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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手冊是為了家有自閉兒、或有兒童或少年可能會被診斷為
自閉症的家長或照顧者，提供自閉症，干預治療及自閉症兒
少可使用的支援計畫的相關資訊。  
省政府對於自閉兒少的評估診斷、治療和支援服務是由兒童
及家庭發展廳（MCFD）
、教育廳及衛生廳緊密合作而成。

特殊需求兒少及其家庭的
支援和服務
除了本手冊第十至十五頁所描述的自閉症津貼計畫外，兒童
廳還針對特殊需求兒少及其家庭提供以下各式服務，包括：
•• 原住民嬰幼兒發展計畫
•• 原住民兒童發展援助計畫
•• 家居計畫（醫療和緩息）
•• 社區腦傷計畫
•• 早期療育
•• 嬰幼兒發展計畫
•• 指定社工及家長支援
•• 護理支援服務
•• 省府推廣及專業支援服務
•• 省府聾啞人士服務
•• 學齡治療計畫
•• 兒童發展援助計畫
詳細申請資格請見網站連結 .
網站連 結
MCFD Special Needs Services
兒童廳特殊需求服務網頁
www.mcf.gov.bc.ca/spec_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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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自閉症？

自閉症譜系障礙（此手冊內簡稱為自閉症 ASD）是一種複雜的神經生理狀況，影響個人的腦部發展並顯
現於社交關係，溝通，興趣和行為上。自閉症的症狀和特性極為多樣化，會因個人診斷的嚴重度而有不同
的行為表現。 研究指出，目前每 68 個孩子即有一名被診斷為自閉症。 自閉症的症狀通常可以早期發現，
約在三歲前。 而男孩診斷出自閉症的比例為女孩的四到五倍。
自閉症患者一般有溝通上的困難。 他們溝通問題的範圍可從完全沒有口語，對話中的不當回應，到不
了解非口語的暗示（肢體語言），或是無法建立符合年紀的友誼關係。  除此之外，自閉症患者可能會
過度依賴某些生活規律，對周圍環境的改變極度敏感，甚或過分專注某些不合時宜的事物。 如前段已
敘述，個人症狀特性可從輕微到重度而有不同的行為表現。  因此，自閉症並沒有所謂基準型或典型自
閉症患者可做為規範。
家長可能會聽到他人以不同的詞彙描述自閉症患者；如自閉症、孤獨症 (Autistic Disorder)、亞斯
伯格症 (Asperger’s Disorder)、未分類的廣泛性發展障礙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Not
Otherwise Specified PDD-NOS)、兒童期崩解症 (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 CDD) 、類自閉
(autistic-like) 、自閉傾向  (autistic tendencies)、  自閉譜系 (autism spectrum) 、高功能或低功能自閉
症 (high-functioning or low functioning autism)。 請注意這些詞彙和孩子的能力和需求並無一定關係，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孩子的個別需求，提供合適的教育和治療，才能幫孩子發展出他們的最大潛力。

網站連結
Autism Society of Canada
加拿大自閉症協會
www.autismsocietycanada.ca
Autism Speaks Canada
加拿大自閉症之聲
www.autismspeaks.c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utism Center
華盛頓大學自閉症中心
www.depts.washington.edu/uwautism/resources/
autism-resources-dv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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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的早期指標

如果您懷疑您的孩子有自閉症 (ASD) ，請詳讀
以下自閉症可能顯現的症狀。 您不需要驗證孩
子有下列所有行為表現後，才能要求醫生做轉診
評估。請注意，有些特徵可能是其他狀況的表現。

First Signs® First Words® 專案製作了一個詞彙
表視頻，幫助專家及家庭了解自閉症的早期徵兆。  
我們建議在登錄觀看此詞彙表前，先閱讀網頁上
的簡介了解如何使用視頻。

自閉症可能顯現的早期徵兆 ( 引用 First Signs 註
* 和 Autism Speaks 註 **)：

http://www.firstsigns.org/asd_video_glossary/
asdvg_about.htm

•• 社交互動障礙

另一篩檢工具 M-CHAT (Modified Check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也可以幫助您決定您的孩子
是否需要專家的評估。 這個線上的篩檢工具只需
幾分鐘，網址為 www.m-chat.org/ 。 如果您得到
的結果指出您的孩子屬於自閉症的高風險群，請
盡快聯絡您孩子的醫生。同樣的，如果您對孩子的
發展有其他任何疑慮，不要等。請馬上和您的醫生
討論如何評估您的孩子。

•• 缺乏適當的眼神注視
•• 六個月大時，沒有明顯的微笑或其他溫暖或喜
悅的表現
•• 不與人分享感興趣的事物或情緒
•• 對自己名字缺乏反應
•• 溝通障礙
•• 九個月大時，還沒有一來一往互動式的分享
聲音、微笑或是其他的臉部表情
•• 十二個月大時，仍缺乏肢體語言如手指指示，
展示，搖手或伸手夠物
•• 缺乏非口語溝通的協調能力

如果您的孩子符合二項以上的自閉症早期徵兆，
請要求您的兒科醫生或護理人轉介至專業評估服
務。

•• 十二個月大時，還未牙牙學語
•• 不尋常的口語音律；如聲音沒有高低，怪異的
腔調，不規律的音律，或不正常的發聲
•• 重複行為及狹隘興趣
•• 對某些物品重複的動作
•• 身體，手臂，手或手指的特定重複動作

網站連 結
ACT-Autism Community Training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www.actcommunity.ca
British Columbia Association for Child
Development and Intervention
卑詩省兒童發展及療育協會：
www.bcacdi.org
First Signs 第一徵兆 : www.firstsigns.org
Autism Speaks Canada
加拿大自閉症之聲：
www.autismspeaks.ca

註 *   First Signs, Inc.  是一非營利機構，致力於教育家長及兒
科專業人員了解自閉症及其他發展障礙的早期警訊。
註 **  Autism Speaks 是針對自閉症科學研究及維權的一非營
利機構，致力於提供基金給相關自閉症成因、預防、治療
及治癒的研究； 推動大眾對自閉症的了解；以及為自閉症
患者及其家庭爭取和維護權益。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Needs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兒童廳特殊需求兒少服務：
www.mcf.gov.bc.ca/spec_need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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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懷疑孩子有自閉症

根據手冊第三頁上的
自閉症早期指標
做初步篩檢

與家庭醫生約診
討論疑慮

醫生沒有轉診評估

持續觀察孩子的發展。
如果仍有疑慮，
請聯絡兒科醫生。
您也可至居住地的
兒童發展中心
尋求資源及協助。

醫生轉診至 BCAAN
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評估

孩子診斷為自閉症

孩子診斷
非自閉症

網站連 結
您可以聯絡下列機構瞭解更多詳情
BCAAN 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
www.phsa.ca/HealthProfessionals/Autism/AutismAssessment.htm

聯絡您居住地區的
兒童廳辦公室
申請自閉症津貼

兒童廳各地辦公室：
www.mcf.gov.bc.ca/sda/contacts.htm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
www.actcommunit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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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的成因？
自閉症的成因至今無法確認。我們所能確定的就
是它不是因家長或家長的教養方式而造成的，而且
它的成因可能不只一項。專家仍在研究多種可能的
原因，包括基因及環境的影響。

自閉症可治癒嗎？
自閉症沒有治癒方法。 但是目前有高度有效的治
療和干預方法可幫助患者改善自閉症的特性。根
據最佳療法 (best practice) 的早期療育可幫助自
閉兒發展技能，學習如何有效溝通，並融入享受家
庭和學校生活。有關最佳療法的更多資訊，請見第
23 頁。

網站連結
如需了解最新的研究，請至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
autism-spectrum-disorders-asd/index.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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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和診斷
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BCAAN)

如果您對孩子的發展有疑慮，請聯絡您的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可能會轉介您至 BCAAN 做診斷評估。
BCAAN 可診斷 19 歲以下的兒童。 兒童可於任何年紀接受診斷，有些孩子最早可於兩歲時確診。
BCAAN 會安排孩子於您居住地附近的診所或醫院接受評估。BCAAN 的服務是完全免費的。
孩子完成評估後，您會收到一份 BCAAN 的臨床診斷表 (Clinical Outcomes Form) 。 這份表格內提供了
所有測驗的結果，同時決定您的孩子是否被診斷為自閉症。

非 BCAAN 私人評估和診斷

家長可以選擇尋求由私人醫生提供的非 BCAAN 私人診斷。 這份評估必須符合與 BCAAN 評估同樣的要
求標準（請見網站連結 ）。
六歲以下的兒童必須經過多樣化的綜合評估。六歲以上的兒童則須由合格的專家（如兒科醫生，兒童精神
科醫生，或註冊心理醫生）提供臨床診斷評估。任何年齡兒童的診斷評估中都必須包含由受過專業訓練的
臨床醫生完成的自閉症診斷觀察表（ADOS）和自閉症診斷問卷修改版（ADI-r）。  
合格的臨床醫生必須透過非 BCAAN 自閉症診斷表（Non BCAAN Private Diagnosi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orm）以確診，家長同時須要提供所有的評估報告給當地的兒童廳辦公室，以利申請自閉症津貼。
私人診斷的所有費用皆由家長自行負責。

由其他省分移居至卑詩省
如果您的孩子已於加拿大其他省分得到自閉症的診斷，你需要有一份由合格的卑詩省專科醫生
（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或註冊心理醫生）所填寫的診斷確認表（Confirmation of Diagnosis
Form）才能至兒童廳申請自閉症津貼。

由其他國家移居至卑詩省
如果您的孩子在加拿大以外的國家得到自閉症的診斷，你需要有一份由合格的卑詩省專科醫生（兒科醫生，
精神科醫生，或註冊心理醫生）所填寫的診斷確認表（Confirmation of Diagnosis Form）  才能至兒童廳
申請自閉症津貼。 如果國外的診斷評估不符合卑詩省的要求標準，合格的卑詩省專科醫生有可能會要求
您的孩子重新做一份診斷評估後再去申請自閉症津貼。
如需非 BCAAN 私人自閉症診斷表或診斷確認表（Non BCAAN Private Diagnosi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或診斷確認表（Confirmation of Diagnosis Form），您可利用第七頁的網站連結或致電兒童
廳，電話 1-877-777-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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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連結
BCAAN 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 www.phsa.ca/
AgenciesAndServices/Services/Autism/default.htm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the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自閉症診斷評估的標準及指南 :
www.health.gov.bc.ca/library/publications/
year/2003/asd_standards_0318.pdf
Confirmation of Diagnosis 診斷確認書 和
Non BACAAN Private Diagnosi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orm
非 BCAAN 私人評估和診斷表 :
www.mcf.gov.bc.ca/autism/forms.htm
The Diagnostic Process in B.C. 卑詩省內診斷過程 :
www.actcommunity.ca/autism-manual-fo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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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被診斷為自閉症，我能做什麼？
孩子的自閉症診斷對一個家庭而言，可能代表一段艱辛和充滿壓力的旅程開始。
每個家庭對於自己孩子的診斷會有不同的疑問和擔憂。對許多家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相關的知識，並
從其他的家長和專家處尋求資訊和協助。
為了幫助家長了解卑詩省提供給自閉兒的服務和協助，兒童廳約聘了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提供卑
詩省家長和專家諮詢、協助和訓練的服務。ACT 的諮詢專員可於辦公時間透過電話協助家長，電話為
1-866-939-5188。同時 ACT 的網頁也提供多樣免費的資訊：如服務新手家長的新診斷區（The New
Diagnosis Hub），自閉症資料庫（Autism Information Database AID）可搜尋網絡資訊和在地服務，
卑詩省自閉症手冊（Autism Manual for BC），ACT 自閉症視頻（AVA ），還有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
冊名單 (RASP)。（網路連結 如下）
如需卑詩省內其他自閉症機構的資訊，請至第 27 頁。
家長必須了解，根據研究佐證的干預治療可以確切改善自閉兒的症狀。科學研究已提供證據並確認幾種療
育方式是能有效治療自閉症的，也就是所謂最佳療法。有關最佳療法的更多資訊，請見 23 頁。

申請自閉症津貼
如果您的孩子已被確診為自閉症，且您想要申請自閉症津貼，請聯絡您當地的兒童廳辦公室完成申請手續。
（網站連結 如下）

網站連結
ACT –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
www.actcommunity.ca
MCFD 兒童廳 :
www.mcf.gov.bc.ca/autism/index.htm
ACT 新診斷區 :
www.actcommunity.ca/newdiagnosishub
ACT 自閉症資料庫 :
www.actcommunity.ca/aid
ACT 卑詩省自閉症手冊 .:
www.actcommunity.ca/autism-manual-for-bc
ACT 自閉症視頻 :
www.actcommunity.ca/videos
RASP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 :
www.actcommunity.ca/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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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票付款方式使用自閉症津貼
( 直接付款方式請見第 32 頁 )

由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BCAAN 或私人醫生
提供的診斷評估或診斷確認表（請見第六頁）

BCAAN 評估孩子為自閉症

非 BCAAN 私人醫生評估孩子
為自閉症或確認外來診斷書                       
（私人付費）

或確認外來診斷書
（公家免費提供）

家長收到 BCAAN 臨床診斷表
或診斷確認表

家長約見 CYSN 社工時，
請攜帶下列文件：
• BCAAN 臨床診斷
表或診斷確認表
• 孩子年齡證明 ( 如出生證明
或護照 )
• 孩子的卑詩省健康保險卡
• 自閉症津貼申請書

AFB 郵寄給家長或監護人
一式兩份協議書

家長或監護人須在兩份協
議書上簽名，並於兩星期內
將其寄回 AFB

家長收到非 BCAAN 臨床診斷表
或診斷確認表

家長聯絡當地兒童
廳約見所屬的特殊
需求兒少 (CYSN)
社工

•
•

CYSN 社工陪同家長或監

護人簽署自閉症津貼申請
書，CYSN 社工通知自閉
症津貼分支 (AFB) 孩子符
合津貼使用資格

AFB 在收到已簽名的
雙份協議書後，會寄出

"Welcome to Autism
Funding” 的信，信中會告
知年度津貼的起迄日和津
貼金額

AFB 回信確定    
請款授權的細節
治療師在療程完成後
將請款發票直接寄至 AFB，                           
AFB 核對發票後付款

•

起始治療服務

•
•

家長約見 CYSN 社工時，
請攜帶下列文件：
非 BCAAN 臨床診斷表
或診斷確認表
非 BCAAN 醫生提供
的完整診斷報告
孩子年齡證明 ( 如出生證明
或護照 )
孩子的卑詩省健康保險卡
自閉症津貼申請書

家長開始挑選治療師  
如果是六歲以下的津貼，
所選治療師必須在自閉
症服務提供者註冊名單
(RASP) 上

註 : 行為治療師
(BI) 不需要在
RASP 名單上，
但應由 RASP 上
的專業治療師監
督，才能執行六
歲以下的治療服
務。  又或由其他
專家監督執行六
至十八歲的服務。

家長或監護人填寫請求
支付 Request to Pay
(RTP) 表，並回復至
AFB。我們建議家長與治
療師一起審閱 RTP，以確
保表格正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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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津貼
兒童廳提供兩種自閉症津貼：
•• 六歲以下的自閉症津貼
•• 六歲至十八歲的自閉症津貼

六歲以下的自閉症津貼
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的主要目的是補助家長支付
自閉症療育的費用。這些治療服務必須根據最佳
療法的原則，加強孩子的溝通、社交、情緒管理、
學齡前教育及生活技能等各項發展。未滿六歲的
自閉兒一年可有加幣兩萬兩千的津貼。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RASP）
六歲以下自閉兒的家長，必須從 RASP 名單上選
擇專業治療師。兒童廳委託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
協會管理 RASP 名單。治療師如欲登上註冊名單，
必須證明他們的學經歷符合兒童廳的要求。

您孩子的療育必須根據他或她的獨特能力和需
求而制定計畫。這個 行為治療計畫 Behaviour
Plan of Intervention (BPI) 必須由行為顧問 / 分
析師，參考家庭成員及其他治療團隊的成員如語
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的意見後，
彙總而成。為確保孩子有實際上的進步，行為顧
問應定期審閱和修正 BPI。有關 BPI 的更多資訊，
請見第 25 頁。
為了六歲以下孩子選擇的專業治療師（包括行為
顧問 / 分析師，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物理
治療師），必須從 RASP 名單中選擇。

網站連 結
RASP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及如何選擇治
療師的相關資訊 :
www.actcommunity.ca/rasp/
MCFD 兒童廳 :
www.mcf.gov.bc.ca/autis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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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以下的自閉症津貼
只可使用於下列項目：
•• RASP 名單上的治
療師如行為顧問 /
分析師，語言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所提供
的服務（請見下方
ACT 的網站連結）

給家長的提示
治療師的鐘點費應
反應個人經營成本

•• 行為治療師 (BI) –（需有 RASP 治療師的監督）
•• 家長的行政費用（ 例如簿記 / 薪資管理，每月最
多可申請 100 加幣）
•• 相關雇傭費用（例如 : 雇員個人所得稅，加拿
大退休金計畫 CPP，就業保險 EI ，和工傷保
險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premiums
，百分之四的有薪休假）
•• 年度津貼的百分之二十可使用於訓練課程註冊
費，訓練或治療相關的車馬費（卑詩省內來回里
程須超過 80 公里）及有效治療所需的設備和教
材。設備及教材須由治療師或專科醫生填寫設備
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ustification for Equipment/
Supplies Form  提出申請（詳細資訊請見本頁
下方所列的網站連結，或第十二頁的不符合六
歲以下自閉症津貼使用規定的項目）
在卑詩省內接受訓練所需的車馬費
：
（來回里程須超過 80 公里）
•• 家長或行為治療師參加訓練的註冊費及車馬費可
申請報銷，但不包括大專學院開授的可計學分課
程。
•• 車馬費包括實際使用的機票，巴士票，或火車票，
或使用私家車的里程，以每公里 0.40 加幣計算。

在卑詩省接受治療所需的車馬費
：
（來回里程須超過 80 公里）
•• 如果您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內無法找到治療師，您
可以以最經濟的方式，尋求離住家最近的治療師，
並報銷相關車馬費。
•• 您可選擇親自到治療師所在地，或請治療師來就
近社區。
•• 車馬費包括實際使用的機票，巴士票，或火車票，
或使用私家車的里程，以每公里 0.40 加幣計算。
•• 旅館住宿最多可報銷一間房，每晚最高費用不得
超過 150 加幣。
•• 停車費一天最多可報銷 15 加幣。
•• 船票及過路費也可申請報銷。
治療所需的設備或教材：
報銷治療所需的設備或教材必須要透過設備及教
材申請理由表 (JFE) 申請。此表須由下列治療師
或專科醫生填寫；RASP 名單上所列的治療師，或
不屬 RASP 名單上但與兒童廳相關或所屬的醫療
服務機構內的早期療育 (EIT) 治療師，
（如語言治
療師 SLP，職能治療師 OT，和物理治療師 PT）。  
•• 核准後的 JFE 表有效期限為一年，由治療師在
表上的簽名日期算起。可報銷費用的金額總數不
得超過年度自閉症津貼的百分之二十。購買收據
上的日期將決定費用報銷的年度。
•• 填寫 JFE 表 並不保證一定可以使用自閉症津貼
購買表上所列的所有項目。我們建議家長等到
JFE 表得到核准後再行購買。自閉症津貼不負責
任何不符合使用規定項目的採買和報銷。
•• 經過 JFE 表格申請核准後購買的任何物品所有
權，皆為家長及孩子單獨完全擁有。

•• 旅館住宿最多可報銷一間房，每晚最高費用不得
超過 150 加幣。
•• 停車費一天最多可報銷 15 加幣。
•• 船票及過路費也可申請報銷。
•• 家長教育訓練所需的書籍 DVD 或視頻（特別針
對自閉症的）。

網站連 結
Justification for Equipment Form
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
www.mcf.gov.bc.ca/autism/forms.htm
SET-BC 卑詩省特殊教育科技 : www.setbc.org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
www.actcommunity.ca/newdiagnosis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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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還可尋求其他方式租借或補助購買器材。使
用自閉症津貼所購買的器材不可與 SET-BC，兒童
廳家居計畫 (At Home Program) ，或其他機構所
提供的器材重複。自閉症津貼也不可以用來報銷
兒童一般正常所需的費用。有關 SET-BC 的詳細
資訊，請見第十一頁的網站連結。
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 如需購買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請以
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書面申請。此表
必須由服務孩子的 RASP 治療師，或與兒童
廳相關或所屬的醫療或服務機構內的早期療育
(EIT) 治療師填寫並簽名。
•• 每隔三年，孩子的自閉症津貼可用於購買一台手
提電腦 ，或一台桌上型電腦或一台平板電腦（例
如 iPad 或 iTouch 或智慧型手機）。
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
不符合使用規定的費用
有些治療方式和治療師或專家建議的設備器材並
不符合津貼使用規定。下列項目為其中一部分：
•• 居家整修，裝修，游泳池，熱水池，跳床，遊樂
場器材（如鞦韆，滑梯）
•• 家用設備，包括家電
•• 一般娛樂或運動課程註冊費
•• 運動，健身器材
•• 電視
•• 維他命，醫療器材，矯正器
•• 衣服
•• 食物（治療課程所需的小量強化物可能為例外）
•• 任何只有在學校內使用的設備或材料
••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每月帳單

下列項目為不符合使用規定的服務：
•• 托兒費用
•• 緩息服務
•• 一般運動育樂課程，如游泳課或空手道課
•• 醫療服務
•• 卑詩省外的服務，和相關的車馬費
我們無法一一列舉所有不符合規定的使用項目。
建議家長在購買任何器材或治療服務前，先連絡自
閉症津貼分支 (Autism Funding Branch) 電話為
1 877 777-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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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六歲以下的孩子建立自閉症治療計畫

MCFD: 兒童及家庭發展廳，簡稱兒童廳
www.mcf.gov.bc.ca/autism/index.htm

聯絡 MCFD 兒童廳
申請自閉症津貼計畫

ACT: ACT –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www.actcommunity.ca

ASD: 自閉症譜系障礙，簡稱自閉症
( 請見第 2 頁 )
RASP: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
( 請見第 10 頁 )
BPI: 行為治療計畫
( 請見第 25 頁 )

BC: 行為顧問 / 分析師
( 請見第 21 頁 )
SLP: 語言治療師
( 請見第 21 頁 )
OT: 職能治療師
( 請見第 21 頁 )
PT: 物理治療師
( 請見第 21 頁 )

收到六歲以下的
自閉症津貼

聯絡 ACT 或其他自閉症機構
學習自閉症治療的相關知識
及如何尋找治療師

與可能提供服務的       
RASP 治療師面談

從 RASP 名單內選擇
行為顧問∕分析師 (BC)

根據您孩子的需求，從 RASP 名單
內，選擇語言治療師 SLP，職能治
療師 OT，及∕或物理治療師 PT

行為顧問根據家長及孩子的語言 SLP，職能
OT，及∕或物理治療師 PT 的意見，
設計行為治療計畫 BPI

與您的 RASP 治療師一起，根據需
求選擇行為治療師 (BI) ，執行行為
治療計畫 BPI 。BI 不應單獨進行治
療，而應該由 RASP 治療師監督

RASP 治療師根據孩
子的進步，定期更新
行為治療計畫 B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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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津貼 : 六至十八歲
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的主要目的是在協助家庭
負擔學校時間之外的自閉症治療開銷。治療的目
的在加強孩子的溝通，社交，情緒，課業及實用生
活技能的發展。
家有六至十八歲自閉兒的家庭一年可使用最高至
加幣六千元的自閉症津貼。津貼必須使用於學校
及教育系統外且符合使用規定的治療（請見第 23
頁的最佳治療方案）。年度津貼中的百分之二十可
使用於訓練，車馬費及自閉症治療所需設備。
自閉症津貼 : 六至十八歲
可使用於下列項目：
•• 行為顧問∕ 分析師
•• 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
•• 行為治療師 (BI)（我們強力建議由上列所有專業
治療師或其中一位監督所有行為治療師）
•• 生活技能或社交技巧課程
•• 課外學習輔導 ∕ 家教（非正規學校教育）
•• 針對自閉症孩子的特殊治療活動或夏（春，冬）
令營
•• 註冊營養師提供的飲食諮詢
•• 家庭諮商，心理治療
•• 經由專科醫生或專業治療師推薦的其他療育方式
（須由合格專科醫生或專業治療師提供一封推薦
信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LOR) 。並建
議得到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的預先核准後再進
行）
•• MCFD 兒童廳的自閉症津貼可用來支付私立學
校的部分服務費用，但僅限於學校課程之外的
其他服務。換句話來說；兒童廳的自閉症津貼可
用於課前或課後的支援服務，一對一教學，治療
（例如語言治療，行為諮商）及正規教育外的社
交活動。  
•• 家庭行政費用（例如：簿記費用，每月最高可申
請 50 加幣。如是直接付款的帳戶，則每年最高
可報 600 加幣的會計師費用）

•• 相關的僱主開銷（如僱員的所得稅，加拿大
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就業保
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和卑詩工傷保險
WorkSafeBC 及百分之四的假期薪資）
•• 年度津貼的百分之二十 可使用於訓練課程註冊
費，訓練或治療相關的車馬費（卑詩省內來回里
程須超過 80 公里）
，及有效治療所需的設備和
教材。設備及教材須由治療師或專科醫生填寫
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提出申請（詳細資
訊請見下一頁所列的網站連結，或第 15 頁的不
符合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使用規定的項目）
在卑詩省內接受訓練所需的車馬費
（來回里程須超過 80 公里）
：
•• 家長或行為治療師參加訓練的註冊費及車馬費可
申請報銷，但不包括大專學院開授的可計學分課
程。
•• 車馬費包括實際使用的機票，巴士票，或火車票
或使用私家車的里程，以每公里 0.40 加幣計算。
•• 旅館住宿最多可報銷一間房，每晚最高費用不得
超過 150 加幣。
•• 停車費一天最多可報銷 15 加幣。
•• 船票及過路費也可申請報銷。
•• 家長教育訓練所需的書籍 DVD 或視頻（特別針
對自閉症的）。
在卑詩省內接受治療所需的車馬費
（來回里程須超過 80 公里）
：
•• 如果您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內無法找到治療師，您
可以以最經濟的方式，尋求離住家最近的治療師，
並報銷相關車馬費。
•• 您可選擇親自到治療師所在地，或請治療師來就
近社區。
•• 車馬費包括實際使用的機票，巴士票，或火車票，
或使用私家車的里程，以每公里 0.40 加幣計算。
•• 旅館住宿最多可報銷一間房，每晚最高費用不得
超過 150 加幣。
•• 停車費一天最多可報銷 15 加幣。
•• 船票及過路費也可申請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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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所需的設備或教材：
報銷治療所需的設備或教材必須要透過設備及教
材申請理由表 (JFE) 申請。此表須由下列治療師
或專科醫生填寫：

六歲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不符合使用規定的費用
有些治療方式和治療師或專家建議的設備器材並
不符合津貼使用規定，下列項目為其中一部分：

•• 行為顧問∕分析師

•• 居家整修，裝修，游泳池，熱水池，跳床，遊樂
場器材（如鞦韆，滑梯）

•• 物理治療師 PT

•• 家用設備，包括家電

•• 語言治療師 SLP

•• 一般娛樂或運動課程註冊費

•• 職能治療師 OT

•• 運動，健身器材

•• 註冊心理醫生

•• 電視

•• 註冊心理諮商師

•• 維他命，醫療器材，矯正器

•• 精神科醫生

•• 衣服

•• 兒科醫生

•• 食物（治療課程所需的小量強化物可能為例外）

•• 神經科醫生

•• 任何只有在學校內使用的設備或材料

•• 核准後的 JFE 表有效期限為一年，由治療師在
表上的簽名日期算起。可報銷費用的金額總數不
得超過年度自閉症津貼的百分之二十。購買收據
上的日期將決定費用報銷的年度。

••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每月帳單
下列項目為不符合使用規定的服務 :

•• 填寫 JFE 表 並不保證一定可以使用自閉症津貼
購買表上所列的所有項目。我們建議家長等到
JFE 表得到核准後再行購買。自閉症津貼不負責
任何不符合使用規定項目的採買和報銷。

•• 托兒費用

•• 經過 JFE 表格申請核准後購買的任何物品所有
權，皆為家長及孩子單獨完全擁有。

•• 卑詩省外的服務，和相關的車馬費

家長須先尋求其他提供設備或補助設備採買津
貼的來源。使用自閉症津貼所購買的器材不可與
SET-BC，兒童廳家居計畫 (At Home Program)
，或其他機構所提供的器材重複。自閉症津貼也
不可以用來報銷兒童一般正常所需的費用。有關
SET-BC 的詳細資訊，請見下方的網站連結。
電腦及 ∕ 或平板電腦  
•• 如需購買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請以設
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書面申請。此表必須
由服務孩子的專業治療師或專科醫生填寫並簽
名。
•• 每隔三年，孩子的自閉症津貼可用於購買一台手
提電腦，或一台桌上型電腦，或一台平板電腦（例
如 iPad 或 iTouch 或智慧型手機）。

•• 緩息服務
•• 一般運動育樂課程，如游泳課或空手道課
•• 醫療服務
我們無法一一列舉所有不符合規定的使用項目。
建議家長在購買任何器材或治療服務前，先連絡自
閉症津貼分支 (Autism Funding Branch)  電話為
1 877 777-3530。

網站連 結
Justification for Equipment and Supplies Form
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
www.mcf.gov.bc.ca/autism/forms.htm
SET-BC 卑詩省特殊教育科技 : www.set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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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自閉症津貼
( 也可參考第九頁的流程圖 )
第一步：
孩子評估完成後，您會收到一份 BCAAN 臨床診斷表 Clinical
Outcomes Form，或 Non-BCAAN 私人自閉症診斷表 (Private)
Diagnosis of ASD Form。如果診斷表格確診孩子為自閉症，而且您
希望申請自閉症津貼，您必須盡快聯絡當地的兒童廳辦公室，和特
殊需求兒少社工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Needs (CYSN)  
worker 約定見面時間。（請見第 26 頁聯絡我們）
您必須攜帶下列文件：
•• BCAAN 臨床診斷表，或 Non-BCAAN ( 私人 ) 自閉症診斷書，確
認自閉症的診斷，
（細節請見第六頁診斷及評估）
•• 孩子年齡證明（例如出生證明）
•• 孩子的卑詩省健康保險卡
•• 自閉症津貼申請書
如果您的孩子是透過 Non-BCAAN 私人診斷確診為自閉症，家長必
須於申請津貼時，提供私人診斷醫生所寫的書面報告，以確保診斷醫
生是根據卑詩省自閉症評估標準及指南所要求，使用自閉症診斷觀察
表 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 (ADOS) 和自閉症診斷
問答修改版 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 (ADI - r)，兩項診
斷工具而總結自閉症的診斷。我們鼓勵尋求私人診斷的家長預先詢問
拿到書面診斷報告所需的時間。
您可由兒童廳網站 www.mcf.gov.bc.ca/autism/ 下載自閉症津貼申請
書，或請您的 CYSN 社工提供給您。
第二步：
您的 CYSN 社工會與您見面以：
•• 確認您孩子符合自閉症津貼申請資格
•• 解說自閉症津貼計畫使用方式，以及您當地社區內可用的資源
•• 討論兒童廳可提供的其他計畫或支援服務

網站連結
聯絡 CYSN 社工 :
www.mcf.gov.bc.ca/sda/contac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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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提示
您孩子的自閉症津貼起始時
間，是由兒童廳收到您所有
申請文件當月的第一天開始
算起。我們建議您先郵寄或
傳真申請所需文件至您當地
兒童廳辦公室，之後再安排與
CYSN 社工的見面時間。
（請見本頁下方網站連結）
CYSN 社工會審閱您的申請
文件以確保所需文件都到齊。

給家長的提示
除了自閉症津貼，
兒童廳還針對有特殊需求兒
少提供其他支援服務。
您的 CYSN 社工可以提供這
方面的訊息。

津貼付款方式
發票付款 Invoice Payment
透過發票付款協議，津貼由省政府以孩子名下的
帳戶代為保管。合格的治療服務費用將由帳戶內
直接支付給治療師。
家長可選擇他們所需的治療服務和治療師，並以
請求支付服務提供者表 Request to Pay Service
Providers/Suppliers From (RTP)，告知自閉症
津貼分支。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為一非營
利機構，管理六歲以下自閉兒家庭必須使用的自
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 Registry of Autism
Service Providers (RASP)。行為治療師不包括在
RASP 名單上，但應該在 RASP 名單上的治療師
監督下提供治療。服務提供者按照實際服務提交
發票至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請款。
兒童廳承諾於收到已授權付款的發票 30 天內付
清款項。實際上大部分發票付清時間通常短於 30
天。
目前兒童廳要求服務提供者針對已授權的服務項
目，於每個月根據實際已服務的時數，送出一份發
票請款。預約和未實際發生的服務不可請款。服
務提供者可於服務發生後六個月內將發票寄至自
閉症津貼分支 AFB 請款。

直接付款 Direct Payment
（十二歲以上的兒童）
透過直接付款協議，家長或監護人在簽署協議後
可直接收到津貼。家長選擇最適合孩子需求的自
閉症治療服務，並負責給付服務提供者。
在津貼年度底，家長必須交代如何使用孩子的自
閉症津貼。須提供的文件包括：可確認服務提供
者及相關付款紀錄的文件（例如：發票，收據，自
閉症分支許可證明，經核准的 JFE 表，會計師確
認表 Accountant Confirmation Form 等等）。會
計師確認表必須由專業會計師填寫並簽名。專業
會計師包括註冊一般會計師 (CGA)，特許會計師
(CA)，註冊管理會計師 (CMA)，或特許專業會計
師 (CPA)。
所有交給兒童廳的文件皆可能接受審計。如果審
計後發現津貼被使用於不符合規定的開銷，簽署
直接付款協議的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償還相關金額。
請注意審計有可能在首次付款的幾年後才發生。
如果家長或監護人不遵守協議規定，兒童廳有權
取消直接付款協議。之後家長還是可以以發票付
款方式使用自閉症津貼，但將無法再使用直接付
款方式。

家長可隨時聯 AFB 確認孩子帳戶裡所剩的餘額。
自閉症津貼協議在每年孩子生日月份底將自動續
約。如果家長與治療師成立僱傭關係，家長必須
負責處理相關的僱主開銷（如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就業保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和工商保險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premiums）兒童廳無法替家長處理上述
費用，但可以由津貼中報銷這些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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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付款方式的申請資格

合格的六至十二歲手足

•• 診斷為自閉症的兒童年紀須滿十二歲；

•• 為了幫助有一位以上自閉兒的家庭簡化付款過
程，協議簽署人可選擇讓六至十二歲的手足也透
過直接付款方式使用自閉症津貼。

•• 簽署直接付款協議的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已成功
；
管理發票付款方式最少兩年（同 24 個月）
•• 協議簽署人必須遵守之前與兒童廳簽署的自閉
症津貼協議下的所有義務；

•• 任何手足轉換成直接付款方式的時間，將以手足
的津貼年度自動續約日為準。

••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在現任津貼年度到期的至少
六十天前，通知自閉症津貼分支，想將付款
方式轉為直接付款的意願；

•• 六歲以下的手足不得申請直接付款方式。

•• 同時，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先完成進行中的發票
付款津貼年度，之後才可於新的津貼年度建立
直接付款方式。
•• 更多相關資訊請見 “附件五 : 如何以直接付款方
式使用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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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津貼計畫和家長的義務
自閉症津貼計畫提供給家長選擇和彈性。
了解使用這個計畫相對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請
詳讀發票付款協議或直接付款協議內所列的家長
義務，如有疑問請聯絡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澄清。
家長的義務包括：
•• 根據津貼協議及目前津貼使用規定，將津貼使
用於合格的自閉症治療服務而非其他目的
•• 選擇僱用及監督服務提供者
•• 確保所有服務提供者皆年滿十九歲且沒有犯罪
紀錄
•• 決定是否要與服務提供者建立雇傭關係
•• 履行僱主義務；包括遵守相關的僱用標準，負責
支付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
就業保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和工傷保
險 Worker's Compensation – WorksafeBC
premiums，及其他所需的相關僱主開銷

•• 如果孩子年齡在六歲以下，由 RASP 名單上選
擇專業治療師
•• 如有遷移地址，孩子監護權的改變，或其他足以
影響津貼需求的改變，須於三十天內通知自閉症
津貼分支 AFB
•• 於每一津貼年度，為每一位服務提供者填寫請
求支付服務提供者 RTP 表格並送至 AFB。RTP
表上需明確顯示付款期間及最高可支付總金額。
（請注意：家長不可先支付治療服務後報銷，只
有已授權的車馬費、訓練註冊費及設備教材採
買費才可之後報銷）
•• 治療服務及購賣設備的發票必須於六個月內提
交 AFB 請款。（請注意：治療服務發生的日期或
購賣設備的日期將決定款項於哪一個津貼年度
內處理）
•• 其他發票付款協議或直接付款協議內所列的家
長責任

網站連結
協助您了解僱主義務及稅務的相關資訊 :
Canada Revenue Agency
加拿大國稅局
（針對僱用義務的資訊 )
1 800 959-5525
www.cra-arc.gc.ca/menu-eng.html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 WorkSafeBC
卑詩省工傷賠償管理局 1 888 922-2768
www.worksafebc.com/employers_and_small_
business/overview/default.asp

Employment Standards Branch
Ministry of Jobs, Tourism and Skills Training
卑詩省就業，旅遊業及技術訓練廳的僱傭標準分
支 1 800 663-3316
( 如在 Prince George, 請電 : 250 612-4100)
www.labour.gov.bc.ca/esb/welcome.htm
請注意：自閉症分支津貼 AFB 無法就雇主責任或
稅務問題提供任何建議或回答任何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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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家庭和
託養兒童
託養兒童可申請自閉症津貼計畫。如果您覺得您
照顧的託養兒童可能有自閉症，請與孩子的監護
社工討論您的憂慮。
為託養兒童申請自閉症服務，須由監護社工聯
絡當地兒童廳辦公室填寫自閉症津貼申請表，
CYSN 社工會確認申請資格及開始自閉症津貼的
使用。
有關託養兒童健康的服務資訊，
請見下列 網站連結 的 Health Support Guide。

網站連結
Application Form for Autism Funding
自閉症津貼申請表：
www.mcf.gov.bc.ca/autism/forms.htm
MCFD 兒童廳：
寄養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支援協議：
www.mcf.gov.bc.ca/foster/pdf/health_supports_cic.pdf

申訴
或投訴
如果您對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提供的服務，或對自
閉症津貼使用規定有意見，請聯絡 AFB，電話為
1 877 777-3530。如果您的投訴沒有得到解決，請
致電 1 877 777-3530，要求與一位 AFB 的監督
supervisor 通話。
如果你想投訴 RASP 名單上的治療師，請聯絡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免付費電話 1 866 9395188 以了解如何進行投訴。

保密條款與您的隱私
您必須在診斷過程、申請津貼和治療過程中，提供
一些有關於您本身和您孩子的私人資訊。 所需的
私人資訊的收集、使用和告知過程都會依據資訊
自由及隱私保障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FOIPPA)。
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只可以向協議簽署人（實際在
協議上簽名的家長或監護人）透露有關孩子津貼協
議的相關資訊。 如果您想讓其他人知道相關的資
訊，請聯絡 AFB 並要求填寫資訊釋出表 Release
of Information Form。

網站連 結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FOIPPA)
資訊自由及隱私保障法：
www.bclws.ca/Recon/document/ID/
freeside/96165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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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的提示
誰來治療我的孩子？
根據您孩子的需求，他或她的治療團隊可能包括：
•• 行為分析師 Behavior Analyst (BA) 和 行為顧
問 Behavior Consultant (BC)：BA 和 BC 的專
業在於評量和設計個人化的行為治療計畫 BPI，
訓練家長和治療師，及定期監控、管理治療計
畫的進度。治療計畫可包括許多領域；包括語
言行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技能，問題行為
等等。 卑詩省 RASP 名單上所列的 BA 和 BC
在應用行為分析學 ABA 和自閉症領域內的學
歷和經歷已經過認證。BA 和 BC 的不同在於
BA 是已得到行為分析師認證協會 BACB 認證
為合格行為分析師 Board Certified Behaviour
Analyst (BCBA)。BA 和 BC 皆可針對需求做行
為功能分析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FBAs) 和設計解決問題行為的支援計畫。
•• 語言治療師 (SLP)： 語言治療師是協助有溝通
障礙患者的註冊治療師。溝通包含了解和運用口
語、言詞、文字、非口語的溝通和強化或替代溝
通的科技輔助。語言治療師可提供評估，診斷，
顧問和治療的服務，也可針對口腔肌肉技能如
飲食和吞嚥方面提供專長。
•• 職能治療師 (OT)： 職能治療師是幫助患者加強
技能以利健康生活的專業註冊治療師。 職能治
療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訓練加強個人能力，或
改變周遭環境好讓患者能夠充分參與日常生活
的各種活動。職能治療師可針對日常生活技能
提供評估，診斷，顧問和治療的服務；包括遊戲、
穿衣、飲食、學前技巧準備、書寫、打字、社交、
反應能力和工作。職能治療師同時可檢驗上述
各方面障礙的相互關係後，解決肌肉發展協調，
感官及社交上的問題。

•• 物理治療師 (PT)： 註冊物理治療師的專業服務
在於了解人體運動機能的原因和實際操作。主要
目的是透過加強身體的可動性，肢體運動和全
面體能健康以改進生活品質，管理急性和慢性
的症狀，加強體能及降低參與活動的限制，及
改善獨立運用肢體和維持最佳體能狀態。物理
治療師透過評估，診斷，和特殊工具可提供預防
和治療的服務。  
•• 行為治療師  (BI)： 行為治療師是須在行為分析
師 ∕ 顧問，語言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的常態監
督下提供治療的輔助人員。BI 主要責任在於具體
實踐由專業治療師提供的治療計畫（如 BPI）。
BI 可能會收集數據資料和做簡單的評估。 BI 不
具單獨工作或設計修改治療計畫的資格。BI 可
執行的工作會根據個人所受的訓練，經驗和能
力而不同。 BI 的監督人應對 BI 的工作表現負責。
家長在僱用治療師時，需選擇擁有合適專業訓練和
經驗，及治療理念能配合您孩子與家庭需求的人。
請明確瞭解您孩子治療團隊裡每個人該做的職責，
他們和您和您的孩子所需的工作時數，還有他們
的收費。您與您所僱用的治療師間應該有一份合
約。ACT 可提供您選擇治療師和簽屬合約所需要
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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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連結
有關您孩子治療團隊裡各個治療師的更多資
訊，請至下列協會網站：
行為分析師：
http://www.bacb.com/index.php?page=4; 和
https://bc-aba.org/
語言治療師：
http://www.cshhpbc.org/ 和
http://www.bcaslpa.ca/
職能治療師：
http://www.cotbc.org/ 和
http://www.caot.ca/default.
asp?pageid=4125
物理治療師：
http://cptbc.org/ 和
http://bcphysio.org/

我應該付出多少的治療費用？

以下提供的收費標準可幫助您與治療師協議治療
費用。 這些收費標準是參考各治療師專業協會現
行收費標準和與治療師實際會談後制定的。雖然
有許多因素會影響治療師的收費，但一般說來收
費和治療師的學經歷與專業認證息息相關。

收費標準
BC： 每小時  $70 - $110
（註冊心理醫生 : 最高一小時
$160）
OT： 每小時 $90 - $120
SLP： 每小時 $105 - $130
PT； 每次診療 $75 - $85
BI： 每小時 $10 - $40
一般為每小時 $15 至 $20
治療師實際收費可能與此標準有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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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判斷孩子的治療品質？

兒童廳要求六歲以下兒童接受的治療計畫需符合自閉症治療的最佳方式 (Best Practices) “最佳療法” 是
指經過科學研究證實對改善自閉症有效的治療方法。我們強烈建議六歲以上兒童的治療也以 “最佳療法”
為依據。
自閉症治療的最佳療法
•• 從不同治療專業的角度，設計個人化的行為治療
計畫。治療課程應注重孩子的各項發展包括學業，
溝通，社交／遊戲技能，自我情緒管理，大小肌
肉發展和感官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
•• 長期在家，幼兒園或其他各種社區環境中進行密
集、直接一對一（至少在治療初期以一對一達到
最佳效果）的治療。

•• 使用正面行為支持（PBS - 定義請見第 24 頁）
的技巧解決行為問題。
•• 不同專業背景的治療師 ( 如行為分析師 / 顧問，
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和醫療
人員應與彼此和家長互相溝通合作。
•• 治療應該包括計畫定期與正常的同齡孩子互動
的機會。

•• 治療課程應由受過專業訓練，並於自閉症領域
擁有一定學經歷的治療師設計。

•• 特別規劃重要的轉銜階段；如托兒所進入幼兒園，
中學進入高中，高中進入成年期 等等。

•• 專業治療人員應持續定期監督評估孩子的進步
程度，如果治療進度停滯不前，則應修改課程計
畫。

•• 應該為青少年規劃發展能促進生活品質的技能
（例如；就業，娛樂，嗜好，社交圈等等 )

•• 使用孩子喜愛的事物強化孩子的參與度（例如；
了解甚麼事物可以激勵孩子，然後使用這些事
物去激勵孩子學習新的好的行為）。

•• 孩子的治療進度應由一位治療師或整個治療團
隊定期持續監督。

•• 重新整理環境和提供視覺支援輔助可幫助孩子
學習新的好的行為（例如；減少環境的雜亂無章
以避免孩子分心，或是用視覺日程表，選擇板或
強化及替代溝通的輔助器材等等）。
•• 家長，家庭其他成員和照顧者應該積極參與治療
計畫，以確保治療課程能達到改善生活品質的
最終目的。
•• 家長，家庭其他成員和照顧者也應接受治療方
式的訓練，以利他們盡量參與治療。
•• 治療須結合高度的可預期性和建立日常常規。
•• 治療須建立在應用行為分析（ABA - 定義請見
第 24 頁）原理上的強力支持與結構化教學方法。
•• 治療應包括結構化教學和自然環境下的學習。

•• BI 應接受合格治療師的持續監督和訓練。

有關自閉症治療的最佳方式，請查詢：
The US National Standards Project 美國國家標準專案：
http://ww.nationalautismcenter.org/nsp/
The US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美國自閉症專業發展中心：
http://autismpdc.fpg.unc.edu
The US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美國衛生保健研究及品管局：
http://www.ahrq.gov
The UK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英國衛生保健品質保證中心：
http://publications.nice.org.uk/autism-cg170/introduction
國家研究中心 (2001). 教育自閉兒 .
自閉兒療育委員會 ,
行為及社會科學與教育分支 ,
美國華盛頓特區 : 國家學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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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為孩子選擇治療方式時，試問自己 “我的孩
子最需要幫助的是哪一方面？” 然後問您考慮僱用
的治療師：
•• 有無研究顯示此一治療方式是有效的？如果有，
是甚麼樣的研究？
•• 此一治療方式能如何幫助我孩子進步？
•• 如何衡量孩子的進步？
•• 以何數據計算孩子的進步？ 多久衡量一次？
•• 如何根據我孩子的進度修改治療課程？
採用於亞伯達省兒童家庭及社區研究中心 (2006) 出版，
Jack M. Ady 所著的 為自閉兒選擇治療方式的指南

網站連結
ACT –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
www.actcommunity.ca/newdiagnosishub
Autism Support Network:
http://autismsupportbc.ca/

專業用語定義
一般來說，自閉症的治療可分為三大類：應用行為分

析模式，包括：應用行為分析 ABA 和正面行為支持
PBS；發育社交實用 (DSP) 模式；和全方位自然發育
行為治療 (NDBIs) 或複合模式。
應用行為分析  (ABA) : 應用行為分析 (ABA) 是一門
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其過程主要是以系統結構化的
治療改進重要的社交學習行為，並以數據證明所使用

的治療確實改善所針對的行為。ABA 的主要原理在於
學習理論。舉例來說，治療中通常使用強化物以增強
新行為的學習，練習已學行為的泛化運用或降低問題
行為。ABA 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治療課程著重於
學習成果對學生的實際意義。有許多的教學策略是以

ABA 原理發展而來的：例如塑造行為，鍊結行為，單
一行為試驗訓練等等。有關以 ABA 原理為基礎的治療，
請見 tp://www.centerforautism.com/aba-therapy.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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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行為支持 (PBS) : 正面行為支持 (PBS) 是一套經
過研究認證的治療策略，以教導新技能和改變個人周

邊環境來降低問題行為及改善生活品質。PBS 可廣泛
的被應用於各個專業治療領域，它結合了來自社會，
行為及生物醫療科學的資訊，並運用這些資訊來降低

行為問題和改善生活品質。 一般來說，PBS 使用主
動教導和行為強化方式，配合環境配置的支援，以改
善行為表現。最終目的是在一般自然的狀況下，能長
期支持孩子有意義的正面行為。更多相關資訊，請見

http://www.apbs.org/
發展社交實用 (DSP) 模式 是建立在兒童發展學和正常
兒童如何學習互動的原理基礎上。此模式著重於主動
起始溝通和追隨孩子的注意焦點和學習動機，目的在於
改善孩子與他人建立正面、有意義的人際關係的能力。
•• DSP 模式強調應根據孩子的發育的順序，教導相關的
實用技能。它是以孩子為主導，而大人跟隨孩子的興
趣反應，在自然發生的日常社交環境下教學。並且以
孩子的積極參與程度為測量治療密集度的基準，而非
治療的時數。
•• 幾個知名的 DSP 模式包括：地板時間∕發育 個人
差異 人際關係 (Floortime/DIR)，人際關係發展治療
(RDI)，社交、溝通、情緒管理和互動支援 (SCERTS)，
Hanen: More Than Words 等等。
全方位複合模式 又稱 自然發育行為治療  (NDBIs)

綜合了 ABA 和 DSP 模式的精華。這種治療方式是
以 ABA 為原理的行為教學法教導技能的學習，同
時以 DSP 的技巧 促進主動及多方運用技能的能力。
NDBIs 強調的是學習符合孩子發育年齡的技能，和治
療中孩子與大人共享的主導權。
•• 較著名的 NDBIs 模式包括：丹佛早期療育模
式 (ESDM)，核心反應訓練 (PRT)，  自然語言教學
TEACCH 等等。

甚麼是行為治療計畫 (BPI) ？
行為治療計畫是根據個別孩子所需要治療的領域
而設計出的治療目標。計畫通常是由行為分析師∕
顧問與家長溝通，並參考孩子治療團隊的其他成員
（如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的專業意見後發展
出來的。  
我們建議每一個專業治療師都提供您孩子一個治
療計畫，其中明列治療目標，達到目標所需的各項
治療策略，和檢閱及定期更新目標的方式。
行為治療計畫可確認適合孩子的有效治療方法。
BPI 可建立起點 (baseline)，也就是 “孩子現在的
狀況”，並建立 “我們希望孩子達成的狀況”。  計
畫也是一幅路線圖，規劃了治療該如何進行，並
為定期檢閱孩子的治療課程和衡量孩子的進步提
供一個基礎平台。重要的是，家長必須參與計劃
的設計和檢閱，而且治療是根據治療師定期檢閱
的計畫進行。

行為治療計畫 (BPI) 應該：
•• 追隨最佳療法的架構
•• 根據兒童的發育，設計包括所有發展領域的目標
（學業，溝通，社交∕遊戲技能，大小肌肉發展和
感官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
•• 確認各個發展領域下的特定目標
•• 包含孩子治療團隊內各治療師的專業意見
•• 確認達成目標所需的特定教學方式或策略
•• 透過不斷的收集數據，監督孩子的治療進度，並
修改增新治療課程
•• 使用行為功能評估解決問題行為
•• 明列治療團隊成員（包括聯絡方式）和個人職責，
以確保成員間各自負責同時彼此溝通合作
•• 根據孩子的個別需求，預定並記錄定期檢閱和
修改計畫的日期（有些孩子可能需要每月檢閱一
次）
•• 包含讓孩子在各個不同環境下保持和練習運用
已學得的技能的策略，並確保這些技能仍被定
期確認監督和更新
行為治療計畫 (BPI) 的範本格式請見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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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我們可以幫助您了解正確有益的資訊。
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AFB 這個分支負責處理自閉症津貼協議，家長及治療師的請款付款，和相關財務問題。
一般諮詢和有關自閉症協議規定的家長義務，請聯絡：
維多利亞市
免付費電話
傳真
網站
電郵
郵寄地址

250 387-3530
1 877 777-3530（可提供翻譯服務）
250 356-8578
www.mcf.gov.bc.ca/autism/index.htm
MCF.AutismFundingUnit@gov.bc.ca
Autism Funding Branch
P.O. Box 9776
Victoria, B.C. V8W 9S5

卑詩服務網 Service BC

Service BC 為所有卑詩省內的政府服務提供資訊轉介的服務，您可得到您當地兒童廳辦公室的聯絡方式。
250 387-6121
維多利亞市
604 660-2421
溫哥華市
卑詩省內其他區域   1 800 663-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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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卑詩省相關服務及自閉症機構
ACT –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ACT 是一個由卑詩省兒童和家庭發展廳資助的非
盈利組織，主要目的在於省內提供自閉症相關的
資源轉介，諮詢服務和專業訓練。ACT 也受兒童
廳委託代為管理 RASP 名單。
電話： 604 205-5467  
免付費電話：1 866 939-5188
電郵信箱： info@actcommunity.ca
網站： www.actcommunity.ca
卑詩自閉症協會 The Autism Society of BC
家長主導的協會，在卑詩省及育空區提供自閉症患
者及其家庭支援服務。
電話：604 434-0800
免付費電話：1 888 437-0880
電郵信箱：administrator@autismbc.ca
網站：www.autismbc.ca
卑詩省自閉症評估網  
BC Autism Assessment Network (BCAAN) –
Provincial Health Services Authority
提供省內兒童自閉症的評估和診斷服務。
電話： 604 453-8343
電郵信箱：autism@phsa.ca
網站： www.phsa.ca/AgenciesAndServices/
Services/Autism/default.htm
加拿大國稅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
國稅局可提供個人所得稅的相關諮詢，還有身心
障礙人士可享受的相關福利服務資訊。
免付費電話：1 800 959-8281
網站：www.cra-arc.gc.ca/disability
兒童及家庭發展廳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兒童廳為有發展障礙及自閉症的兒童及少年，或
是接受家居計畫服務（有嚴重身心障礙）的兒童
提供服務及支援計畫。
網站：www.mcf.gov.bc.ca/autis,/index.htm
卑詩自閉症早療家庭 Families for Early Autism
Treat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FEAT of BC)
為有心爭取自閉症有效治療普及化的家長和專家
提供資訊。
電郵信箱： info@featbc.org
網站：www.featbc.org

自閉症支援網絡 Autism Support Network
由家長建立的組織，目的在建立安全，融合的社
區支援，以幫助自閉症患者發揮潛力。
網站：www.autismsupport.ca
家庭支援學會 Family Support Institute
一個由家庭主導的組織，提供資訊，訓練及全省家
長網絡以幫助家庭及其所在社區。
電話：604 540-8347
電郵信箱：fsi@bcacl.org
網站：www.familysupportbc.com
兒童廳 特殊需求兒童及少年服務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Special Needs
有關自閉症津貼計畫的相關資訊：
網站：www.mcf.gov.bc.ca/autis,/index.htm
其他特殊需求兒少的服務計畫：
網站：www.mcf.gov.bc.ca/spec_needs/index.
htm
教育廳特殊教育 ：自閉症  
Ministry of Education Special Education: Autism
有關特殊教育及自閉症相關服務。
網站：www.bced.gov.bc.ca/specialed/sped_res_
docs.htm
衛生廳  Ministry of Health Services
可至網站查看這份數據佐證的報告：卑詩省內自
閉症診斷評估的標準及指南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Assessment
and Diagnosi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BC 電話： 250 952-1742
免付費電話：1 800 465-4911
網站：www.health.gov.bc.ca/library/publications/
year/2003/asd_standrads_0318.pdf
省立自閉症教育推廣計畫  
Provincial Outreach Program for Autism and
Related Disorders (POPARD)
由省教育廳資助，主要目的是幫助學區內教師，家
長，教輔人員了解並使用學校系統內自閉症相關資
訊。
網址：www.autismoutreach.ca/
卑詩省特殊教育科技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 – BC (SET-BC)
提供學校內輔助科技的使用資源及訓練。
電話：604 261-9450
網站：www.set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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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為治療計畫
Name of child 孩童姓名 :

Child’s date of birth

孩童出生日期 :
Name of parent(s)/guardian(s)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Today’s date

今日日期 :

Date to review/update plan:

檢閱更新計畫日期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he child’s program 孩童治療團隊成員
some examples
可能成員例如
Behaviour analyst/consultant

Name
姓名

行為分析師∕顧問
Occupational therapist

職能治療師
Physiotherapist 物理治療師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ist

語言治療師
Supported Child Development worker

兒童發展援助計畫顧問
Preschool/daycare supervisor

幼兒園日托管理人
Behaviour interventionist(s)

行為治療師
Other 其他

Family Goals 家庭目標 :
1.

2.

3.

4.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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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 Responsibilities

Contact information

職責與任務

聯絡方式

下列清單是行為治療計畫內須要處理的一些領域。家長須與孩子治療團隊內的治療師一起決定每個領域內，孩子所
須學習的特定目標，教學步驟，成果衡量，精通標準和學習目標所應該相對解決的家庭目標。
Examples of Domains
治療領域例如

Specific Goals/
Objectives
特定目標

Teaching Procedures
教學步驟

Measurable Outcomes/ Family Goal
Mastery Criterion
家庭目標
成果衡量 精通標準

Social skills
社交技巧

Play skills
遊戲技巧

Communication
溝通

Emotional functioning/
Self regulation
情緒功能∕自我調節
Academics/ cognition
學業∕認知

Fine & gross motor/
sensory functioning
大小肌肉∕感官功能
Life skills
生活自理

Professional’s Name
(please print) 治療師姓名

Signature of Professional
(In signing I confirm that I have assessed the child’s skill level
and will monitor and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s/her
program) 治療師簽名（以此簽名我確認我已評估此孩童
的程度，且會監督治療計畫的執行）

Parent
(please print) 家長姓名

Signature of parent
(In signing I agree the behaviour plan of intervention addresses
my family’s and child’s needs) 家長簽名（以此簽名我
同意此行為治療計畫符合我孩子與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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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自閉症津貼 – 核准報銷的費用
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
只可能用於：
•• RASP 名單內的行為顧問 ∕ 分析師 (BC/BA)，
語言治療師 (SLP)，職能治療師 (OT) 和物理治
療師 (PT) 所提供的服務。
•• 行為治療師 (BI) – 我們強力推薦由 RASP 治療
師監督所有 BI 的工作。
•• 家庭行政費用（例如：簿記，薪資管理，每月最
多可申請 100 加幣）。
•• 相關雇傭費用（例如：雇員個人所得稅，加拿大
退休金計畫 CPP，就業保險 EI ，和工傷保險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premiums，百
分之四的有薪休假）。
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
只可能用於：
•• 行為顧問 ∕ 分析師 (BC/BA)  
•• 語言治療師 (SLP)，職能治療師 (OT)，和物理治
療師 (PT)
•• 行為治療師 (BI)（我們強力推薦由上列專業治療
師監督所有 BI 的工作）
•• 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交技巧課程
•• 課外學習輔導 ∕ 家教（非正規學校教育）
•• 針對自閉症孩子的特殊治療活動或夏（春、冬）
令營
•• 註冊營養師提供的飲食諮詢
•• 家庭諮商 ∕ 治療
•• 經由專科醫生或專業治療師推薦的其他療育方式
（須由合格專科醫生或專業治療師提供一封推薦
信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LOR)，並建議
得到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的預先核准後再進行）
•• MCFD 兒童廳的自閉症津貼可用來支付私立學
校的部分服務費用，但僅限於學校課程之外的其
他服務。換句話來說，兒童廳的自閉症津貼可用
於課前或課後的支援服務，一對一教學，治療（例
如語言治療，行為諮商）及正規教育外的社交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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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行政費用（例如：簿記費用，每月最高可申
請 50 加幣。如是直接付款的帳戶，則每年最高
可報 600 加幣的會計師費用）
•• 相關的僱主開銷（如：僱員的所得稅，加拿大
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就業保
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和卑詩工傷保險
WorkSafeBC，及百分之四的假期薪資）
六歲以下及六至十八歲兩種自閉症津貼的
年度津貼的百分之二十可使用於：
•• 訓練課程註冊費  
•• 訓練或治療相關的車馬費（卑詩省內來回里程須
超過 80 公里）
•• 有效治療所需的設備和教材，設備及教材須
由治療師或專科醫生填寫設備及教材申請理
由表 Justification for Equipment/Supplies
Form  提出申請。
電腦及∕或平板電腦  
•• 如需購買電腦或觸碰式螢幕平板電腦，請透過
治療師或專科醫生填寫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書面申請。   
•• 每隔三年，孩子的自閉症津貼可用於購買一台攜
帶型電腦，或 一台桌上型電腦，或一台平板電腦
（例如 iPad 或 iTouch 或智慧型手機）。
請注意：可以為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填寫設備及教
材申請理由表 (JFE) 的專業治療師為 RASP 名單
上的治療師，或是兒童廳相關或所屬的醫療服務
機構內的早期療育 (EIT) 治療師。 可為六至十八
歲自閉症津貼填寫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的專家為行為顧問∕分析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
療師，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註冊心理醫生，註
冊心理諮商師，神經科醫生，或職能治療師。
如需更多資訊
請電 1 877 777-3530

附件四 ：自閉症津貼 – 不符合使用規定的費用
請注意： 有些治療方式，和治療師或專家建議的
設備器材，並不符合津貼使用規定。下列為不符
合規定的費用：
•• 居家整修，裝修，游泳池，熱水池，跳床，遊樂
場器材（如鞦韆，滑梯）
•• 家用設備，包括家電
•• 一般娛樂或運動課程註冊費
•• 運動 ∕ 健身器材
•• 電視
•• 維他命，醫療器材，矯正器
•• 衣服
•• 食物（治療課程所需的小量強化物可能為例外）
•• 任何只有在學校內使用的設備或材料
••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每月帳單
下列案例為不符合使用規定的服務：
•• 托兒費用
•• 緩息服務
•• 一般運動育樂課程   
•• 醫療服務
•• 卑詩省外的服務和相關的車馬費
我們無法一一列舉所有不符合規定的使用項目。
建議家長在購買任何器材或治療服務前，先連絡
自閉症津貼分支 Autism Funding Branch 電話
為 1 877 777-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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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以直接付款方式使用津貼的所需步驟
1.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在現任津貼年度到期的至
少六十天前，電話通知 AFB 自閉症津貼分支
1-877-777-3530 ，告知想將付款方式轉為
直接付款的意願。
2. AFB 審查申請資格，並通知協議簽署人是否
符合使用直接付款方式的資格。
3. AFB 郵寄介紹信，直接入帳申請表，和直接付
款協議給合格的協議簽署人。
4. 合格的協議簽署人在收到上述文件
後，必須在孩子新的津貼年度開始三十天
前，簽名並將直接付款協議寄回 AFB。

9. 未使用的津貼應於會計師確認表中明確標示。
10. 在津貼年度到期時 AFB 將會先預付屬於下一
津貼年度的 1500 加幣，以利支付治療費用。
11. 津貼年度到期時仍未使用的津貼餘額，將總
結為下一年度的 6000 加幣總額內。

5. 津貼必須以直接入帳方式給付給協議簽署人。
直接入帳的帳戶資訊應與協議同時寄回 AFB。
直接入帳申請表可於此下載 www.sbr.gov.
bc.ca/documents_library/forms/0312FILL.
pdf.

12. 新一年度的剩餘津貼將於 AFB 收到，審核並
批准相關文件後，根據有效的直接付款協議
放款。每年度的津貼金額不會超過 6000 加幣。

6. AFB 收到簽名的協議書後，即進入批准過程。
一但批准，協議簽署人會在津貼年度開始時收
到六千加幣。 津貼必須存入孩子名下一個專為
使用自閉症津貼的單獨帳戶。所有合格的津貼
使用皆由此帳戶進出。

13. 如果協議簽署人沒有提供完整的會計師確認
表和相關文件以證明 6000 加幣的津貼使用
紀錄，簽署人將無法再透過直接付款方式使
用津貼，而只能以發票付款方式繼續使用以後
的津貼。

7. 協議簽署人將負責選擇合格的自閉症治療，訓
練，車馬費和教材及設備，也直接負責治療師，
服務提供者及商家的付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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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想繼續使用直接付款方式，協議簽署人並
需在津貼年度到期的 60 天內，提供完整的
文件，包括 Accountant Confirmation Form
會計師確認表及其他證明文件（例如：發
票，收據，可顯示自閉症津貼專屬帳戶餘額
的銀行對帳單，自閉症分支許可信等等）。
這些文件應可確認孩子接受的治療或服務
及 款項確實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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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有交給兒童廳的文件皆可能接受審計，如果
審計後發現津貼被使用於不符合規定的設備
或服務，簽署直接付款協議的家長或監護人必
須償還相關金額。  
15. 如果家長或監護人不遵守協議規定，省
政府可以書面通知立即取消直接付款協
議，並採取必要的更正措施。
16. 如果因為家長未能遵守協議規定而導致直接
付款協議被取消，之後家長還是可以以發票付
款方式使用自閉症津貼，但將無法再使用直接
付款方式。
17. 如果直接付款協議到期或被取消，家長應以
支票退回未使用或不符合規定的使用金額至
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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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所需資訊
一般資訊
兒童廳提供兩種自閉症津貼：
1. 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細節請見第 10 至 13 頁）
（細節請見第14 至 15 頁）
2. 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
•• 自閉症津貼是為了補助家長支付自閉症療育的費
用，這些治療服務必須根據最佳療法的原則，加
強孩子的溝通，社交，情緒管理，學齡前教育及
生活技能等各項發展。  
•• 家長有權選擇最適合孩子及家庭的治療模式和
治療師。有關符合津貼使用資格的服務項目和服
務提供者，請見第 10 至 15 頁。
•• 所有符合津貼使用資格的家庭，都可透過 “發票
付款方式” 請款。也就是津貼由省政府以孩子名
下的帳戶代為保管，合格的治療師透過已授權的
發票請款後，政府直接將服務費用支付給治療師。
•• 一部份孩子介於 12 至 18 歲的家庭可選擇直接
付款方式。對於使用直接付款方式的家庭，所有
服務費用付款相關疑問，治療師應該直接連絡家
長。
•• 如需了解發票付款和直接付款方式，請見第
17-18 頁。

自閉症服務提供者的註冊名單  (RASP)
•• RASP 是一個提供自閉症治療服務的治療師的
註冊名單。RASP 名單包括了行為顧問 ∕ 分析
師，語言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 RASP 名單的目的是確保家有年幼自閉兒的家
長，能選擇有相關學經歷的專業治療師，以設計，
監督，執行密集的、全面的、及有效的治療計畫。
•• 兒童廳委託 ACT 自閉症社區訓練協會 管理
RASP 名單。兒童廳而非 ACT 設定治療師能否
申請上 RASP 的資格。
•• 要上 RASP 名單，治療師必須認證教育背景及
工作經驗符合兒童廳所設定的資格。
•• RASP 的申請書可至兒童廳網站下載。www2.
gov.bc.ca/assets/gov/health/managing-yourhealth/autism/application_registry_autism_
service_providers.pdf.
•• 所有有關 RASP 的申請過程，包括上訴，都應直
接與 ACT 聯繫。詳細資訊請見 ACT 網站 www.
actcommunity.ca/rasp/sp-info/
•• 使用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的家長，必須由
RASP 名單上選擇專業治療師。
•• 使用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的家長不需要由
RASP 名單上選擇治療師，可是我們強烈建議還
是應以 RASP 名單為起點。
•• 行為治療師 (BI) 不須出自 RASP 名單，因為他們
不具備獨立提供治療或設計修改治療計畫的資
格，他們應於 RASP 治療師監督下工作。RASP
治療師應該為 BI 的治療工作表現負責。
•• 更多細節請見 www.actcommunity.ca/rasp/
sp-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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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
•• 使用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的家長必須由 RASP
名單上選擇行為顧問 ∕ 分析師，語言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
•• 不在 RASP 名單上的行為顧問 ∕ 分析師，語言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不可向六歲以
下自閉症津貼請款。
•• 行為治療計畫 (BPI)
•• 兒童廳的明文政策要求每一位自閉兒的治療方
案，是根據其個人的強項和需求制訂而成的計
畫。BPI 一般是由行為顧問 ∕ 分析師，參考家
人及治療團隊其他成員，如語言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或學校教師的意
見後完成的。行為顧問應定期審閱和更新
BPI 以確保孩子有實質上的進步。
六至十八歲的自閉症津貼
•• 使用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的家長雖然不須由
RASP 名單上選擇行為顧問 ∕ 分析師，語言治
療師，職能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但我們強烈建
議以 RASP 名單為基準。
•• 有關符合津貼使用規定的治療服務項目和服務
提供者，請見第 11 至 15 頁。

行為治療師 (BI)
•• 行為治療師是在行為顧問 ∕ 分析師，語言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的持續監督下，提
供治療服務的輔助人員。如需了解 BI 在治療團
隊中的責任，請見第 21 頁。
•• BI 如果年滿十九歲並無犯罪紀錄，即可以向
AFB 請款。
•• 選擇 BI 的家長或監護人須負責確認 BI
有最新的無犯罪紀錄證明。
•• BI 不須在 RASP 名單上。
•• 使用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的 BI 應由 RASP 治療
師監督。而使用六至十八歲津貼的 BI 則應由手
冊所列合格的專家監督，因為他們不具備獨立提
供治療或設計修改治療計畫的資格。
•• BI 的監督者（通常為 RASP 名單上的治療師）
應該為 BI 的治療工作表現負責。
相關的僱傭開銷
•• 家長和服務提供者應負責處理相關的僱傭開銷，
如加拿大退休金計畫 Canada Pension Plan，就
業保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和卑詩工傷保
險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premiums。
兒童廳無法為家長處理這些費用，但家長可以報
銷相關金額。
•• 其他有關稅額扣抵和僱傭相關開銷的資訊，可
至加拿大國稅局網站查詢  www.cra-arc.gc.ca/
menu-eng.html
•• 治療師所使用及擁有的設備和教材不可由自閉
症津貼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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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及付款
一般資訊
•• 兒童廳承諾於收到已授權付款的發票 30 天內付
清款項，實際付清時間通常短於 30 天。
•• 服務提供者每月可寄出一份發票請款。
•• 預約和未實際發生的服務不可請款。
•• 服務提供者可於服務發生後六個月內寄出發票
請款，超過六個月後寄出的發票無法請款。
•• 我們建議服務提供者申請電子轉帳 (EFT) 以
加快放款速度，即可於發票處理後的三至五天
收到款項。 每次付款時，AFB 會以電郵通知服
務提供者電子轉帳的細節，更多相關細節請見
www.mcf.gov.bc.ca/childcare/pdfs/0312FILL.
pdf
服務提供者可寄出發票請款前：  
請求支付 (RTP) 和請求修改表 (RTA)
•• 家長或監護人一旦確定選擇特定治療師後，即
應寄出請求支付服務提供者表格 RTP 通知兒
童廳 MCFD 的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表格連結
為 www.mcf.gov.bc.ca/autism/pdf/cf_0925.pdf   
寄養兒童的合法監護人為兒童廳的社工，所以自
閉症相關表格將由社工填寫。
•• 請求支付表 RTP 應明確列出 AFB 可以給付的服
務時薪或日薪，和津貼年度內可以給付的總金額。
•• AFB 必須先審核及批准 RTP 表後，服務提供者
才可以寄出發票請款。
•• 兒童廳承諾於收到 RTP 表的 30 個工作天處理
審核。
•• RTP 表審核通過、確認服務提供者符合請款資
格後，服務提供者將得到一個請款號碼。
•• 每一張寄至 AFB 的發票內都應包含請款號碼。

•• 我們建議服務提供者在未收到請款號碼前不要
先提供服務。在未收到請款號碼狀況下提供的
服務有可能無法申請自閉症津貼，家長可能須要
自己負責支付款項。
•• 我們強烈建議家長與服務提供者，就須支付的
治療費用和請款號碼內所剩餘額持續溝通。
•• 在津貼年度內，家長可以請求修改表 (RTA)，修
改既有請款號碼下的請款時薪或總額。 表格連
結為 www.mcf.gov.bc.ca/autism/pdf/cf_0925a.
pdf
•• 新的津貼年度開始時，必須有新的 RTP 表格。
津貼年度通常為一年。RTP 表核准後，AFB 會給
予新年度的新請款號碼。
•• 服務提供者應在向 AFB 請款同時，提供發票影
本給家長或監護人。
•• 詳細資訊請見第 17 至 19 頁。
填寫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 治療所需的設備或教材，必須要由合格的專家或
治療師透過設備及教材申請理由表 (JFE) 申請。
表格連結為 www.mcf.gov.bc.ca/autism/pdf/
cf_0908.pdf
•• 可為六歲以下自閉症津貼填寫 JFE 表格的合格
專家，請見第 11 頁。
•• 可為六至十八歲自閉症津貼填寫 JFE 表格的合
格專家，請見第 15 頁。
•• 專家在填寫及簽署 JFE 表的同時，也代表接受
了監督和評估使用所建議的設備和教材的責任。
•• JFE 表並不保證表上所建議的器材一定可以符
合津貼使用資格。我們建議家長等到 JFE 表確
認批准後再行購買，未被批准的器材不可請款。
•• 經過 JFE 表格申請核准後購買的任何物品所有
權，皆為家長及孩子單獨完全擁有。
•• 有關 JFE 表及合格的設備或教材的詳細資訊，
請至第 11 至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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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所需資訊
為了避免延遲付款，請在發票內以工整字體填寫
清楚或列印下列資訊：
1. 服務提供者
•• 姓名
•• 完整郵寄地址
•• 電話號碼
2. 受款人 ( 如果不同於服務提供者 )
•• 姓名
•• 完整郵寄地址
•• 電話號碼
3. 請款號碼
4. 發票號碼
•• 發票應包含發票號碼。號碼最短應有四位數，
例如 AS01 代表 Adam Smith 發票 01 號。
•• 我們鼓勵服務提供者自行發展發票編號系統，
以方便正確查詢每個客戶的付款狀況。
5. 客戶姓名
6. 下列項目的明細
•• 治療服務的時間（年 ∕ 月 ∕ 日）
•• 服務項目
•• 服務時數（小時或天數）
•• 計費（每小時或每日）
•• 服務總額
如需發票範本，請見
www.mcf.gov.bc.ca/autism/pdf/invoice_
sample.pdf
遞交發票
•• 兒童廳承諾於收到已授權付款的發票 30 天內
付清款項，實際付清時間通常短於 30 天。
•• 使用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是能最快
得到付款的方式。 第二則是以電郵發票申
請。 最慢是郵寄發票請款。
•• 服務提供者應在向 AFB 請款同時，提供發票影
本給家長或監護人。
•• 如果 AFB 無法給付發票款項，家長和服務提供
者皆會收到書面通知告知款項無法給付。（發票
無法給付的原因，請見後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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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可由下列方式遞交：
1.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讓服務提供者在線上
遞交發票，並隨時查看付款狀況和其他相關
問題。
•• 由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遞交的發票通常於
三至五個工作天內付清。
更多細節請至 www.mcf.gov.bc.ca/autism/pdf/

afb_portal_info_sheet.pdf
2. 一般郵寄
•• 發票應郵寄至：
Autism Funding Branch
PO Box 9776 STN PROV GOVT
Victoria, BC VW 9S5
•• 請注意：郵件有遺失可能，請保存發票的影本。
•• 郵寄發票通常比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線上
遞交，或電郵發票需要更多處理時間，所以
付款時間會較慢。
3. 傳真
•• 發票可傳真至 AFB (250) 356-8578
•• 請注意：傳真不是百分之百可靠，需要的資
訊時常無法正確傳達。如果傳真不清楚，
AFB 不會主動聯絡服務提供者尋求資訊。
•• 請考慮以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或電郵遞交
發票，以避免傳真可能遇到的問題延遲付款。
4. 電郵
•• 發票可電郵至 mcf.autismfundingunit@gov.
bc.ca
•• 電郵遞交發票是較不安全的作法。服務提供
者有責任確保使用的電郵帳戶和伺服器在安
全狀況下傳達郵件，以保障發票內個人資訊
的安全。

發票未給付的可能原因
原因

未收到發票

為何發生？
可能的解決方法

•• 如果收到的傳真不清晰，AFB 不會主動聯絡服務提供者尋求資訊。
•• 有些時候 AFB 沒有收到郵寄的發票。
解決方法：重新遞交發票，確認所有資訊清楚傳達。
解決方法：以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www.mcf.gov.bc.ca/autism/
pdf/afb_portal_info_sheet.pdf) 遞交發票。 這個系統可認證發票已確
實遞交。 款項通常於三至五個工作天內交付，您還可以隨時查看付款
狀態。

AFB 工作人員找不到符合發票
的有效請款號碼，或無法解讀
其他相關資訊。

•• 發票字跡模糊不清，或是缺乏重要資訊。
•• 如果收到的傳真不清晰，AFB 不會主動聯絡服務提供者尋求資訊。
•• 以傳真遞交的發票時常模糊不清，無法進行請款處理。
解決方法：重新遞交發票，確認所有資訊清楚傳達。
解決方法：以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www.mcf.gov.bc.ca/autism/
pdf/afb_portal_info_sheet.pdf) 遞交發票。這個系統可認證發票已確
實遞交。 款項通常於三至五個工作天內交付，您還可以隨時查看付款
狀態。

尚未遞交處理或核准請求支付
表 (RTP)

•• RTP 表審核通過後，AFB 才會提供請款號碼。所有寄至 AFB 的發
票內都應包含有效的請款號碼，沒有請款號碼的發票不會被給付。
•• 如果 AFB 無法給付發票款項，家長和服務提供者皆會收到書面通知
告知款項無法給付。
解決方法：服務提供者和家長應確保在遞送發票請款前，AFB 已收到
和核准 RTP 表，並提供了請款號碼。發票內應包含相應的請款號碼。
解決方法：AFB 核准 RTP 和 RTA 表同時，服務提供者即可至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www.mcf.gov.bc.ca/autism/pdf/afb_portal_info_
sheet.pdf) 裡查詢請款號碼，不需要等待郵件告知。服務提供者也可
查看請款號碼下的津貼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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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發生？

原因

可能的解決方法

發票日期跨越兩個津貼年度

•• 津貼年度通常為期一年，以孩子生日的月份底為到期日。
解決方法： 根據各自津貼年度和請款號碼，分開遞交兩份發票。
例如： 一個治療師遞交了一份 2014 年十月與十一月的發票，孩子的生
日在十月，所以新的津貼年度是由 2014 年十一月開始。 治療師應遞
交兩張發票，一張是十月份的發票，另一張是十一月。
解決方法：服務提供者即可至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www.mcf.gov.
bc.ca/autism/pdf/afb_portal_info_sheet.pdf) 裡查詢每個孩子的津貼
年度起訖日。也可透過 Portal 自動驗證功能協助，遞交兩張日期正確
的發票。

服務發生六個月後才遞交發票

•• 服務提供者必須於服務發生後六個月內將發票遞交至 AFB 請款。
•• 超過發票上最早提供服務的日期六個月後寄出的發票將無法請款。
解決方法： 服務提供者和家長有責任確保準時遞交所有發票。我們強
烈建議在完成治療服務後 盡快且定期遞交發票（例如每個月）。

發票金額超過 RTP 所要求的津
貼總額

• 家長或監護人一旦確定選擇否為治療師後，即應寄出請求支付服務提
供者表格 (RTP) 通知兒童廳 MCFD 的自閉症津貼分支 AFB 。表格
連結為 www.mcf.gov.bc.ca/autism/pdf/cf_0925.pdf
請求支付表 RTP 應明確列出 AFB 可以給付的最高服務時薪或日薪
和津貼年度內可以給付的最高總金額。
• 服務提供者應在向 AFB 請款同時提供發票影本給家長或監護人，以供
家長了解津貼使用狀況。
•

解決方法： 服務提供者和家長雙方皆有責任確實了解每個津貼年度可
使用的最高總金額，並記錄津貼的支出。我們強烈建議家長與服務提
供者就須支付的治療時數和費用方面持續溝通。
解決方法： 服務提供者即可至 Service Provider Portal
(www.mcf.gov.bc.ca/autism/pdf/afb_portal_info_sheet.
pdf) 裡查詢每個客戶的津貼所授權的時薪總金額和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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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無法給付發票因為服務不符合津
貼使用規定

為何發生？
可能的解決方法

•• 並非所有服務皆符合自閉症津貼使用資格。相關資訊請見第 11 至
12 和 14 至 15 頁。
解決方法： 家長或監護人有責任確保 RTP 表上所列的服務符合自閉症
津貼使用規定。 如果服務提供者不確定所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津貼規
定，應該與家長直接詳談。針對孩子的某些特定服務是否符合津貼使
用規定，家長可詢問 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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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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