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症類群障礙症 (ASD) 資源——多倫多 (Toronto)
2019 年 11 月修訂

線上資訊
Autism Ontario - www.autismontario.com
可訪問「教育門戶」的文章和網路研討會，主題諸如育幼院、宣傳、過渡、介入等。
Autism Speaks - www.autismspeaks.org
資訊工具包，主題包括應用行為分析 (ABA)、如廁培訓、睡眠策略、倡導等。
Geneva Centre for Autism - www.elearning.autism.net/en
網路研討會，有交流、感官、視覺、行為等主題。
Connectability –www.connectability.ca
多種語言的文章、教育影片和可供免費下載的影片。
AboutKidsHealth (SickKids) - www.aboutkidshealth.ca
多種語言的健康主題資訊。
Parentbooks Bookstore - www.parentbooks.ca
面向照護者和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各種書籍。

基金支援——自閉症
安大略省自閉症研究計畫 (OAP)
電話：1-888-444-4530 電子郵件: oap@ontario.ca
網址：www.ontario.ca/page/ontario-autism-program
該「兒童預算」，專門為 18 歲以下被診斷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症的兒童家庭制定。預算資金可用於獲得如應用
行為分析 (ABA) 治療、語言言語病理學、作業療法、照護人員 培訓、暫托服務、技術支援等相關服務。

如需協助完成安大略省自閉症研究計畫 (OAP) 表格或查詢有關如何使用預算的指南，請聯絡：
安大略省自閉症——服務導航：電話：1-800-472-7789 轉接 340
網址：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

社區機構——自閉症
日內瓦自閉症中心
電話：416-322-7877 轉接 513 網址：www.autism.net
社會工作支援、支援小組及相關行為、飲食策略、睡眠策略等主題的教育講習班。收費服務計畫包括技能建設
小組、暫托課程、夏令營、行為諮詢、語言諮詢等。
Kerry 's Place 自閉症中心
電話：416-537-2000 網址：www.kerrysplace.org/support-and-services/toronto-region
家庭資源中心、照護顧問、青少年社會技能小組、音樂和游泳計畫等。絕大部分計畫都針對青少年和成人。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

150 Kilgour Road, Toronto ON Canada M4G 1R8
電 話 416 425 6220
電 話 800 363 2440
www.hollandbloorview.ca
多倫多大學附屬教學醫院

傳 真 416 425 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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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者培訓和教育
安大略省自閉症
電話：1-800-472-7789 轉接 340 網址：www.autismontario.com/chapters/toronto
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服務導航」）
教育講習班、社區服務以及支援團體。協助尋找本地服務，並支援家庭參加安大略省自閉症研究計畫 (OAP)。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
電話：416-425-6220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
就介入、育幼院、宣傳、填寫資助申請表等主題舉辦教育講習班。透過家庭資源中心 提供家長支援團體和家庭
導師計畫。
Surrey Place – Wellness Program
電話：1-833-575-5437
網址：www.surreyplace.ca/education-and-training-wellness-2/
主題教育講習班涉及介入、暫托服務、如何填寫資助表等，涵蓋多倫多不同區域。
Extend-A-Family
電話：416-484-1317 網址：www.extendafamily.ca
多倫多照護者支援小組。
Woodgreen
電話：416-645-6000 轉接 1311 網址：www.woodgreen.org
多倫多的照護者員支援小組和家庭訪問計畫被稱為「父母擴展服務計畫」。
請參閱「可參訪網站」獲得更多的支援組列表。www.connectability.ca

兄弟姐妹支援組
年輕照護者服務計畫
電話： 416-364-1666 網址：www.ycptoronto.com
針對 18 歲以下兄弟姐妹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治療和娛樂服務計畫。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
電話：416-425-6220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
每月為 7-18 歲兄弟姐妹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兄弟姐妹支援。

暫托服務
Respiteservices.com
電話：416-322-6317 轉接 1 網址：www.respiteservices.com
在多倫多地區為家庭提供支援和幫助，尋找可以幫助實現暫托服務的工作人員、暫托服務計畫、娛樂和夏令營
等計畫。協助家庭完成資助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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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機構——學前服務
多倫多公共衛生——嬰幼兒早期能力
電話：416-338-8255 網址：www.toronto.ca/speech-and-language
在多倫多各地為學齡前兒童提供演講和語言服務。可上網獲得教育資源。
EarlyON 兒童和家庭中心
網址：www.ontario.ca/page/find-earlyon-child-and-family-centre
在多倫多各地為 6 歲以下兒童提供免費上門服務和已註冊的照護者服務等計畫。一些中心為發育遲緩的兒童提
供一項名為「讓我們開始吧」的專門計畫 (416-920-6543)。
Surrey Place——嬰兒期和兒童早期計畫
電話：1-833-575-5437
網址：
www.surreyplace.ca/programs-services/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infancy-and-early-childhood-program
為有發育需求的孩子的照護者提供家庭服務。該計畫是專門為那些未被日間托兒所或育幼院錄取的孩子準備的。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嬰兒發展計畫
電話：416-782-1105
網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early-learning-and-development-infant-development-pr
ogram
為有發育需求的孩子的照護者提供家庭服務。該計畫是專門為那些未被日間托兒所或育幼院錄取的孩子準備的。
百年嬰幼兒中心——早期介入計畫
電話：416-935-0200 網址： www.cicc.ca/early-intervention
為有發育需求的孩子的照護者提供家庭服務。該計畫是專門為那些未被日間托兒所或育幼院錄取的孩子準備的。
多倫多公共衛生——健康嬰兒、健康兒童計畫
電話：416-338-7600
網址：www.toronto.ca/healthy-babies-healthy-children-hbhc-program
由護士或家訪者提供上門服務。 該計畫針對 3 歲以下幼兒。家訪者具備多語言能力。

兒童托育
多倫多兒童服務
電話：416-338-8888 轉接 2 網址：www.toronto.ca/licensed-child-care
電子郵件：kidsline@toronto.ca 傳真：416-392-3347
這是一個托兒所定位器，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找到持照的托兒所。一旦在育托中心完成註冊，就可能有資源
顧問人員為有托兒需求的人員提供指導，告知如何在計畫中滿足孩子的成長需求。與兒童保育主管或總長探討
如何利用該項服務。

幼兒照顧費用資助
可以提供財政支援，幫助家庭支付育兒費用。 補助金的發放標準以家庭收入為基礎。 線上完成補
助金計算或者直接致電諮詢確定補助領取資格。補貼申請一旦完成，將會以傳真或者電子郵件的形式
書面確定孩子的診斷情況，以協助進行費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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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院
特殊教育計畫安置與推薦委員會 (SEPRC)
這是一個由育幼院職員組成的委員會，在進入幼稚園之前會與兒童的照護者會面，以確定強化支援的特殊教育
計畫 (ISP) 是否適合幼兒。幼兒照護者在幼兒進入幼稚園登記時，可以要求申領臨時住宿補助。
育幼院支援小組 (SST)
一個由育幼院工作人員和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組成的委員會。 在育幼院支援小組 (SST) 的會議中，會針對學生
情況就每個學生的強項和需求進行討論，制定支援計畫。 計畫可能會涉及對個性化教育計畫 (IEP) 的建議或
者推薦給專業人員進行進一步評估、諮詢或者介入。
個性化教育計畫 (IEP)
描述針對學生的特殊教育計畫和特殊教育服務的書面計畫。這是基於學生的長處和切身需求而制定。 IEP 是
在適當的情況下，由教育者、照護者和學生本人協商後制定的。照護者可以在創建 IEP 的過程中充分諮詢專業
教師。
鑒定、安置和審查委員會 (IPRC)
一個由育幼院工作人員和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確定學生的「特殊情況」
（特殊要求）的類
型，並為學生提出適當的課程或計畫設置。這可能表示在常規課堂上提供額外的資源幫助，或者將學生送回特
殊教育班參加一天的部分時間或者全部時間的課程。鑒定、安置和審查委員會 (IPRC) 每年至少開一次會議。
照護者可以透過育幼院校長申請召開 IPRC 會議。
教育部——www.ontario.ca/page/ministry-education
安大略省自閉症——www.autismontario.com（教育門戶）
多倫多地區育幼院董事會——www.tdsb.on.ca
多倫多天主教去育幼院董事會——www.tcdsb.org

娛樂計畫
多倫多公園和娛樂場所
計畫資訊與註冊
電話：416-396-7378 網址： www.toronto.ca/recreation
www.toronto.ca/funguide
季節性娛樂計畫與夏令營。使用「趣味指南」找到相應的計畫。 可以透過電話註冊或者自行線上註冊。註冊
時需要使用家庭帳號。
歡迎政策
電話：416-338-8888 轉接 3 網址：www.toronto.ca/free-lower-cost-recreation-options
可能提供財務資助來補助支付公園和娛樂計畫相關費用。 補助取得資格取決於家庭收入。可以透過電話或者
線上取得申請表。
適應計畫和包容性服務
電話：416-395-6128
適應計畫對個人提供額外的幫助和服務，以支援學員的參與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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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
音樂和藝術計畫
電話：416-425-6220 轉接 3317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music-and-arts
針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和青少年的音樂、視覺和表演藝術節目。
水上游泳計畫
電話：416-425-6220 轉接 3539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swim
針對殘障游泳者及其家人的游泳計畫。
社區多感官室和多感官訓練游泳池
電話：撥打 1-800-855-0511 聯絡 Bell Operator。即時專線 416-422-7049
網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snoezelen
感官室和配備音樂、燈光和觸感的感官水池。
機器人技術
電話： 416-425-6220 轉接 3704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robotics
為 6-14 歲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樂高機器人計畫。
過渡、娛樂和生活技能服務
電話：416-425-6220 轉接 6208
網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transitions-recreation-and-life-skills-community-service
s
娛樂和生活技能計畫，包括針對 7 歲以上殘障兒童和青少年的個人私教、技能培訓小組和講習班。
綜藝村
電話：416-699-7167 網址： www.varietyvillage.ca
娛樂與生活技能計畫。計畫設施位於仕嘉堡 (Scarborough)。
我的社區中心
網址： www.mycommunityhub.ca
線上註冊空間在安大略省為有特殊需求的兒童、青年和成年人提供線上活動、節目、暫托服務計畫和夏令營等。
詳情請參閱 Holland Bloorview 多倫多休閒指南取得更多休閒活動資訊。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family-workshops-resources/family-resource-centre/online-family-resources-centre/tor
onto-5

私人服務目錄
OAP 供應列表
網址：www.oapproviderlist.ca
列出可以為自閉症兒童和青少年開發、實施或者監督實施應用行為分析 (ABA) 行為療法的實施計畫的行為服務
的臨床主管。
ABACUS
網址：www.abacuslist.ca
ABA 行為療法提供者列表，以及如何聘請有專業資格的合格的應用行為分析 (ABA) 行為療法提供者。
安大略省語言病理學家和聽力學家協會
電話：416-920-3676 網址：www.osla.on.ca
屬於其監管學院成員的語言病理學家列表。
安大略省職業治療師學院
電話：416-214-1177 網址：www.coto.org
屬於其監管學院成員的職業治療師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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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自閉症治療網路 (ATN)
電話：416-925-5141 （多倫多 ATN）
網址：www.autismspeaks.ca/science-services-resources/science/autism-treatment-network/
北美的醫師、研究人員和家庭組成協作網，致力於透過研究改善對自閉症兒童和青少年的照護。這是一家由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Surrey Place 和 Sick Kids Hospital 合作的機構。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自閉症研究中心
電話：416-425-6220
網
址
：
www.hollandbloorview.ca/research-education/bloorview-research-institute/research-centres-labs/autism-rese
arch-centre
旨在改善患有自閉症的兒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的研究計畫。

其他資金來源
殘障稅收抵免 (DTC)
電話：1-800-959-8281 網址：www.canada.ca
稅收抵免不可退還，可用來減少個人所得稅額。嚴重的和長期的身體或精神功能障礙的的兒童才符合條件。 如
果被認定為符合 DTC 認定條件，也有資格獲得以家庭收入為基礎的兒童殘障補助金。 表格必須在醫生的協
助下完成。

註冊殘障儲蓄計畫 (RDSP)
長期儲蓄計畫可以幫助加拿大殘障人及其家庭為未來儲蓄。 必須獲得 DTC 認定資格的人才能透過
金融機構申請開設 RDSP。
家庭特別服務 (SSAH)
電話：416-325-0500 網址：www.ontario.ca
為支援 18 歲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的個人成長和暫托服務等治療計畫提供年度資金。此項服務不對接受者的
家庭收入做出限制。

請前往 respiteservices.com 填寫 SSAH 表格以取得支援
電話：416-322-6317 轉接 1 網址：www.respiteservices.com
對重度殘障兒童的支援 (ACSD)
電話：416-325-0500 網址：www.ontario.ca
每月提供資金，用以幫助有特殊需要的 18 歲以下兒童的額外費用。家庭每年總收入低於 6.6 萬美元（估計值）
的家庭才能申請。如果符合條件，還將提供處方藥、牙科和視力保健等方面的經濟支援。

請前往 respiteservices.com 填寫 ACSD 表格以取得支援
電話：416-322-6317 轉接 1 網址：www.respiteservices.com
Easter Seals Ontario——失禁用品補助金
電話：416-510-5074 網址：www.easterseals.org
年度補助金，用以幫助支付失禁用品（例如尿布、拉拉褲用品等）的費用。白天需要使用這些物品的 3 歲以上
兒童符合申請條件。表格必須在醫生的協助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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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2 卡
電話：416-932-8382 網址：www.access2card.ca
可供殘障人士的陪同人員在加拿大各地的電影院和景點使用的免費或者打折的入場券。此申請表必須在醫療保
健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完成。
TTC 支援人員協助卡
電話：416-393-3030 網址：www.ttc.ca
可供殘障人士的陪護人員使用多倫多的公共交通設施的免票證明。
下完成。
Holland Bloorview 家庭支援基金

此申請表必須在醫療保健專業人士的協助

電話：416-425-6220 轉接 6303 網址：www.hollandbloorview.ca
為 Holland Bloorview 客戶提供支援，幫他們度過經濟困難時期。可以支援娛樂、修養等方面的資金，並且根
據客戶的家庭需求做出決定。
有關財務支援的具體資訊，請訪問特殊需求支援組的網站。
www.specialneedsplann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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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診斷資源 ——多倫多
社區機構 —— 智力障礙
Surrey Place
電話：1-833-575-5437 網址：www.surreyplace.ca
為智力障礙兒童或成人及其家庭提供的服務，例如服務協調、行為諮詢、早期介入、言語和語言諮詢等。
多倫多社區生活
電話：647-426-3220 網址：www.cltoronto.ca
為智力障礙兒童或成人及其家庭提供的服務，例如父母和兄弟姐妹支援、行為諮詢、家庭管理和暫托服務等。
安大略省發展服務部 (DSO)——多倫多地區
電話：1-855-372-3858
網址：www.dsotoronto.ca
協助殘障人士及其家人申請政府資助的社區服務。16 歲及以上者可註冊。

社區機構——學習障礙
兒童發展研究所——綜合方案
電話：416-486-8055 網址：www.childdevelop.ca
為 8 至 18 歲有學習障礙的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服務。服務計畫包括個人和家庭諮詢、友誼互助小組、教育講
習班和夏令營。
多倫多地區學習障礙協會
電話：416-229-1680 網址：www.ldatd.on.ca
為有學習障礙的兒童或成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的計畫。服務計畫包括社會技能小組、輔導和教育講習班。

社區機構——心理健康
What’s Up Walk-in 診所
網址：www.whatsupwalkin.ca
在多倫多各地為兒童、青少年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健康諮詢。

如有需要，協助提供長期服務。

*請注意，此列表所提供的資訊，並非為推薦或者認可 Holland Bloorview 兒童康復醫院的服務。此處所列資源具有不同的資格規定和申請
等待時間。

該列表由 Holland Bloorview 社會工作者在交流、學習和行為計畫中完成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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