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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For English: please click on the white globe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labeled 
“interpretation.”Next, select English. 

Interpretación en español: haga clic en el globo blanco en la parte inferior de la pantalla con 
la etiqueta "Interpretation."Seleccione su idioma y seleccione "Mute original audio.”

聽中文國語. 普通話. 請點擊熒幕下方圓圈. 選擇葡萄牙語之翻譯頻道. 並將原始英文頻道靜音. 謝謝 

Đối với tiếng Việt, hãy nhấp vào quả địa cầu màu trắng có nhãn “thông dịch” ở cuối màn hình Thu 

phóng, chọn tiếng Pháp, sau đó nhấp vào “Tắt âm thanh gốc” 

Hmong:Mloog ib qho kev nthuav qhia nyob rau hauv koj hom lus, thov nias rau lub ntiaj teb dawb 

ntawm qhov screen uas hais tias "Txhais lus".Ntxiv mus, xaiv koj hom lus thiab nias "MUTE thawj 

audio“ 

Japanese: あなたの言語で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を聴くには、画面の下部にある「通訳」と書かれた白い地球

儀を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次に、言語を選択し、「元のオーディオをミュート」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会议详情

美国手语译员已设定为“聚焦”模式，实时自动生成字幕功能已
启用

会议正在录制中

材料请见：插入链接

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书面评论：cfs@dds.ca.gov 

mailto:cfs@dds.ca.gov
mailto:cfs@dds.ca.gov


Zoom使用提示

所有与会者
您的麦克风将 您的摄像头
被静音 将被关闭

均可在“问
答”(Q&A) 
中输入问题/
评论

发展服务部人
员将使用聊天
工具，添加信
息和链接 

已启用自动生成字幕
功能：点击此按钮，
再选择“显示字
幕”(show subtitles) 

在会议结束
时退出网络
研讨会

• 与会者将无法开启视频和麦克风 
• 您只能看/听屏幕上的发展服务部人员和主持人发言 

• 具体功能因您使用的Zoom和设备的版本而异 
• 部分Zoom功能不适用于只使用电话的与会者



 

议程 

➢欢迎 
➢今日网络研讨会的目的 
➢什么是协调家庭支援 (CFS) 服务？ 
➢CFS服务在何处提供？ 
➢谁能获取CFS服务？ 
➢CFS服务何时提供？ 
➢如果我需要CFS服务，该如何取得？ 
➢CFS意见征询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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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网络研讨会的目的

为您创造契机，就 
CFS服务向发展服务

部给予反馈

审阅CFS描述的草案CFS的服务对象是接
受区域中心服务并
与家人共同生活的

成年人

分享“协调家庭支援”(CFS) 新
服务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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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会议 

在2022全年期间，发展服务部与利益相关者群体多次会谈，听取有
关CFS的编制意见

特别鸣谢：

• 发展服务部消费者咨询委员会 
• 内陆帝国区自闭症协会 (Autism Society Inland Empire) 的

自我和家庭权益倡导者 
• Hlub Hmong中心 
• 发展服务部非裔美国人焦点小组 
• 聋人及听障人群 
• 拉美裔年轻母亲群体 
• 抚育困难儿童的日语家长协会 (Japanese Speaking Parents 

Association of Children with Challenges, JSPACC) 
• 残疾子女华人家长协会 (Chinese Parents Association for 

the Disabled, CPAD) 
• 痴呆症照护服务联盟 (Coalition for Dementia Care 

Services) 
• CDCAN - Marty Omoto 

• Colaboración, Liderazgo, Abogacía, Servicio y Educación 
(CLASE) 

• 船民SOS社区发展促进中心 (Boat People SOS for Community 
Advancement) 

• 华人特殊儿童之友 (Frie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FCSN) 

• 特殊家庭资源中心 
• UC Davis MIND Institute西班牙语家长群体 
• 痴呆症照护服务联盟 (Coalition for Dementia Care Services) 
• 残疾人之声联合会 (Disability Voices United, DVU) 
• 各区域中心及区域中心机构联合会 (ARCA) 
• DRC、OCRA、SCDD等权益倡导群体与合作伙伴



 

什么是协调家庭支援 (CFS) 服务？

CFS服务： 
➢针对消费者及其家庭的独特需求量身定制 
➢以尊重其语言和文化的形式提供 
➢主要在个人的家中和社区提供 

CFS不得取代或重复任何自然支持、通用服务或其他任何由区域中心资助的服务

至少应当每年评估一次CFS需求，每季度报告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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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FS服务？（续） 

CFS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1. 提供顺利居住于家中所必要的支持 

2. 为消费者及其家庭提供协助和培训，帮其选择适应其独特需求的综合服务和支持 
a) 包括创建途径，以克服获取通用资源和其他资源的障碍 

3. 提供有关消费者诊断和已确立支持的附加信息 

4. 针对特定的消费者和家庭需求，协调跨提供商培训的一致性 

5. 协助安排服务交付（包括医疗和其他预约） 

6. 确认交通方式 

7. 确认可用的后备照护者 

8. 为与老年照护者共同生活的消费者，提供未来规划 

9. 为消费者提供培训，以提高最大限度的独立性



什么是CFS服务？（续）

• CFS直接照护人员须具备的最基本能力包括：会说消费者及其家属的第一语言，

了解区域中心体系 

•在与消费者及其家庭合作的前30天内，CFS提供者应向其直接照护人员提供有关

服务提供系统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行为健康服务以及当地的老年人地区代表

处 (Area Agencies on Aging) 

• CFS不可由与消费者同住一戶的个人提供



CFS服务在何处提供？

全州21家区域中心

皆设有CFS服务



谁能获取CFS服务？

欲取得CFS服务须符合下列条件

成年人（年满18岁）：

选择住在自己家中
接受区域中心服务

的客户



CFS服务将于何时提供？ 

2022年秋季 

• 发展服务部将向21家区域中心发布实施办法

2023年初 

• CFS试点启动



如何获取CFS服务？

如果您和家人共同居住并认为自己需要CFS服务： 

• 告知区域中心服务协调员您有意接受 CFS服务

如果您知晓某个人或组织有意担任CFS服务提供者： 

• 让其联系当地区域中心的资源开发人员



 

CFS意见征询

讨论

分享您的想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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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如有补充建议或咨询事项，敬请
联系CFS@dds.ca.gov 

mailto:CFS@dds.c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