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發展服務部

常⻅問題

更新於 2021年7⽉17⽇ 

DDS 01-083120第 号指令：

替代性⾮住宅服务（替代服务）

 常⻅问题

1.什麼是替代性⾮居⺠服務（替代服務）？
替代服務是⼀種消ý者獲得可能ü被COVID-19州緊急狀態中斷的⾮住宅服務的 
⽅ñ。服務提供者可以提供與其傳統計畫設計不同的⽀持，並應對因COVID-19 
⼤流ô⽽產⽣的任何新需û和興趣。⼀些例⼦如下所⽰：
交付⻝物、個⼈防護õ備
交付 ⽤于活動和遠端學習的包裹、設備和⽤品
健康ö查和有關當前事件的討論 
⽤於規劃即將舉ô活動的協作會議 
⽤於學習新ø能的預þ錄製或直播視頻課程
協助聯⽹並提⾼就業和創⽴微型企業機會
在設置、ü訓和使⽤設備⽅⾯給予⽀持 

2. 替代服務是否必須？
不是必須。當⽆法像COVID-19⼤流ôù前那樣提供服務時，可以使⽤此選項來
滿⾜消ý者的需û。 

3. 哪些供應商可以提供替代服務？
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0年12⽉2⽇的信函以及加州發展服務部最初確定的需
要每⽉ý率的替代服務的服務代碼清單。如信函中所述，如果獲得地區中⼼和加
州發展服務部的批准，則根據ô在信函中指明的服務代碼提供的服務可提供替代
服務。 

4. 如果消ý者需要供應商提供不包含在適⽤於替代服務的服務代碼清單中的服務
怎麼辦？
應與地區中⼼聯繫，討論針對各項服務的需û以及是否應將個性ø例外請û提交 
⾄加州發展服務部。 

5. 每家供應商是否必須選擇是否要提供全部傳統服務或替代服務，還是可以根據
個⼈消ý者情況來決定？
服務交付模ñ和提供的服務類型取決於每名消ý者的需û。供應商可以向所服務
的部分消ý者提供傳統服務，⽽向其他消ý者提供替代服務；然⽽，在給定⽉份
中向消ý者提供的任何替代服務都會導致使⽤替代服務每⽉ý率來開具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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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提供者向消ý者提供的旨在⽀持消ý者服務的⾃我指導的ü訓和教育材
料”的例⼦有哪些？
如果õ在協定並對消ý者有益，則服務提供者可以為消ý者準備在其最⽅便時間啟
動的活動。這些材料可以由服務提供者匯總並采⽤多種⽅法交付給個⼈。其中⼀些
例⼦包括：交付 ⾄消ý者家中的⽤品套件、通過電⼦郵件發送給消ý者的書⾯⼯作
簿或課程計畫、以及可以ü上觀ý的預þ錄製視頻。 

7. 是否可以在彈性時間提供服務？
是的。可以隨時提供使消ý者受益的服務。 

8. 什麼是個⼈服務計畫（ISP）？
個⼈服務計畫（ISP）是由消ý者÷知並由提供者制定的計畫，þ計畫ü識並描述將
提供⽤於⽀持個⼈需û、⻓期⽬ü和短期⽬ü的服務。þ計畫的形ñ可能會因提供
者和服務類型的不同⽽變ø，有些可能稱為治療計畫、護理計畫等。 

9. 是否需要跨學科團隊的個⼈⽅案計畫（IPP）會議來啟動替代服務？
不需要，⽆需啟動替代服務。 

10. 替代服務是否可以適⽤於所⽀持的就業？
是的。如果⽆法提供傳統服務，則所⽀持就業服務的提供者可以向消ý者提供替代
服務。 

11. 替代服務是否可以適⽤於運輸服務和運輸助理？
是的。在⽆法提供傳統服務時，所有運輸服務的提供者可以向消ý者提供替代服
務。 

12. 替代服務能否包括提供⼀些協助，以便更好地接種COVID-19疫苗？
可以。協助可能包括提供⼀些與疫苗、接種資格、可在哪兒獲得疫苗以及疫苗運輸
協調有關的資訊。 

13. 在哪⾥可以ô到有關⾃我決定計劃的更多資訊？
我們õ勵感興趣的消ý者、家庭或其他⼈訪問⾃我決定計劃⽹站， 解有關加州⾃
我決定計劃的更多資訊。個⼈還可以聯繫其地區中⼼， 解下次當地志願者þ詢委
員會會議的⽇期。

对于家庭和消费者 

1. 替代服務指令涵蓋哪些服務類型？
þ指令適⽤於很多⾮住宅服務，其中包括⽇間計畫提供的服務、早期⼲預和運輸
等。由於州和地⽅衛⽣法規的限制，這些提供者可能⽆法提供與COVID-19⼤流ôù
前相同的服務。þ指令提供有關如何提供替代服務以滿⾜消ý者當前需û的資訊。

當提供者可以⽤COVID-19⼤流ôù前提供的⽅ñ、在其他地點或通過遠端交付提供
滿⾜消ý者需û的相同服務時，þ指令將不適⽤。例如，提供相同虛擬服務且這些
虛擬服務滿⾜消ý者需û的⽇間計畫不是在提供替代服務。同樣，可以在診所遵守
所要û的安全規程提供的個別治療服務也不是替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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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替代服務？
可以早在2020年9⽉開始替代服務。提供者應讓消ý者 解其對替代服務的需û和
興趣，õ⽽可以作為⼀種選擇。如果消ý者對使⽤替代服務感興趣，則提供者必須
通知地區中⼼。消ý者還必須收到⼀份新的或修訂後的服務計畫。 

3.如果提供者正在提供替代服務，則必須做什麼？
提供者必須做以下事項：
確保替代服務滿⾜消ý者的當前需û。
與消ý者和家庭就他們的服務需û和替代服務的使⽤情況進ô互動。
遵守州和地⽅衛⽣命令和許可要û。
如果提供了親⾃服務，則對他們的員⼯和消ý者進ô關於安全交付親⾃服務的
ü訓。
富有創意，機智，並對提供服務的⽅ñ進ô修改 

4. 期望提供者如何使消ý者和家庭 解其服務需û？
期望提供者促進以包容性和個性ø⽅ñ實施替代服務指令。
提供者必須與每名消ý者互動， 解其是否需要替代服務並對這些服務感興
趣。您可以決定這些服務是否會對您有幫助，以及您是否想要參加。
提供者應向消ý者和家庭提供資訊，以便他們能ø 解替代服務的靈活⽽富有
創意的選項。
提供者應詢問消ý者和家庭的需û，以及對他們最有效的選項的想法。如果ô
詢問您，您應þ談論 ⾃û的需û並÷知您的任何想法。
如果消ý者或授權代表給予許可，則提供者可以與也對相同消ý者具有服務授
權的其他提供者合作，最好地滿⾜消ý者的需û。

提供者與您會⾯後，將做以下事項：
記錄與消ý者的對ü，其中包括⽇期、參與對ü⼈員以及消ý者和家庭提出意
⻅的內容。
通知您所在地區中⼼，說明⾃û有意接受替代服務。
如果您同意想要使⽤替代服務，則提供者必須向您提供新的或更新後的服務計
畫，其中包含有關將要提供的替代服務的類型和 量的詳細資訊。þ服務計畫
可能涉及與其他服務提供者（含住宅服務提供者）協作提供的服務。
將向您提供新的或更新後的服務計畫。
如果提供者不同意其提供的替代服務，則他們還必須÷知消ý者可以採取的具
體步 。例如，消ý者或家庭可能不同意所提議的服務，因為ô在他們⽅便的
時間提供，提供頻率不ø，或將⽆法滿⾜其他需û。 

5. 替代服務的例⼦有哪些？
替代服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內容： 
⽀持消ý者儘量減少接觸COVID-19或降低其造成的影響；
完成對消ý者的ø能、偏好和服務需û的個⼈評估；
完成⼀項向消ý者提供所需服務的服務計畫； 
·向需要提供服務或⽀持的消ý者家中交付 ⽤品或其他物品； 
·使⽤提供者向消ý者提供的旨在⽀持消ý者服務的⾃我指導的ü訓和教育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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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專⻔指定為消ý者提供⽀持的消ý者家中的個⼈提供的ø能ü訓；
對過渡到⾃我決定計劃提供⽀持；以及

消ý者認可的、可增進或滿⾜其服務需û的、對⾮住宅服務的其他修改。 

6. 地區中⼼在替代服務中的作⽤是什麼？
如果您的當前提供者⽆法滿⾜您的需û或提供必要的⽀持服務，則您的服務協
調員可以説明您確定服務選項或其他提供者。由於COVID 19⼤流ô可能會改變
您的服務需û，因此您也可以與服務協調員討論針對不同或更多服務的需û。
在õ提供者那⾥ 解消ý者對替代服務感興趣後30天內，地區中⼼將以您的⾸
選語⾔通知您，確認對替代服務的請û。þ通知將包含消ý者服務協調員及其
主管的聯繫資訊。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應聯繫您的服務協調員或他們的主管。 

7. 我可以採取什麼步 來確保替代服務滿⾜我或我家庭成員的需û？
與服務提供者交談ù前，請考慮⼀下您或家庭成員的個⼈⽬ü、需û和服務。
您可能想要使⽤“家庭參與指南”來説明⾃û考慮當前需û以及將滿⾜這些需û
的服務種類。您可以在此處獲取þ指南。
如果您的提供者正在提供替代服務，請在問題4中查ý可能õ在的替代服務清
單。哪些服務可能對您有説明，哪些服務類型可能對您沒有幫助？是否õ在您
想要討論但ô列出的其他服務或選項？您是否需要ü訓或⽤品才能獲取這些服
務中的任何內容？
提出問題，以便您 解所提供的靈活⽽富有創意的選項。
考慮與其他提供者協調服務和共⽤þ資訊的⽅ñ。
向服務協調員詢問可以提供服務的其他⽅ñ。例如，根據“參與者導向服務”的
規定，您可以直接雇⽤⾃û選擇的⼈員（含家庭成員）來提供÷些服務。有
關“參與者導向服務”的更多資訊，請參⻅此處。 

8. 如果我的提供者ô根據替代服務指令的規定提供服務，並且對÷⼈或家庭成員接
受的服務有疑問，þ怎麼辦？
為了確保在COVID 19⼤流ô期間地區中⼼消ý者的健康、福利和安全，加州發展
服務部（DDS）ó許在替代地點或通過遠端電⼦通信（含Skype、Facetime、視
訊會議或電ü會議）提供眾多服務。在ô經消ý者的個⼈⽅案計畫（IPP）團隊同
意的情況下，在替代地點或通過遠端⽅ñ提供服務的靈活性，不應改變任何個⼈⽅
案計畫（IPP）服務的頻率或持續時間。如果消ý者請û或同意在或通過遠端⽅ñ
提供服務，則提供者會通知地區中⼼，然後地區中⼼以消ý者⾸選語⾔向其寄送⼀
封信，確認此項變更。有關這些要û的資訊，請⻅此處。

如果您對⾃û或家庭成員正在接受的服務有疑問，則應與服務提供者和/或服務協調
員交談。例如，您可能擔⼼服務的 量、提供服務的時間、或者不再認為遠端服務
對您或家庭成員有⽤。您的提供者也許能ø調ý您或家庭成員的服務。您的服務協
調員也許能ø確定更好滿⾜您需û的其他服務提供者或服務。您可能還想與服務協
調員討論使⽤“參與者導向服務”。考慮問題7或家庭指南中列出的ñ域，為與服務
提供者或服務協調員的討論做準備可能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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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供应商和服务提供者 

1.我們仍然處於州緊急狀態，為什麼保ñ⾦（針對消ý者缺勤開具帳單）必須結束？
在加州居空命令期間，消ý者對⾮住宅服務繼續有需û。
此外，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ó助服務中⼼（CMS）澄清說，聯邦資⾦在保ñ⾦⽅⾯
有時間限制（針對消ý者缺勤開具帳單）
替代服務將針對COVID-19開發的服務轉換為可在州緊急狀態下持續有資格享受聯
邦償付的試驗性服務 

2. 我是否需要填寫2020年7⽉17⽇指令中包含的附件A、B或C？
不需要。2020年7⽉17⽇指令ü⼊了帶有附件A、B和C的結構，作為⽰例⽂件。⾃ 
2020年7⽉17⽇起，結構和⽂件ü更新。提供者不應使⽤⽰例⽂件。加州發展服務部
（DDS）發佈了2020年8⽉31⽇指令的認證附件，要û在請û償付ù前，替代服務的
提供者必須提交þ附件。 

3. 我是否需要提交COVID-19保護計畫驗證？
加州發展服務部（DDS）在6⽉共⽤的COVID-19保護計畫驗證草案尚ô最終確定， 
⽽且加州發展服務部（DDS）對此也⽆要û。提供者必須審查這些要û是否符合州和/
或當地公共衛⽣指南，在÷些情況下，這些指南可能需要其他監督機構的書⾯保護計
畫。 

4. 除向消ý者提供⽤品外，我還通過視訊會議提供了與COVID-19⼤流ôù前相同的服
務。這是否會導致以相同⽅ñ或將繼續出具替代服務的帳單？
如果要使⽤包裹或⽤品代替傳統服務交付，則是替代服務。
如果要使⽤包裹或⽤品⽀持傳統服務交付，則不是替代服務。

认证 

5.誰需要向地區中⼼提交替代服務認證（附件）？ 
⽆法⽤傳統⽅ñ和/或通過遠端選項提供服務並打算提供替代服務並為此出具帳單的服
務提供者，必須在請û償付索賠ù前向地區中⼼提交ü提供的各項服務的認證。除⾮ü
交付的替代服務發⽣變更，否則僅需要認證⼀次。þ認證請⻅此處。 

6. 是否需要地區中⼼批准認證？
不需要。þ認證⽤作確認要û交付替代服務。 

7. 要提供替代服務是否需要修訂計畫設計或完成新供應流程？
不需要。服務提供者⽆需修訂計畫設計或申請新供應流程。 

8. 替代服務的提供者是否應對附件上列出的全部類型替代服務負責？
否。提供者應ö查其計畫提供的任何 /全部類型。 

9. 替代服務的提供者是否對附件上列出的全部認證負責？
是的。提供者應對全部認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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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账单 

10. 我是否仍然可以按õ確定的每⽇或每⼩時ý率提供服務並開具帳單？
是的。以原始形ñ（包括遠端或在替代地點）提供的服務，應按每個服務單ö確定
的ý率開具帳單。然⽽，服務提供者可能不會針對同⼀消ý者的替代服務按每⽉單
位ý率另外開具帳單。 

11. 如果我正在⽤傳統形ñ向÷些消ý者提供服務並通過替代服務向其他消ý者提
供服務怎麼辦？
服務提供者可以⽤傳統形ñ向÷些消ý者提供服務並開具帳單，並通過替代服務向
其他消ý者提供服務並開具帳單。在給定⽉份內，為每名消ý者開具的帳單應為傳
統形ñ或替代服務。如果當⽉通過替代交付 ⽅ñ提供全部或部分服務，則服務提供
者應按替代的每⽉單位ý率開具帳單。提醒您注意，如果傳統服務⽆法滿⾜個⼈需
û，⽽替代服務選項可以滿⾜，則會試圖提供替代服務。 

12. 如果消ý者想要將傳統服務和替代服務組合在⼀起，則使⽤什麼ý率？
組合服務應使⽤替代服務每⽉ý率開具帳單。 

13. 每⽉單位ý率是如何確定的，我將何時收到？
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0年12⽉2⽇的信函，其中解釋了⽉ý計算的依據。ý率
計算⽅法概述，請⻅此處。
您所在地區中⼼擁有ý率和備份資訊，並將向您提供⼀份⽂件，其中包含為þ地區
中⼼內針對您的聯邦雇主識別碼（EIN）計算的全部ý率。地區中⼼能ø提供õ 
2020年12⽉開始的ý率。 

14. 如何確定運輸服務的ý率？什麼時候我能收到結果？
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1年3⽉29⽇的信函，信函中說明了運輸服務的ý礎ý率
和每⽉償付計算⽅ñ。ý率確定⽅法相關的描述請⾒此處，ý率計算和償付範÷請 
⾒此處。

您的地區中⼼ü於2021年3⽉收到資訊，可以向您提供⼀份檔案，其中包括 額計
算結果，以及您在þ地區中⼼內的交通服務的備份資訊。 

15. 作為替代服務的交通服務提供者，我ü收到地區中⼼提供的供應商ý率檔案。
我在哪þ能ô到附件B中需要填寫的“供應商⽉均償付額”？
如果您ô不到這項資料，請þ詢您的地區中⼼。2021年4⽉，我們提供了修訂後的
供應商ý率檔案，便於尋ô所需資訊，您的地區中⼼能ø向您提供幫助。 

16. 作為交通服務提供者，我使⽤相同的交通⼯具為多個地區中⼼提供服務。就替
代服務⽽⾔，我要如何在它們ù間核算以前的燃油ý⽤？
提供者應當確定⼀個合理的⽅法，將燃油ý⽤分配到每家地區中⼼。⽅法可以包括
但不限於：根據每家地區中⼼服務的消ý者 量分配，根據每家地區中⼼內消ý者
的總⾥程 、ô程次 或服務天 等分配。提供者應當保ñ所⽤⽅法的記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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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作為交通服務提供者，我使⽤相同的交通⼯具為地區中⼼和⾮地區中⼼提供服務。
就替代服務⽽⾔，我要如何為這些交通⼯具的燃油ý⽤開具帳單？
提供者應當確定⼀個合理的⽅法，單獨報帳地區中⼼服務對應的燃油ý⽤。⽅法可以包
括但不限於：根據每項服務對應的地區中⼼消ý者 量，每項服務的總⾥程 ，每項服
務的總ô程次 或服務天 加以分配。提供者應當保ñ所⽤⽅法的記錄檔案。 

18. 作為交通服務提供者，我使⽤相同的交通⼯具來提供替代服務和傳統服務。就替代
服務⽽⾔，我要如何為這些交通⼯具的燃油ý⽤開具賬單？（新）
提供者應當確定⼀個合理的⽅法，單獨報賬替代服務對應的燃油ý⽤。⽅法可以包括但
不限於：根據每項服務對應的消ý者 量，每項服務的總⾥程 ，每項服務的總ô程次
 或服務天 加以分配。提供者應當保ñ所⽤⽅法的記錄檔案，區域中⼼可要û提供⽤
以⽀持報銷要û的⽅法說明。 

19. 我如何在運輸服務的替代服務帳單ù外，單獨申請償付燃油ý⽤？
詳詢您的地區中⼼。 

20. 我能否繼續提供傳統的交通服務並開具帳單？（更新）
可以，õ2021年4⽉⾄7⽉期間，如果您在同⼀個⽉向任何消ý者提供替代服務，那麼
替代服務開具帳單的⽅ñ應當⽤於所有消ý者，包括只接受傳統服務的消ý者。õ 
2021年8⽉開始，您的傳統報銷ý率和⽅法可⽤於只接受傳統服務的消ý者。 

21. 我提供的傳統交通服務ý率是由⾞輛服務時間和/或ô駛⾥程決定的。如果同⼀時間
內我向⼀些⼈提供傳統服務，向另 ⼀些⼈提供替代服務，我如何為傳統服務開具賬單？
（新）
提供者應當確定⼀個合理的⽅法，將傳統ý率⽅法應⽤於⾞輛服務時間和/或ô駛⾥
程。⽅法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使⽤ý於服務⼈ 的時間百分⽐或根據當時所服務的多
 ⼈來進ô分配。提供者應當保ñ所使⽤⽅法的記錄檔案，區域中⼼可要û提供⽤以⽀
持報銷要û的⽅法說明。 

22. 如何確定團體⽀持就業的ý率？什麼時候我能收到結果？
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1年3⽉29⽇的信函，信函中說明了團體⽀持就業的每⽉ý率
計算⽅ñ。ý率確定⽅法相關的描述請⾒此處。您的地區中⼼ü於2021年3⽉收到資
訊，可以向您提供⼀份檔案，其中包括ý率計算結果，以及您在þ地區中⼼內的團體⽀
援就業服務的備份資訊。 

23. 作為團體⽀持就業提供者，如果⼀個團體內有⼀個⼈接受替代服務，兩個⼈只接受
傳統服務，那我þ如何報÷þ團體的就業輔導時 ？
就業輔導時 的報÷⽅ñ與以前相同，但是報÷中不應包含接受替代服務的⼈員。只能
包含那兩名只接受傳統服務的⼈員。 

24. 是否每個⼦代碼都有每⽉ý率？
是的。每項服務和⼦代碼組合都有每⽉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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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如果我不同意ý率，þ怎麼辦？
有關您的ý率計算問題應在2021年1⽉31⽇ù前直接送達您的供應⽅地區中⼼，有關
團體⽀持就業的ý率問題應在2021年5⽉14⽇ù前送達。推薦的提交問題範÷，請⻅
此處。 

26. 我什麼時候使⽤每⽉單價ý率開具帳單？
õ2021年1⽉提供的服務開始。交通和團體⽀援就業服務的提供者將於2021年4⽉開
始。 

27. 如果我們沒有所有⼈的12個⽉歷史記錄或服務的⼈ 發⽣了變ø，如何計算ý
率？
õ提供者那⾥獲得的接受服務的每個⼈的每⽉ý率將是截⾄2020年2⽉的12個⽉中每 
⼈每⽉平均ý⽤。計算中僅包括ü提供服務的⽉份。 

28. 如何確定⾃2020年2⽉以來接受我服務的新消ý者的ý率？
供應商的每⽉ý率適⽤於接受過服務的全部消ý者，其中包括任何新消ý者。 

29. 如何確定⾃2020年2⽉以來提供服務的新供應商的每⽉單位ý率？
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1年3⽉29⽇的信函，信函中說明了地區中⼼為新供應商設
定ý率並提交÷部⾨審批的流程。 

30. 我將為每名消ý者提供不同ý率，還是為全部消ý者提供⼀個相同ý率
õ2021年1⽉開始，每個替代服務提供者將對接受替代服務的全部消ý者采⽤統⼀每 
⽉單位ý率。 

31. 由於全州範圍最低⼯資發⽣變ø，是否可以提⾼替代服務ý率？
是的，如適⽤，可調ý每⽉ý率。請參閱加州發展服務部2020年12⽉21⽇關於最低⼯
資上漲的信函。 

32. 如果我ô針對消ý者缺勤（保ñ⾦）開具帳單，我是否有資格獲得替代服務的認
證和開具帳單？
是的。所有⾮居⺠服務提供者都有資格提供替代服務，⽆論以前是否針對消ý者缺勤
（保ñ⾦）開具過帳單。 

33. 如果我嘗試聯繫消ý者但他/她沒有任何回應，我是否可以根據以前的平均每⽉出
勤情況來開具服務的帳單？
不可以。õ2020年9⽉1⽇起，服務提供者將只能為每⽉接受替代服務的消ý者按每 
⽉單位ý率開具帳單。 

34. þ指令規定保ñ⾦將於2020年8⽉31⽇終⽌，但þ指令ü延⻓⾄2020年10⽉14 
⽇，這個⽇期是否因此成為保ñ⾦的新終⽌⽇期？
不是。þ指令ü延⾄2020年10⽉14⽇，是按õ2020年7⽉17⽇指令做的修正， 
2020年7⽉17⽇指令規定保ñ⾦於2020年8⽉31⽇終⽌。它不改變保ñ⾦終⽌⽇期 
2020年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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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是否可以向以前沒有通過我的計畫提供服務的消ý者開具服務帳單？
服務提供者可以向您擁有批准購ø授權的消ý者開具服務帳單。

报÷ 

36. 將如何提交⽉度報÷？
õ2020年9⽉開始，提供者將使⽤SurveyMonkey提交⽉度報÷。報÷和⽰例的連結
位於此處。即將推出⽤於將來報÷的進⼀步指南。 

37. 對於⽉度報÷，如果我的計畫涉及多個供應流程，是否需要為每個供應流程提交 
⼀份報÷？
是的。必須為每個供應流程（供應商編號和服務代碼組合）提交⼀份報÷。 

38. 對於SurveyMonkey中的⽉度報÷，如果我為多個地區中⼼的消ý者提供服務，
是否需要針對每個地區中⼼提交⼀份報÷？
不需要。由供應流程提供服務的全部消ý者都可以納⼊同⼀報÷中。 

39. 如果我在SurveyMonkey中啟動了報÷，是否可以稍後再返回進ô刪除或修訂？
如果需要對報÷進ô刪除或修訂，請通過DDSC19Directives@dds.ca.gov向加州發
展服務部發送電⼦郵件，要û將以前提交的調查報÷刪除。þ請û必須包含您的計畫
名稱、供應商編號和服務代碼，並指定需要刪除的報÷⽉份。 

40. 對於SurveyMonkey中的⽉度報÷，我如何知道我完成的報÷是否被接受?
按⼀下報÷最後⼀⻚上的“完成”後，即被接受。提交調查報÷後，不會向您發送確
認。如需確認，請將您的計畫名稱、供應商編號和服務代碼通過 
DDSC19Directives@dds.ca.gov發送給加州發展服務部。 

41. 我是否需要報÷每天為每名消ý者提供服務的⼩時 ？
不需要。⽆需報÷每天提供服務的⼩時 。有關所需報÷，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所提供
服務的類型以及每名消ý者獲得替代服務的天 ，請參閱þ指令。 

42. 如果我以通常⽅ñ（⾮遠端）提供服務，我們是否仍然需要跟蹤提供的服務並上
交⽉度報÷？
不需要。對於不提供替代服務的供應商，⽆需⽉度報÷。 

43. 以前我被÷知，õ2021年1⽉開始，將采⽤開具電⼦帳單形ñ（eBilling）完成每 
⽉報÷。我是否必須這樣做並使⽤SurveyMonkey提交報÷？ 
⽆需。對於2021年1⽉，提供者僅需使⽤SurveyMonkey提交報÷。儘管eBilling系
統ü添加了⽤於報÷的功能，但是提供者僅需在每⽉ý率發票上ü記ü提供服務天 
的出勤情況（使⽤對勾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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