发言者中，63 人提及第二优先领域：
o 17 人认为护理人员是第二优先领域
o 11 人认为住房是第二优先领域
o 7 人认为数据和透明度是第二优先领域
表 9： 第二优先事项

护理人员
住房
数据和透明度
其他
自我引导
日间服务
护理协调
综合需求
评估 / CAS
技术
家庭服务、儿童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就业服务

发言者排名前三位的“第三”优先领域是住房、护理人员、以及自我引导、临床/危机服
务和日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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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上进行陈述的 100 名发言者中，有 37 人提及第三优先领域。
o 8 人认为住房是第三优先领域
o 4 人认为护理人员是第三优先领域
o 3 人认为临床/危机服务，或日间服务，或自我引导是第三优先领域。
表 10： 第三优先事项
住房
护理人员
临床、危机服务
日间服务
自我引导
技术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综合服务
其他
远程医疗
护理协调
家庭服务/儿童
评估/CAS
就业服务

各领域的共同主题：
*分析不包括为 OPWDD 服务提供更多资金的一般类别，但这是众多发言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其与确定
为其他优先事项的主题相关。包括解决和停止 OPWDD 预算削减，多年资金不足，正确使用 美国救援计划
法案（ARPA）资金，以及代表发育障碍人士及其家庭要求增加更多资金。

优先事项主题
护理人员

自我引导

共同主题
•
•
•

需要更多工作人员，目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的危机。
提高直接支持人员/工作人员的工资
为服务于具有综合需求人士的护理人员提供更多培训

•

在资金使用、预算规则、从一个项目转向另一个项目时具有更
大灵活性
修订后的上限
更清晰、更一致的信息、程序和决定
增加财政中介机构（FI）和经纪人数量
为家庭和自我倡导者提供更多工具，以帮助他们管理自我引导
服务并简化管理
为 CCO/护理管理人员、支持经纪人、家庭和使用该计划的个
人提供自我引导方面的培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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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主题

住房

综合需求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家庭服务/儿童

共同主题
•

探索使用“强化经纪”提供更多支持

•
•
•
•
•

需要更多住房补贴
减少进入非认证环境的障碍
增加住房选择，包括以人为本的选择
减少程序和文书工作
集体住宅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
•

需要更多考虑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
为具有复杂行为和健康需求的人士扩大专业化服务

•
•
•
•

在服务系统的各个层面，包括 OPWDD 卫生部、纽约州心理
健康办公室和服务提供者，需要更多透明度/问责制决策
提供更多数据，以真实反映系统现状，并协助规划未来
改善各级问责制，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更多对话和规划
使用数据预测服务需求

•
•
•
•

需要更多个性化和以人为本的方案
在日间项目中需要提供职前支持
增加社区活动机会
提供更多关于日间项目服务和选择的一致信息

•
•
•
•

需要更多“伙伴对伙伴”的对等服务
增加/提高家庭支持服务（FSS）的资金和选择
改善应用行为分析（ABA）服务
需要为年迈的护理人员提供支持，为护理人员去世的人士提供
支持
有偿护理人员

•
•
评估/协调评估系统
(CAS)

就业服务

•
•
•
•

需要对协调评估系统(CAS)进行审查，使其更加透明，并可以
上诉
改善家庭/个人对协调评估系统(CAS)的参与和评价
协调评估系统(CAS)不能很好地反映需求
应该根据不同的需求/环境/项目进行多样化评估
更新用于服务接受者的标准

•
•

更多职前机会，改善获得实际就业选择的机会
缺少往返就业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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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主题

共同主题
•
•
•

降低护理管理人员流动率
加快人生规划的提供时间
需要更明确的程序和信息共享

•
•
•
•

需要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更多危机预防和支持
缺乏行为服务
考虑危机时期的亲属主张
危机时期需要更多的短期安置选择

•
•
•

增加获得创新技术机会，以支持人们更加独立
使用技术支持人员配置需求
使用技术用于监控/安全

多样性、公平和包
容

•
•
•

包容性必须具有个性化
意识到全州情况的多样性及接受服务者的多样性
为众多文化多样性/敏感项目和服务提供更多机会

研究

•
•

考虑使用 ECHO
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所

远程医疗

•
•

为更多社区提供获得远程医疗的机会
继续提供某些虚拟选择

•

需要增加全州政府机构和服务部门（纽约州教育部、心理健康
办公室等）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允许工作人员支持住院机构/医院中的人士
解决非认证环境下的药物管理问题
促进普及更多健康知识

护理协调

临床/危机服务

技术

其他

•
•
•

利益相关方意见分析：小组会议和评论
利益相关方团体会议
团体会议数量：26
提供意见的团体总数：33
团体类型
•

2 个自我倡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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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个服务提供者组织
o 1 个为代表人数不足群体服务的团体

•

11 个家庭组织
o 3 个代表代表人数不足群体的团体

•

5 个纽约市各区发育障碍委员会

•

1 个县级政府组织

•

1 个研究组织

•

2 个全州性咨询组织

表 11：团体类型
自我倡导组织

县级政府组织
服务提供者组织

咨询组织

纽约市各区发育障碍委员会
家庭组织

研究组织

各团体确定的优先事项：
为了确定各个提供建议团体的优先领域，OPWDD 根据主题讨论顺序、特定主题领域的
空间或意见数量以及主题重视程度，对会议期间和书面声明提交期间的建议进行了编号。
对于每一团体的建议，均对最重要的三个优先事项进行了编号。一些团体对三个或三个以
下的主题领域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一些团体对三个以上的主题领域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发
育障碍咨询委员会（DDAC）要求不对其意见和建议进行优先排序，因此不包括在本分析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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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OPWDD 承担本项工作，确定其众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最重要优先事项。许多团体除
了确定最迫切的领域外，还确定了服务系统内的其他几个关切领域，并提交了关于改善系
统的广泛建议。编制 5.07 规划时，OPWDD 已全面考虑所有的建议。
发言者确定的最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主题
护理人员
住房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终生服务
临床和危机服务
其他
自我引导
家庭服务/儿童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
就业服务
综合需求
技术
研究
远程医疗

作为优先主题提及总计
22
12
9
7
6
5
5
5
4
3
3
2
2
1
1

*“其他” 的一些例子包括：个人权利、监管改革和系统重新设计、个人护理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系统
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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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利益相关方团体确定排名前三的优先领域
护理人员
住房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终生 服务
临床和危机服务
其他
自我引导
家庭服务/儿童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就业服务
综合服务
技术
研究
远程医疗

基于 1-3 号排名优先事项的进一步细分：
优先事项 1

优先事项 2

优先事项 3

作为优先主题提
及总计

护理人员
住房
数据和透明度
日间服务
临床和危机服务
终生服务
其他
家庭服务/儿童
自我引导
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

14
1
3
1
1
0
1
1
3
2

5
6
4
2
2
3
2
2
0
1

3
5
2
4
2
3
2
1
2
0

22
12
9
7
5
6
5
4
5
3

就业服务
综合需求
技术
研究
远程医疗

2
0
0
1
0

1
1
0
0
0

0
1
2
0
1

3
2
2
1
1

优先事项主题

利益相关方团体排名前三位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护理人员、数据和透明度，以及自我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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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提供建议和/或提交书面建议的 32 个团体中，有 30 个团体表明了最优先
事项：
•
•
•

14 个团体认为护理人员是最优先事项。
3 个团体认为数据和透明度是最优先事项。
3 个团体认为自我引导是最优先事项。

将“其他”作为最优先事项的团体认为，关注个人权利需求是最优先事项。
利益相关方团体排名前三位的“第二”优先事项是住房、护理人员以及数据和透明度。
通过会议提供建议和/或提交书面建议的 32 个团体中，有 29 个团体表明了第二优
先领域：
•
•
•

6 个团体表示住房是第二优先领域。
5 个团体表示护理人员是第二优先领域。
4 个团体表示数据和透明度是第二优先领域。

2 个团体将“其他”列为第二优先领域，认为需要关注监管改革和改善 OPWDD
与各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
利益相关方团体排名前三位的“第三”优先事项是住房和日间服务，护理人员和终生服
务各有三次提及，成为“第三”重要的优先事项。
通过会议提供建议和/或提交书面建议的 32 个团体中，有 28 个团体表明了第三优
先领域：
•
•
•
•

5 个团体表示住房是第三优先领域。
4 个团体表示日间服务是第三优先领域。
3 个团体表示护理人员是第三优先领域。
3 个团体表示终生服务是第三优先领域。

两个列示“其他”是第三优先领域的团体表示需要关注个人护理服务和改善服务系
统的资金。

附录 C

19

OPWDD:以人为本

各利益相关方团体评论的共同主题
团体类型
自我倡导团体

共同主题
•

获得可靠的、可负担的互联网服务。

•
•

护理人员危机 – 急需解决
需要广泛服务满足广泛需求。不是每个人都能独立生活。居住
在非认证住房的人士需要支持。
数据和透明度 - 为规划提供数据 - 关于服务对象、成本、未来需
求、当前未满足需求的数据。
自我引导方面具有更大灵活性和管理便利性，可持续性终生服
务。
改善基础设施服务 - 减少障碍，增加补贴。
改善危机服务。
让人们在家中养老而无需搬家的规划。
为具有综合医疗和健康需求的人士扩大专业化服务。
日间项目关闭，人们遭受痛苦并出现健康倒退。

•
•
家庭团体

•
•
•
•
•

•

代表人数不足的团体

•
•
•
•
•

了解如何获得服务是一个大障碍。家庭需要利用自己的语言获
得有关该系统的信息。
许多家庭甚至不知道 OPWDD 的服务。
增加具有足够文化的服务提供者/服务能力、双语言工作人员。
公开数据 – 关于服务系统利用和人口统计的数据。
提高自我引导能力 - 使之更容易和可持续。
对代表人数不足的人群进行宣传；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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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服务提供者团体

•
•
•

•
纽约市各区发育障碍
委员会

•
•
•

需要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和合作。
缺乏护理人员。未来五年的主要优先事项是确保一支训练有素
和公平报酬的护理人员队伍。
需要数据驱动的规划、资金和政策。投资建立一个数据系统。
需要进行监管改革。过度监管会产生反作用。风险规避对积极
结果造成障碍。
最需要帮助的人士得不到服务或未享受充分服务。必须提供资
金支持他们的服务。
需要进行费率改革。需要及时和足够费率以提高系统稳定性和
服务质量。
支持使用创新技术（包括远程医疗）帮助发育障碍人士，并为
其提供资金。
将住宅支持与财产分开；改变财产用途；扩大住宅选择以满足
全方位的支持需求；增加个性化支持和服务（ISS）补贴；允许
居家养老。

OPWDD 需要使用数据进行更好地追踪服务，并应与利益相关
方分享此类数据。
OPWDD 需要与其他机构和政府服务系统进行更多合作。 人们
需要来自多个机构的服务。
需要更多的住宅选择；必须增加个性化支持和服务（ISS）补
贴。
必须为直接支持人员支付专业工资。我们的护理人员处于短缺
危机中。增加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RPA）资金应专门用于护
理人员。

利益相关方意见分析：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收到的电子邮件总数：

218

从没有通过公共论坛或利益相关方团体发表意见的各方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

163

听取意见的利益相关方类型：
• 20 名残疾人士
•

85 名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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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服务提供者机构

•

2 名护理协调组织人员

•

2 名护理管理人员

•

7 名个人服务提供者（例如： 经纪人、财政中介、临床医生）

•

3 个护理协调组织成员咨询团体

•

21 名 OPWDD 员工
o 19 名 IRB 员工
o 2 名其他 OPWDD 员工

•

3 名其他人员
o 2 名来自纽约 Staten Island 学院
o 1 名来自首都地区游客委员会

•

8 名未指明类别的人士

注：来自护理协调组织成员咨询委员会和首都地区游客委员会的电子邮件意见代表了众多
发育障碍人士家庭成员的声音。此外，从一个由单一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家庭团体收到的
电子邮件包括来自 10 个不同家庭的意见和建议。

表 13：收到的单一服务机构电子邮件

残疾人士
OPWDD
员工

服务提供者机构

未指明类别人士

个人服务提供者
家庭成员

护理协调组织成员咨询团体
其他
护理协调组织人员
护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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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团体优先事项
为了确定通过电子邮件提供意见各方的优先领域，OPWDD 根据主题讨论顺序、特定主
题领域的空间或意见数量以及主题重视程度，对各方在电子邮件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编号。
对于各方的建议，均对最重要的三个优先事项进行了编号。一些利益相关方对三个或三个
以下的主题领域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一些利益相关方对三个以上的主题领域发表了意见和
建议。

注：OPWDD 承担本项工作，确定其众多利益相关方的最重要优先事项。许多利益相关
方除了确定最迫切的领域外，还确定了服务系统内的其他几个关切领域，并提交了关于改
善系统的广泛建议。编制 5.07 规划时，OPWDD 已全面考虑所有的建议。
电子邮件评论者确定的最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主题
护理人员
住房
自我引导
护理协调
其他
研究
终生服务
技术
综合需求
日间服务
就业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
数据和透明度
临床和危机服务
家庭/儿童服务
远程医疗

作为优先主题提及总计
76
61
35
34
31
24
15
12
8
7
6
5
4
3
3
3

* “其他”包括要求结束系统预算削减，为服务系统提供更多资金，以及改善跨系统合作。其他不常见的例
子包括增加服务获取，将固定成本与日常服务费率分开计价，监管改革，以及改善与利益相关方和其他政
府服务系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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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电子邮件中列示排名前三的优先领域
护理人员
住房
自我引导
护理协调
其他
研究
终生服务
技术
综合服务
日间服务
就业
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数据和透明性
临床和危机服务
家庭服务/儿童
技术

基于 1-3 号排名优先事项的进一步细分：
作为优先主题
提及总计
76
61
35
34
31
24
15
12
8
7
6
5

优先事项主题
优先事项 1
优先事项 2
优先事项 3
61
12
3
护理人员
12
18
31
住房
20
10
5
自我引导
4
23
7
护理协调
13
9
9
其他
24
0
0
研究
11
4
0
终生服务
2
6
4
技术
3
3
2
综合需求
1
3
3
日间服务
3
1
2
就业
3
2
0
多样性、公平性和包
容
2
1
1
4
数据和透明度
1
0
2
3
临床和危机服务
2
1
0
3
家庭服务/儿童
1
1
1
3
远程医疗
在电子邮件意见和建议中，排名前三位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是护理人员、研究和自我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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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建议的 163 名个人中，163 人均表明了最优先事项：
•
•
•
•

61 人认为护理人员是最优先事项。
24 人认为研究是最优先事项。
20 人认为自我引导是最优先事项。
13 人认为最优先事项是“其他”，并共同要求关注：
o 服务提供者的财政支持，消除预算/费率削减
o 改善获得服务的机会

在电子邮件意见和建议中，排名前三位的“第二”优先事项是护理协调、住房和护理人
员。
在仅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建议的 163 名个人中，97 人表明了第二优先领域：
•
•
•
•

23 人认为护理协调是第二优先领域。
18 人认为住房是第二优先领域。
12 人认为护理人员是第二优先领域。
10 人认为自我引导是第二优先领域。

将“其他”列为第二优先领域的 9 个团体普遍表示需要关注服务系统的资金和消
除预算/费率削减，以及改善机构间合作。在“其他”中被列为第二优先事项的其
他问题是需要对日间服务费率的固定成本进行分类定价，以及解决自闭症人群的需
求。
在电子邮件意见和建议中，排名前三位的“第三”优先事项是住房、“其他”和护理协
调。
在仅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建议的 163 名个人中，70 人表明了第三优先领域：
31 人表示住房是第三优先领域。
9 人表示“其他”是第三优先领域，并共同要求：
o 增加服务系统资金。
o 改善机构间合作。
o 在“其他”中被列为第三优先事项的其他问题包括：需要改善 OPWDD 和
其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 OPWDD 应作为发育障碍人士的更重
要倡导者。
• 7 人表示护理协调是第三优先领域。
•
•

电子邮件意见和建议中的共同主题和重要评论

附录 C

25

OPWDD:以人为本

个人/自我倡导人员
•
•

•
共同主题
•
•

倾听发育障碍人士的愿望和需求。有多人表示，他们没有感觉到被倾听
或被尊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举行的虚拟项目对一些人来说非常有用，他们希望这
些项目继续举行（比如为使用轮椅的人提供的虚拟瑜伽课程和 Zoom 视
频会议）。
为发育障碍人士提供技术投资 - 例如：为所有人提供生命警报。这是一
个安全问题，有助于弥补自我引导方面的人员短缺。此外，像 Alexa 之
类的技术可以使日常生活活动(ADLs)更容易，极大提升个人的生活质
量。
支持访问互联网和设备。
需要无障碍住房（符合 ADA 标准）。 需要增加补贴。虽然这是一个普

遍关注的问题，但此意见在南部地区尤为普遍。
•

自我引导预算的限制过多；需要增加选择并减少限制。

•

研究为自我引导人士人配备工作人员，这样工作人员可以为接受服务的
不同人士提供服务。
需要在自我引导中包括药物管理和医疗预约管理。 人们目前无法获得
此类帮助，但这是非常必要的。
将纽约人士迁出罗滕伯格法官中心（Judge Rotenberg Center）。
为具有精神健康问题或学习障碍的人士提供更多多娱乐项目资金。
确保服务机构有更多的多语种工作人员。

•
其他重要意见和
建议

•
•
•

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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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共同主题

•
•
•
•

•
•
•
•
•
•

其他重要意见和
建议

•
•
•
•

•
•

需要为直接支持人员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职业生涯。
自我引导并不适合所有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应为自我引导的具有综合
需求的人士提供福利。
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需要住房。
需要混合支持性住房。需要非认证性住房位置协助。
提高对住房的个性化支持和服务（ISS）补贴，并支持在区域 4 和 5 中
反复提到的支出津贴的灵活性。
缩短接受服务的等待时间。
需要进行透明评估；协调评估系统(CAS)没有透明度。
自我引导的文书工作过于复杂，准备和开始需要时间过长。自我引导的
预算规则限制性过强。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过渡规划。这是 OPWDD 的一个系统性问题。进行更
佳规划，避免个人在服务方面出现空白期。

支持由 Asperger's/Autism Network 提供的 Life Map Coach 计划。
扩大认证性住房；并非所有人士都可居住在未经认证的地方。不要把具
有综合支持需求的人士排除在 OPWDD 住宅服务规划之外。
需要非固定式危机服务。
允许有偿家庭护理人员。
不要将自我引导应用于所有人士；自我引导并不适合每个人。
需要倾听所有自闭症人士的声音，包括具有综合需求和不能自我表达的
人士。
支持为人们建造创新/独立型公寓社区。
评估司法中心是否能够提供帮助。
支持在认证环境中安装摄像头，以确保安全。
不要通过资金限制迫使人们居住于集成化环境中。在住房方面不能提供
真正的选择是歧视性表现。政府坚持认为，发育障碍人士不能与像自己
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更令人满意的选择。
需要更佳提供紧急牙科护理。
在自我引导预算中包括就业交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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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管理人员/护理协调组织
•

共同主题

其它

•
•

•
•
•
•
•
•
•

护理管理人员的文书工作过多。为个人指定优先事项级别，减少护理管
理人员和主管的监管负担，以便个人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支持。
当发育障碍人士的父母/支持人员衰老和去世时，自我引导将不可持续。
需要对协调评估系统(CAS)的质量进行保证。

护理管理必须提高服务整合，如医疗服务和行为保健。
认证性居住环境中的人们受到轻视/需要更多选择。
在自我引导和社区康复方面需要更多灵活性。
需要更多地使用技术。
需要为即将离开学校的自闭症儿童提供更多服务；帮助制定大学规划和
旅行培训。
评估协调评估系统(CAS)的有效性。
与发育障碍咨询委员会合作，发布未满足需求的分析报告。

服务提供者
•
•
•
•
•
共同主题
•
•
•

其他重要意见和
建议

•
•

简化背景调查程序，使员工招聘更容易。
提高直接支持人员的工资，改善培训和教育机会，提供职业道路。
促进居家养老。
需要减少对服务提供者的监管。
允许日间服务具有更多灵活性，让服务提供者根据需要设计自己的方
案。
扩大危机服务。
需要更好的跨系统合作（州教育部门、精神健康办公室等）。
需要精简和重新设计协调评估系统(CAS)。
建立一个辅助技术项目办公室。
政府服务系统应具有灵活性，以使具有综合需求的人士更容易得到其需
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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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反馈：县级规划
地方精神卫生主任会议(CLMHD)将发育障碍人士服务办公室(OPWDD)、成瘾服务和支持
办公室(OASAS)、心理健康办公室(OMH)以及地方政府机构(57 个县和纽约市)整合在一
起，支持州和地方的协作规划。OPWDD 参加由地方精神卫生主任会议(CLMHD)主持的
定期规划会议，以支持制定地方服务规划。
纽约州精神卫生法要求每个地方政府机构每年制定并提交一份地方服务规划（LSP）。地
方服务规划必须提交至每个州的精神卫生机构（即 OPWDD、成瘾服务和支持办公室和
心理健康办公室）。本规划应建立长期目标及细分目标，并与全州的目标及细分目标相一
致。此外，法律规定，全州的目标及细分目标代表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OPWDD 审查和分析地方规划，以更好地了解地方需求，并确保州和地方的愿景互相促
进。
2021 年和 2022 年规划的精神卫生服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纽约州精神卫生机构
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调查，从地方政府机构收集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精神健康、药
物使用障碍和发育障碍人群提供服务挑战方面的重要信息。截至 2021 年 8 月 4 日，有
43 个地方政府部门完成了本项调查。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反馈：地方政府机构确定新冠肺炎疫情对智力和发育障
碍人士的影响
调查的第一部分要求地方政府部门评价当地的精神卫生服务系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表
现。明确地说，要求地方政府机构“说明发育障碍人群的需求总体上如何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 。 在分析回复时，存在六个主要主题（参见表 1 和表 2）。 六个主题包括精
神健康、护理人员、服务挑战、远程医疗、财务影响和对于有益实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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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机构确定的残疾人士需求
# 地方政府机构
确定的需求数量

% 地方政府机构
确定的需求比例

由于探视限制和隔离，精神健康和其他严重问题加重

27

63%

人员配备和护理人员方面的挑战（回复：直接支持专业人
员和其他职位）

23

53%

服务损失/减少和服务质量的变化

22

51%

关于使用虚拟服务（即远程医疗、电话）的关注点、结果
和障碍

18

42%

关于新冠肺炎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对财务影响的担忧

12

28%

认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帮助支持提供者的做法

11

26%

确定的需求

残疾人需求 - 主题详细信息
确定的需求

详细信息
•

心理健康和隔离

•
•

人员配置和护理人员
方面的挑战

•
服务提供和质量
•
•
远程医疗

•

由于探视限制，OPWDD 支持家庭中的残疾人士进一步与朋友、
家人及其社区隔离。
孤立和孤独导致心理健康症状加剧（例如，焦虑和抑郁），行为
问题增加，以及对更多急性和危机服务的需求。
由于各种原因，护理人员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加严重。
o 员工精神紧张、士气低落；
o 加班增多；
o 低补偿标准和低工资；
o 机构内部的人员配置问题；以及
o 害怕在新冠肺炎疫情时重返工作岗位。
社区内的社会活动和日间活动有限。一些项目仍然关闭。即使是
重新开放的项目，服务能力也有限制，许多人（工作人员、家庭
和发育障碍人士）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不敢再去参加项目。
远程医疗和电话服务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但总体来说接受服务的
人士较少。
远程医疗的障碍包括：
o 连接性有限，互联网/宽带接入不畅的问题；
o 难以获得设备；以及
o 服务提供者获得远程医疗批准的过程非常繁琐
远程医疗服务并不适合儿童发育障碍人群：儿童的远程教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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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需求

详细信息
•

新冠肺炎疫情的财务
影响

•

•
•
认可有益的服务提供
者实践

•

务规划和虚拟学习机会不会产生面对面服务时的效果。
由于州和联邦资源缺乏可用资源，服务提供者的可持续性受到影
响
因为以下原因，服务提供者面临巨大的财务负担：
o 个人防护设备、消毒剂和清洁用品成本；
o 危险行业津贴、加班费；以及
o 技术和遵守新冠肺炎疫情准则所需的其他费用
工作人员死亡和空缺也会产生财务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给予服务提供者一个创新和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机
会
许多服务提供者在向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和参与机会时表现出独创
性。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反馈：地方政府机构（LGU）分析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OPWDD 服务系统的影响
要求地方政府机构提供以下问题的相关信息：“贵县是否就新冠肺炎疫情对智力和发育障
碍服务/OPWDD 服务系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果是，请说明。”回复调查的地方政府
机构中，近一半没有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进行任何分析（参见下方图 1）。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行分析的地方政府机构中，大多数侧重于对服务提供者的影响
（n=16，73%，参见图 1）。地方政府机构提到，成本增加使提供服务面临挑战，提供
服务的等待时间增加，人员配置存在问题以及补偿标准低。对于具有发育障碍的个人，地
方政府机构确定了获得服务和住房、精神健康和社会隔离、等待时间增加以及学龄儿童的
挑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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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地方政府机构进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分析的方法和重点

重点
8：调查
16：服务提供者

21：无新冠病毒具体分
析

9：讨论或会议

4：服务提供者、智力和/或发
育障碍人士
5：其他

2：智力和/或发育障碍人士

地方政府机构在未来一年面临的挑战
OPWDD 向地方政府机构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在未来 12 个月内，贵县在智力和发育
障碍服务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在分析回复时，存在五个主要主题（参见表 5
和表 6）。 这些主题包括护理人员、住房、 应对紧急情况/危机、疫苗疑惧和交通。

未来 12 个月内地方政府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主题

确定的挑战
人员配置和护理人员挑战
住房
紧急响应/危机服务
直接支持人员/工作人员中，对疫苗的疑惧
交通

# 地方政府机
构确定的挑战
数量
30
11
6
4
4

% 地方政府
机构确定的
挑战比例
70%
26%
14%
9%
9%

附录 D

4

OPWDD:以人为本

未来 12 个月内地方政府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主题 - 主题详细信息
确定的挑战
人员配置和护理人员
挑战

详细信息
•
•
•
•

住房

•
•

紧急响应/危机服务
直接支持人员/工作人
员中，对疫苗的疑惧

•
•
•
•
•

交通

•

持续面临招聘和留用直接支持人员的问题
低补偿标准和低工资被认为是服务提供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对于支持 OPWDD 运营的家庭和日间康复服务直接支持人
员，问题尤其严重。
这是多个地方政府机构提到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他
们已经面临和将在明年面临的最大挑战
缺少能够支持发育障碍人士的住房机会，导致紧急和危机
反应服务压力。
低补偿标准和经费削减使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方面面临
挑战。
需要额外的暂休和危机应对能力
需要将紧急服务（如急诊室、警察）转变为对发育障碍人
士的危机支持
隔离和孤独导致对心理健康服务和支持的需求增加
支持发育障碍人士的直接支持人员和其他人员不愿意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由于社交距离的规定，交通限制使发育障碍人士难以获得
服务和参加活动。
缺少无障碍型公共交通，使发育障碍人士无法参与社区活
动和接受服务/支持。

支持地方规划进程的未来数据
OPWDD 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是否有能够帮助 OPWDD 更好地为当地规划过程提供
信息的数据？请按优先/重要程度列示。”在提交回复的 43 个地方政府机构中，12 个地
方政府机构（28%）表示没有额外数据需求。其余 31 个地方政府机构回复了一系列对地
方规划有帮助的数据。这些数据可归纳为七大主题，包括：服务差距；人口统计资料；住
房；儿童和过渡期青少年；紧急和危机服务；人员配置；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参见表 7
和表 8）。
主要主题 未来支持地方规划的数据

数据需求
服务差距

# 地方政府机
构确定的数据
需求数量
13

% 地方政府
机构确定的
数据需求比
例
30%
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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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4
3
3
2

人口统计资料
住房
儿童/过渡期青少年
紧急服务和危机服务
人员配备
COVID-19

19%
16%
9%
7%
7%
5%

主要主题 未来支持地方规划的数据 - 主题详细信息
数据需求

详细信息
•

服务差距

•
•
•
•

人口统计资料

住房
儿童/过渡期青少年

•
•
•
•
•
•

紧急服务和危机服务

人员配备
新冠病毒

•
•
•
•
•
•

关于发育障碍者服务和支持减少/丧失的数据。提供的例子
包括：家庭支持服务；住房；日间服务
关于无法利用传统服务（如日间适应训练）以及远程服务
（如远程医疗）的数据
关于接受服务和支持的资格和等待时间数据
拒绝提供服务者的数据
县级提供的关于发育障碍人士的详细信息（例如年龄、残
疾、需要支持的程度）
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数据
发育障碍人士的慢性病数据
具有并发症人士的数据（即具有发育障碍和药物使用障碍
和/或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
表明存在哪些机会和等待住房人数的数据，包括没有住房
联系的人士
侧重于向 OPWDD 服务过渡的儿童和青少年数据。所提供
的例子包括寄宿学校的青少年和校外的青少年数据。
发育障碍人士使用紧急服务（即急诊室、警察）和惩戒系
统（如监狱、拘留所）的数据。
o 急诊室使用和住院时间
o 执法部门参与的数据
o 监狱/拘留所时间和刑期
危机应对服务（如 START）和暂休使用数据
直接支持人员的薪资/工资数据
护理人员/人员配置需求
发育障碍人士和工作人员的疫苗接种数据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提供和服务使用影响的数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服务提供、接受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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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地方政府机构影响的其他意见
要求地方政府机构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请使用下面的可选空格，描述与新冠肺炎疫
情对心理卫生服务影响有关且您在前述问题中未涉及的其他内容。” 地方政府机构利用
此机会强调了两个要点。首先，18 个地方政府机构（42%）提到长期持续的人员配置问
题，包括护理人员的留用、短缺和服务提供能力。第二，11 个地方政府机构（26%）讨
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好处和担忧。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表示在获得
和提供远程医疗服务方面存在困难，而其他地方政府机构则表示由于远程医疗的出现，能
够以新颖和独特方式提供服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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