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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信息

Autism Ontario - www.autismontario.com
包含文章和网络研讨会的“教育门户”，这些文章和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学校、倡议、过渡、干预等。

Autism Speaks - www.autismspeaks.org
有关应用行为分析 (ABA) 、如厕训练、睡眠策略、宣传等主题的信息工具包。

Geneva Centre for Autism - www.elearning.autism.net/en
关于交际、感官、视觉、行为等主题的网络研讨会。

Connectability – www.connectability.ca
不同语言的文章、教育视频和免费下载的视频。

AboutKidsHealth (SickKids) - www.aboutkidshealth.ca
关于多种语言的不同健康主题的健康信息。

Parentbooks Bookstore - www.parentbooks.ca
为照护人员和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准备的各种书籍。

筹资——ASD

安大略自闭症计划 (OAP)
电话：1-888-444-4530 邮箱： oap@ontario.ca
网址：www.ontario.ca/page/ontario-autism-program
“儿童预算”面向育有 18 岁以下确诊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预算可用于接受诸如应用行为分析 (ABA) 疗法、言语

病理学、职业治疗、照护人员 培训、暂托服务、技术辅助等服务。

 如需协助完成 OAP 表格和/或有关如何使用预算的指南，请联系：

Autism Ontario——服务导航：电话：1-800-472-7789 分机号：340
网站：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

社区机构——ASD
Geneva Centre for Autism
电话：416-322-7877 分机号：513 网站： www.autism.net
社会工作支援、支援小组和教育研讨会，主题包括行为、饮食策略、睡眠策略等。收费服务项目包括技能培养

小组、暂托服务课程、夏令营、行为咨询、语言咨询等。

Kerry’s Place Autism Services
电话：416-537-2000 网址：www.kerrysplace.org/support-and-services/toronto-region
家庭资源信息中心、照护咨询、青少年社交技能小组、音乐和游泳项目等。大多数项目面向青少年和成年人。

http://www.autismontario.com
http://www.autismspeaks.org
http://www.elearning.autism.net/en
http://www.connectability.ca
http://www.aboutkidshealth.ca
http://www.parentbooks.ca
oap@ontario.ca
http://www.ontario.ca/page/ontario-autism-program
http://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
http://www.autism.net
http://www.kerrysplace.org/support-and-services/toronto-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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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支援和教育

Autism Ontario
电话：1-800-472-7789 分机号： 340 网址：www.autismontario.com/chapters/toronto
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服务导航”）
教育研讨会、社区活动和支援小组。协助寻找当地服务和帮助家庭进入安大略自闭症计划 (OAP)。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

电话：416-425-6220 网址：www.hollandbloorview.cawww.hollandbloorview.ca
提供有关干预、学校、倡导、填写资助表格等主题的教育研讨会。家长支援小组和家庭导师项目由家庭资源中

心提供。

Surrey Place – Wellness Program
电话：1-833-575-5437
网址：www.surreyplace.ca/education-and-training-wellness-2/
在多伦多各地举办有关干预、暂托服务项目、如何填写资助表格等主题的教育研讨会。

Extend-A-Family
电话：416-484-1317 网址：www.extendafamily.ca
多伦多各地的照护支援小组。

Woodgreen
电话：416-645-6000 分机号：1311 网站： www.woodgreen.org
多伦多各地的照护支援团体和家访计划称为“家长拓展计划”。

请参阅链接以获取更多支援小组列表。www.connectability.ca

兄妹支援小组

青年照护计划

电话： 416-364-1666 网址： www.ycptoronto.com
为 18 岁以下儿童的有特殊需要的兄弟姐妹提供治疗和娱乐项目。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

电话：416-425-6220 网址：www.hollandbloorview.ca
每月为 7-18 岁儿童的有特殊需要的兄弟姐妹提供兄妹支援小组项目。

暂托服务

Respiteservices.com
电话：416-322-6317 分机号：1 网站： www.respiteservices.com
协助家庭在多伦多各地寻找护工、暂托服务项目、娱乐和夏令营。协助家庭填写省级资助表格。

https://www.autismontario.com/chapters/toronto
http://www.autismontario.com/programs-services/under-18/service-navigation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
http://www.surreyplace.ca/education-and-training-wellness-2/
http://www.extendafamily.ca
http://www.woodgreen.org
http://hollandbloorview.ca/ClientFamilyResources/FamilyResourceCentre/Fun
http://www.ycptoronto.com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
http://www.respiteserv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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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机构——学前服务

Toronto Public Health——早期能力培养

电话：416-338-8255 网址： www.toronto.ca/speech-and-language
为多伦多各地学龄前儿童提供的演讲和语言服务。提供线上教育资源。

EarlyON 儿童和家庭中心

网址：www.ontario.ca/page/find-earlyon-child-and-family-centre
为多伦多各地 6 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和注册照护人员以及儿童服务项目。一些服务中心为发育迟缓的儿童

(416-920-6543) 提供一个名为“开始吧”的专门项目。

Surrey Place——婴幼儿计划

电话：1-833-575-5437
网址：
www.surreyplace.ca/programs-services/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infancy-and-early-childhood-program
为有发育支持需要的孩子的照护人员提供家庭支援。此项目面向没有入读托儿所或学校的儿童。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婴儿发展计划

电话：416-782-1105
网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early-learning-and-development-infant-development-pr
ogram
为有发育支持需要的孩子的照护人员提供家庭支援。此项目面向没有入读托儿所或学校的儿童。

百年婴幼儿中心——早期干预计划

电话：416-935-0200 网址：www.cicc.ca/early-intervention
为有发育支持需要的孩子的照护人员提供家庭支援。此项目面向没有入读托儿所或学校的儿童。

多伦多公共卫生——健康婴儿，健康儿童计划

电话：416-338-7600
网址：www.toronto.ca/healthy-babies-healthy-children-hbhc-program
为护士和/或家访员提供的家庭支援。此项目面向 3岁以下的儿童和会多种语言的家访员。

幼托

多伦多儿童服务

电话：416-338-8888 分机号：2网站： www.toronto.ca/licensed-child-care
邮箱：kidsline@toronto.ca 传真：416-392-3347
托儿所定位器可帮助家庭找到有执照的托儿所。在托儿所注册后，资料信息顾问可以为托儿所人员提供有关如

何在项目中满足儿童需求的指导。与托儿所主管/总监讨论如何使用该服务。

 幼托补贴

可以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家庭支付托儿费用。补贴基于家庭收入发放。在线完成补贴额的计算或致电

确定补贴资格。补贴申请一旦完成，将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提交孩子的确诊证明，以协助进行申

请。

http://www.toronto.ca/speech-and-language
http://www.ontario.ca/page/find-earlyon-child-and-family-centre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early-learning-and-development-infant-development-program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early-learning-and-development-infant-development-program
http://www.cicc.ca/early-intervention
http://www.toronto.ca/healthy-babies-healthy-children-hbhc-program
http://www.toronto.ca/licensed-child-care
kidsline@toront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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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特殊教育计划安置和推荐委员会 (SEPRC)
在儿童入读幼儿园前，一个由学校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需与照护人员会面交谈，以确定强化支援特殊教育计

划 (ISP) 是否合适。照护人员可以在幼儿园注册时申请 SEPRC。

学校支援团队 (SST)
由学校教职工和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 SST会议期间，委员会要讨论学生的长项和需求，制定学

生支援计划。计划可能包括一个 IEP建议和/或转介专业人士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咨询或干预。

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描述学生特殊教育计划和/或服务的书面计划。这一项目是在学生的优势和需求的简介上设计的。IEP是经员工、

照护人员和学生在适当的情况下协商而制定而成的。照护人员可以咨询相关教师以创建 IEP。

身份查验、安置和审查委员会 (IPRC)
由学校教职工和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确定学生的“特殊性”（特殊需要）类型，并为学生推荐

适当的课程或学习环境。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在常规班级中提供额外的资料信息帮助，或在将学生调到特殊教育

班级进行全课时或部分课时学习。IPRC 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照护者可以通过学校校长申请召开 IPRC 会

议。

教育部——www.ontario.ca/page/ministry-education
安大略自闭症中 —— www.autismontario.com（教育门户网站）

多伦多区教育局—— www.tdsb.on.ca
多伦多天主教区教育局——www.tcdsb.org

娱乐项目

多伦多公园和娱乐项目

项目信息及其注册
电话：416-396-7378 网址： www.toronto.ca/recreation www.toronto.ca/funguide
季节性娱乐项目和度假营活动。通过“趣味指南”查找活动。 你可以在网上、电话或现场注册。需要家庭帐号才

能注册。

迎新政策
电话：416-338-8888 分机号：3 网址： www.toronto.ca/free-lower-cost-recreation-options
可提供资金援助，以便协助支付公园和娱乐项目的费用。补贴资格取决于家庭收入。申请表可在线下载或致电

索取。

调整计划和普惠性服务
电话：416-395-6128
对调整计划和/或对参与计划的个人提供额外帮助给与支持和理解。

http://www.ontario.ca/page/ministry-education
http://www.autismontario.com
http://www.tdsb.on.ca
http://www.tcdsb.org
http://www.toronto.ca/recreation
http://www.toronto.ca/funguide
http://www.toronto.ca/free-lower-cost-recreation-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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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

音乐和艺术节目
电话：416-425-6220 ；分机号：3317
网站：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music-and-arts
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音乐、可视化表演艺术节目。

水上游泳项目

电话：416-425-6220 分机号：3539 网站： www.hollandbloorview.ca/swim
为残障游泳者及其家人提供的游泳项目。

Snoezelen 训练室和游泳池
电话：请致电 1-800-855-0511 连线 Bell 操作员。在提示下拨 416-422-7049
网址：www.hollandbloorview.ca/多感官训练

感官室和配备音乐、灯光和触感的感官水池。

机器人计划

电话： 416-425-6220 分机号：3704 网站： www.hollandbloorview.ca/robotics
针对有特殊需求的 6-14 岁儿童的机器人乐高计划。

过渡、娱乐和生活技能服务
电话：416-425-6220 ；分机号：6208
网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transitions-recreation-and-life-skills-community-service
s
娱乐和生活技能计划，包括为 7 岁以上残障儿童和青年提供个人辅导、技能培养小组和研习班。

多样性社区

电话：416-699-7167 网址：www.varietyvillage.ca
娱乐和生活技能学习项目。 项目场所设于斯卡伯勒。

我的社区中心

网址：www.mycommunityhub.ca
为安大略各地有特殊需求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提供的活动、项目、暂托服务和度假营活动的在线登记渠道。

请参阅 Holland Bloorview 多伦多休闲指南，以获取更多休闲娱乐项目。
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family-workshops-resources/family-resource-centre/online-family-resources-centre/tor
onto-5

私人服务目录

OAP 服务商名单

网址：www.oapproviderlist.ca
列出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和青少年制定、实施或监督应用行为分析 (ABA) 项目的行为服务临床主管的名单。

ABACUS
网址：www.abacuslist.ca
ABA服务商列表以及有关如何聘请合格服务商的信息。

安大略言语病理学家和听力学家协会

电话：416-920-3676 网址：www.osla.on.ca
属于其监管学院成员的言语病理学家列表。

安大略省职业治疗师学院

电话：416-214-1177 网址：www.coto.org
属于其监管学院成员的职业治疗师的列表。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music-and-arts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wim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noezelen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robotics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transitions-recreation-and-life-skills-community-services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programs-services/transitions-recreation-and-life-skills-community-services
http://www.varietyvillage.ca
http://www.mycommunityhub.ca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family-workshops-resources/family-resource-centre/online-family-resources-centre/toronto-5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services/family-workshops-resources/family-resource-centre/online-family-resources-centre/toronto-5
http://www.oapproviderlist.ca
http://www.abacuslist.ca
http://www.osla.on.ca
http://www.co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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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自闭症治疗网络 (ATN)
电话：416-925-5141（多伦多 ATN）
网址：www.autismspeaks.ca/science-services-resources/science/autism-treatment-network/
北美的医师、研究人员和家庭联络网致力于通过研究改善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的照护质量。此项目由 Holland
Bloorview、Surrey Place 和 Sick Kids Hospital合作。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自闭症研究中心

电话：416-425-6220
网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research-education/bloorview-research-institute/research-centres-labs/autism-rese
arch-centre
旨在改善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的治疗成果及其家庭和生活质量的研究项目。

其他资助

残障税收抵免 (DTC)
电话：1-800-959-8281 网址： www.canada.ca
不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可以减少个人缴纳的所得税额。符合条件的儿童必须身体或心理功能上长期处于严重受损

状态。如果获得残障税收抵免 (DTC) 的资格，也可能有资格获得基于收入的儿童残障津贴。表格必须在医生

的协助下填写。

 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RDSP)
长期储蓄计划可帮助加拿大残障人及其家人为未来储蓄。 必须获得残障税收抵免资格才能通过金融

机构加入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

家庭特别服务 (SSAH)
电话：416-325-0500 网址：www.ontario.ca
为 18 岁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年度资金，以帮其获得有助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暂托服务项目和/或方案。

没有收入要求。

 如需协助填写 SSAH 表格，请联系 respiteservices.com
电话：416-322-6317 分机号：1 网站： www.respiteservices.com

严重残障儿童援助 (ACSD)
电话：416-325-0500 网址：www.ontario.ca
每月提供资金，以协助育 18 岁以下且有特殊需求的儿童的家庭支付有关额外费用。年总收入必须低于 6.6 万

美元（大约）才能申请。如果条件符合，还能获得处方药、牙科和视力保健方面的补助。

 如需协助填写严重残障儿童援助 (ACSD) 申请表格，请联系 respiteservices.com
电话：416-322-6317 分机号：1 网站： www.respiteservices.com

Easter Seals Ontario——失禁用品补助金

电话：416-510-5074 网址：www.easterseals.org
年度补助金用于帮助支付失禁用品（例如尿布、引体向上用品）的费用。白天使用这些用品的 3 岁以上的残障

儿童可能符合资格。表格必须在医生的协助下填写。

http://www.autismspeaks.ca/science-services-resources/science/autism-treatment-network/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research-education/bloorview-research-institute/research-centres-labs/autism-research-centre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research-education/bloorview-research-institute/research-centres-labs/autism-research-centre
http://www.canada.ca
http://www.ontario.ca
http://www.respiteservices.com
http://www.ontario.ca
http://www.respiteservices.com
http://www.easterse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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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附属教学医院

Access2 卡片

电话：416-932-8382 网址：www.access2card.ca
残障人士的陪护人员可获得加拿大各地选定电影院和景点的免费或折扣入场券。此申请必须在卫生保健专业人

员的协助下完成。

TTC 支援人员协助卡

电话：416-393-3030 网址：www.ttc.ca
残障人士的陪护人员乘坐多伦多公共交通无需支付车费。必须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完成表格。

Holland Bloorview 家庭支援基金

电话：416-425-6220 ext. 6303 网址： www.hollandbloorview.ca
在过渡或经济紧张时期为 Holland Bloorview 客户提供财务支援。可为设施、休闲娱乐、暂托服务等提供资金

支援，但需根据家庭实际所需决定。

有关财务计划的信息，请访问特殊需求计划小组的网站。
www.specialneedsplanning.ca

http://www.access2card.ca
http://www.ttc.ca
http://www.hollandbloorview.ca
http://www.specialneedsplann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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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附属教学医院

双重诊断资料信息——多伦多

社区机构——智力残障

Surrey Place
电话：1-833-575-5437 网址： www.surreyplace.ca
为智障儿童和成人及其家庭提供诸如服务协调、行为咨询、早期干预、言语和语言咨询等服务。

多伦多社区生活

电话：647-426-3220 网址： www.cltoronto.ca
为智障儿童和成人及其家庭提供诸如家属支援、行为咨询、家庭管理和暂托服务的服务。

安大略省发展服务 (DSO) ——多伦多地区

电话：1-855-372-3858
网址：www.dsotoronto.ca
协助智障成年人及其家庭在其社区中申请政府资助的服务。此项目适用于 16岁以以上人士。

社区机构——学习障碍

儿童发展研究所——综合项目

电话：416-486-8055 网址：www.childdevelop.ca
为 8 至 18 岁的学习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咨询、组织友谊团体、教育

研讨会和夏令营活动。

多伦多学习障碍协会

电话：416-229-1680 网址： www.ldatd.on.ca
为学习障碍儿童和成人及其家庭制定的项目。服务包括社会技能小组学习、辅导和教育研讨会。

社区机构——心理健康

What’s Up Walk-in诊所

网址：www.whatsupwalkin.ca
在多伦多各地都有为儿童、青年、年轻人及其家庭提供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必要时协助转诊，以

便提供长期服务。

*请注意，此列表中提供的信息并非作为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的推荐或认可服务。所列出的资料信息获取有不同的资格要求和
等待时间。*

此列表由 Holland Bloorview 社会工作者在“沟通、学习和行为”项目中编制。

http://www.surreyplace.ca
http://www.cltoronto.ca
http://www.dsotoronto.ca
http://www.childdevelop.cahttp://www.childdevelop.ca
http://www.ldatd.on.ca
ahttp://www.whatsupwalki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