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參考資料
轉型中的青少年
卑詩省社區生活服務部（ Community Living BC ，簡
稱 CLBC） 通過將合資格的成年人與其社區及由 CLBC 資
助的服務聯繫起來，幫助他們開創有意義的生活。本資料單
張解答一些有關 CLBC 在支援青少年轉型到成年人生活方面
的職責的問題。

何謂轉型？
轉型規劃是關乎為從人生的某一部分轉移到另一部
分做準備。為從童年轉變到成年人生活做準備是很
重要的。
想從童年順利轉型到成年人生活，殘障青少年及他的
家人必須在他年滿 19 歲之前盡早開始進行規劃。

何謂青少年轉型規劃？
青少年轉型規劃包括與社區內的機會和資源聯繫
起來，以及建立一個包括家人和朋友的網絡，他
們能夠支持您渡過轉型期，步入成年人生活。轉
型規劃也可能包括申請入息援助、訂立代表協議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以及與 CLBC 建
立聯繫和了解我們可提供什麼支援。

應在何時開始與 CLBC 一起進行轉型規劃？
與 CLBC 一起進行的轉型規劃應在青少年 16 歲生日之
後開始，其時您可以展開探究是否合資格獲得 CLBC
服務的程序。未滿 16 歲都可取得有關 CLBC 的資料
及參加歡迎座談會（Welcome Workshop）系列。如
果您有使用兒童及家庭發展廳（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簡稱 MCFD）的支援和服
務，您一旦年滿 14 歲，MCFD 的工作人員就可支持
您和您的家人進行轉型規劃，包括何時申請 CLBC 受
助資格。

CLBC 如何支援青少年轉型規劃？
CLBC 提供支援，好讓您在年滿 19 歲之前就能夠了解
CLBC 服務及如何投入您的社區。要達到這個目的，
您可與 CLBC 協調員會面，及/或參加 CLBC 歡迎座談
會系列。即使您在 19 歲之前不能使用由 CLBC 資助的
服務，我們也希望提早進行規劃及給您支援，好讓您
的轉型能順利完成。

如果我的家人已經是 16、17 或 18 歲，而我
們還未開始進行轉型規劃，怎麼辦？
如果您是 16 歲或以上，CLBC 協調員可為您提供有
關在您的處境中接下來要怎樣做的資訊。您愈早開
始進行轉型規劃就愈好。

何謂 CLBC 歡迎座談會系列？
在歡迎座談會系列裏，您可了解到在為成年人生活
進行規劃時有什麼選項。歡迎座談會也可幫助您在
社區內尋找機會和資源、完成個人簡介（Personal
Summary），以及了解 CLBC 的服務和如何申請獲得
服務。
即使您未能參加歡迎座談會，CLBC 協調員也可幫助
您取得相同的資訊。
想知多點有關歡迎座談會系列，請聯絡您當地
的 CLBC 辦事處，或瀏覽 CLBC 網站，參閱以下條
目：How do I get support? > Attend the CLBC
Welcome Workshop series（我如何取得支援？＞參
加 CLBC 歡迎座談會系列）。

* 符合 CLBC 受助資格的人士必須為 19 歲或以上，並且符合“CLBC支援與服務資格政策”
（Eligibility for CLBC Supports and Services Policy）訂明的資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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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個人簡介？
個人簡介是一份文件，可讓其他人得知您的優點、在
您人生中對您重要的是什麼、您需要哪方面的幫忙，
以及其他可幫助別人（包括 CLBC）了解如何給您最
好的支持的資料。
有不同方法可取得幫忙製作個人簡介。其中一個方法
是參加歡迎座談會系列；另一個方法是一旦合資格
獲得 CLBC 服務，就請 CLBC 協調員幫忙。第三個方
法是使用 FindSupportBC.com 的網上小冊子 About
Me（關於我）。如果您選擇使用 FindSupportBC.com
網站上的小冊子並且需要幫忙，您可致電家庭支援學
會（Family Support Institute），電話：1-800-4415403。

何謂由 CLBC 資助的服務？
CLBC 支付各種服務的費用，去給予合資格的有發展
障礙的成年人多方面的支持，例如在社區內生活、求
職、學習新技能及交朋友。CLBC 也支付家庭暫託支
援及其他專門支援的費用。

有什麼其他轉型規劃資源？
以有發展障礙的成年人為對象的服務（Services to
Adult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簡稱
STADD）為卑詩省各地許多社區的 16 至 24 歲青少年
及其家人提供導航員（Navigator）服務。導航員可幫
助青少年及其家人為將來及轉型到成年人生活進行規
劃。他們可協助組成規劃團隊，以及統籌由政府和各
個機構提供的服務。您可致電 1-855-356-5609，取
得更多相關資訊。
家庭支援學會（The Family Suppor t Institute）
在網上設有一個轉型時間表，可幫助您認識從童
年轉型到成年人生活所涉及的步驟。時間表可在
FindSupportBC.com/timeline 找到。如果您有領取
MCFD的援助，特殊需要兒童及青少年（Child and
Youth with Special Needs，簡稱 CYSN）社工也可在
轉型程序及使您與 CLBC 建立聯繫等方面幫忙。

與 CLBC 一起進行的轉型程序涉及
什麼步驟？
CLBC 的轉型程序分 3 個步驟：

步驟 1  在您 16 歲生日之後
•

開始確定資格的程序，證明您是合資格獲
得 CLBC 成年人服務。

•

請 參 看 資 料 單 張 I n fo r m a t i o n fo r Fa m i l i e s o n
Eligibility（有關資格的家庭參考資料）。

•

登記參加歡迎座談會系列，了解一下為成年人生活
進行規劃會涉及什麼，包括與社區建立聯繫、成年
人權利、規劃工具、完成個人簡介，以及有關 CLBC
的服務的資訊和申請獲得服務的程序。

•

您在合資格獲得 CLBC 服務之前或之後，都可以登
記參加歡迎座談會系列。

步驟 2  在您 17 歲生日之後
•

製作個人簡介，分享有關您的優點、目標和支援需
要的資料。

•

瀏覽 FindSupportBC.com

•

參加歡迎座談會系列（您如還未參加，或再次參
加）。

步驟 3 在您 18 歲生日之後
•

與協調員會面，分享您的個人簡介。在協調員的支持
下，決定是否希望進行規劃、希望如何進行規劃及與
什麼人一起進行規劃；您希望如何與社區建立聯繫；
以及您是否想要求得到由 CLBC 資助的服務。詳情
請參看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on Getting CLBC
Services（有關取得 CLBC 服務的家庭參考資料）。

聯絡 CLBC
想找您當地的CLBC辦事處的聯絡資料，請瀏覽
www.communitylivingbc.ca。
您也可撥打免費長途電話： 1-877-660-2522，聯
絡 CL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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