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症光谱疾患⼉童及青少年
之福利与资源 

以下提及之机构或资源并非 UCSF ⻉尼奥夫⼉童医院之附属或赞助机构。 此表旨在为您提供⽅便查询的信息。 以下内容仅作为⼤众教育信息，⽽不应代
替任何专业⼈⼠的咨询或建议。 当您使⽤这些资源时，您需承担使⽤这些资源与信息的所有⻛险。 提醒您，⽗⺟应多留意⼉童及青少年的上⽹⾏为，保

护他们的⾝⼼发展，并确保他们使⽤社交⽹络的安全性。  

 

 初诊评估 
当地区域中⼼ （Regional Center）  

区域中⼼是与各州的发展服务部签订合

同，并提供⼤众服务的非营利性私⼈机

构。 他们能够为⾃闭症或其他发展障碍

疾患的⼉童或青少年特教⽣提供初诊评

估，并整合相关的福利及服务。 

⽹站： 

https://www.dds.ca.gov/rc/listings/ 

 

当地学区 

家⻓可以为⼦女向当地学区申请IEP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个别

化教育计划），以利⼦女取得⾃闭症或发

育障碍疾患的评估，以及相关的校内福

利，设施及特教服务。  

 

保险公司 

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 他们能转介您让保

险⽹络内的专家来评估孩⼦的⾃闭症或发

育障碍疾患。 

湾区⾃闭症光谱疾  

患学术中⼼ 
加州⼤学旧⾦⼭分校⾃闭症光谱疾患

（ASD）和神经发育障碍（NDD）中

⼼ 

加州⼤学旧⾦⼭分校⾃闭症光谱疾患和神

经发育障碍中⼼整合最新科学证据，并提

供⾃闭症光谱疾患，学习障碍，智能障

碍，以及遗传性或染⾊体疾病等患者科学

实证性的全⾯评估，治疗以及资源整合服

务。 

地址：  401 Parnassus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43 

  电话：  415-502-3500 

  ⽹站：  https://autism.ucsf.edu/ 

 

斯坦福⼤学⾃闭症中⼼ 

史丹佛⼤学⾃闭症中⼼汇聚各专科的专

家于Lucile Packard⼉童医院为⾃闭症

光谱疾患及其他相关障碍的患者提供诊

断，评估和治疗。  

地址：  401 Quarry Road， 

Stanford， CA 94305 

电话：  650-721-6327 

⽹站：  

https://med.stanford.edu/autismcent

er.html 

https://www.stanfordchildrens.org/e 

n/service/ 

加州⼤学戴维斯分校MIND机构 

加州⼤学戴维斯分校MIND 机构为可能有

神经发育性疾病的⼉童提供科学实证性的

全⾯评估。 有兴趣的家庭应要求他们的⼩

⼉科医师（初级保健医师）或诊所提交转

诊单⾄加州⼤学戴维斯分校健康中⼼的转

诊中⼼。  

电话：  916-703-0308 
⽹站 ：  

https://health.ucdavis.edu/mindinstitut

e/resources/autism.html  

 

史丹佛成⼈神经发展诊所 

史丹佛成⼈神经发展诊所为成⼈病患

提供科学实证性的全⾯评估。 该诊所

提供初步评估，科学实证性的⼼理治

疗，药物咨询以及药物治疗。 

⽹站：  

https://med.stanford.edu/psychiatr

y/patient_care/neurodev.html 

 

家⻓可利⽤之⽹络资

源 
AUTISM SPEAKS 

主⽹站：  http://www.autismspeaks.org/ 

• 新诊断病患：  

https://www.autisms

peaks.org/newly-

diagnosed 

• 给新诊断⾃闭症病患

的100天⼿册：  

https://www.autisms

peaks.org/sites/defa

ult/files/100_Day_To

ol_Kit_Young_Childr

en.pdf 

• ⾃闭症应变⼩组 

（ ART） 

该⼩组可提供⾃闭症



自闭症光谱疾患儿童及青少年之福利与资源 
以下提及之机构或资源并非 UCSF贝尼奥夫儿童医院之附属或赞助机构。 此表旨在为您提供方便查询的信息。 以下内容仅作为大众教育信息，而不应代替任何专业人士的咨询或
建议。 当您使用这些资源时，您需承担使用这些资源与信息的所有风险。 提醒您，父母应多留意儿童及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保护他们的身心发展，并确保他们使用社交网络的
安全性。 

患者及家庭个别化的

相关信息及福利。 

⽹站：  

https://www.autisms

peaks.org/autism-

response-team-art 

电话： 1-888-

AUTISM2 （1-888-

288-4762） 

• ⾃闭症之治疗：  

https://www.autisms

peaks.org/treatment

s-autism 

• 如何申请成为患者的

法定监护⼈： 

⽹站： 

https://www.autisms

peaks.org/tool-kit-

excerpt/guardianshi

p-

andconservatorship 

电话： 1-888-

AUTISM2 （1-888-

288-4762） 

 

芝⿇街 SESAME STREET AND 

AUTISM 

⽹站：  http://autism.sesamestreet.org/ 

 

⾃闭症协会 AUTISM SOCIETY 

⽹站 ：  https://www.autism-

society.org/ 

 

美国疾病管制署（ CDC） 

⽹站：  

https://www.cdc.gov/ncbddd/autism/  

index.html 

 

美国国家⼼理卫⽣研究院

（NIMH） 

⽹ 站 ：  

https://www.nimh.nih.gov/he

alth/publications/autism-

spectrum-disorder/ 

 

斯坦福⼤学⾃闭症早期⽀持 

计划 （ESPA） 

该计划由斯坦福⼤学及Children's Health 

Council医院为可能具或已确诊⾃闭症患

者的家庭提供免费服务。  

电话：  650-723-3772 

⽹站： 

https://med.stanford.edu/espa.html 

 

加州发展服务部 
⽹站：  

https://www.dds.ca.gov/transparency/aut

ism/ 

 

加州家庭资源中⼼⽹络 
⽹站 ：  https://frcnca.org/ 

 

家⻓互助团体PARENTS HELPING 

PARENTS 

⽹站 ：  https://www.php.com/ 

 

旧⾦⼭湾区⾃闭症协会 

⽹站：  

https://www.sfautismsociety.org/ 

 

法律扶助服务 
残障⼈⼠权利，教育与辩护基⾦会

（DREDF） 

该基⾦为⼀位于美国的法律扶助和政策中

⼼。 该基⾦致⼒于保护和提倡残障⼈⼠的

公⺠权利。 

电话： 510-644-2555 

⽹站： https://dredf.org/special-

education/ 

 

THE ARC CALIFORNIA 

本基⾦会致⼒于为残疾⼈⼠发声。 

⽹站 ：  https://thearcca.org/ 

 

⾃闭症⼼理治疗 （应

⽤⾏为分析治疗

ABA，社交技巧治

疗，以及⾃闭症远距

教育家⻓训练 ADEPT

等资源） 
加州⼤学戴维斯分校MIND机构 

该机构⽹站提供交互式，⾃定进度的在线

⾃我学习课程，提供家⻓学习资源和培训

课程，使家⻓能够有效地运⽤应⽤⾏为分

析治疗来帮助孩⼦。 

⽹站：  

https://health.ucdavis.edu/mindinstitut

e/centers/cedd/adept.html 
 

⾏为性介入治疗协会 
本协会提供⾃闭症家庭以家庭和社区为单

位进⾏的早期⾏为性介入治疗，应⽤⾏为

分析治疗以及社会技能培训。 服务对象包

括18个⽉到18岁之间⼉童与青少年病患的

家⻓。  

总机： 1-877-242-2884 ext.1 

旧⾦⼭/湾区： 510-652-9288 

弗雷斯诺地区（Fresno）： 599-225-

2083 

蒙特瑞郡/萨利纳斯地区

（Monterey/Salinas）： 831-375-1386 

⽹站 ：  https://www.bia4autism.org/ 

 

⾃闭症及相关疾患中⼼ 

该中⼼提供⾃闭症的⼉童，青少年和成⼈

全⾯性，科学实证性的应⽤⾏为分析治

疗。 该中⼼办公室位于旧⾦⼭/湾区，南

加州，中加州及北加州。  

电话： 1-877-448-4747 

⽹站：  

https://www.centerforautism.com 

 

学习与⾃闭症⽀持服务中⼼Genesis中

⼼ （Genesis Behavior Center） 

该中⼼为美国国内认证的应⽤⾏为分析治

疗供应中⼼，该中⼼办公室分布在23个

县，包括加州的海湾地区。 该中⼼通过家

庭，诊所或社区单位提供早期治疗，包括



自闭症光谱疾患儿童及青少年之福利与资源
以下提及之机构或资源并非 UCSF贝尼奥夫儿童医院之附属或赞助机构。 此表旨在为您提供方便查询的信息。 以下内容仅作为大众教育信息，而不应代替任何专业人士的咨询或
建议。 当您使用这些资源时，您需承担使用这些资源与信息的所有风险。 提醒您，父母应多留意儿童及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保护他们的身心发展，并确保他们使用社交网络的
安全性。 

社交技能治疗以及应⽤⾏为分析治疗。 

电话： 1-800-538-8365 

⽹站：  https://classaba.com/ 

Genesis中⼼（Genesis Behavior 

Center） 

该中⼼提供包括应⽤⾏为分析治疗在内的

早期介入性治疗。 该中⼼在加州共有10

个办公室，分别位于Elk Grove， 

Fresno， Los Banos， Merced， 

Modesto， Ripon， Sacramento， 

Salida， Stockton以及Turlock。  

电话： 877-828-8476 

⽹站：  

https://genesisbehaviorcenter.com/ 

ABC公司（Applied Behavioral 

Consultants， Inc） 

该公司在家庭或社区内为⾼⾃闭症⻛险的

婴童提供早期介入性治疗，家⻓训练，社

交技能训练。 该公司也为成⼈于以下地点

提供治疗课程： Sacramento， East 

Bay， Central Valley， Inland Empire， 

Northern LA地区。  

⽹站 ：  https://www.abcreal.com/ 

STE咨询公司 

该公司在家庭，社区或治疗中⼼内提供患

者应⽤⾏为分析治疗。 该公司于以下地区

提供服务：SF Bay area （East bay， 

South Bay， SF county， Contra 

costa/TriValley）， Yolo， Solano 

county and Sacramento。  

电话： 866-523-4268 

⽹站：  https://steconsultants.com/ 

北加州EASTERSEALS公司 

该公司提供早期介入性治疗，应⽤⾏为分

析治疗以及社交技巧学习团体。 该公司于

纳帕⼭⾕以及湾区等地区提供服务：

Walnut Creek， B⽹站ingame， 

Fairfield， Dublin， Lakeport， 

Clearlake， Oakland， San Jose， 

Petaluma。  

电话： 925-266-8400 

⽹站：  https://www.esnorcal.org/ 

FIRST STEPS公司 

该公司可于家中，学校或社区内提供患者

应⽤⾏为分析治疗，并提供家⻓训练。 该

公司于Contra Costa， Ventura和洛杉矶

郡提供服务。  

⽹站：  

http://www.firststepsforkids.com/ 

POSITIVE PATHWAYS公司 

该公司于San Francisco， Contra 

Costa，Alameda等郡提供应⽤⾏为分析

治疗。  

电话： 650-260-4670 

⽹站： https://www.positive-

pathways.org/ about-positive-

pathways-california/ 

FACES公司 

太平洋⾃闭症教育中⼼的FACES课程，为

18个⽉⼤到14岁之间的⼉童提供应⽤⾏为

分析治疗。 该公司可于家中，学校或社区

内提供治疗。 该公司在San Jose郡也备有

PACE Sunny Day学前班课程以及PACE⼩

学 （非营利，非传统之公立学校）为6到

12岁的中等到严重程度的⾃闭症⼉童提供

教育服务。  

电话： 650-622-9601 

⽹站： https://www.pacificautism.org/ 

programs/behavioral-services/ 

GATEWAY公司 

提供应⽤⾏为分析治疗，社交技巧学习团

体以及家⻓训练。 该公司在南加州及北加

州共有18个据点提供服务。  

电话： 877-264-6747 

⽹站：  https://www.gatewaylg.com/ 

STEPS治疗中⼼ 

为3岁以下的⼉童提供提供早期介入性治

疗，包括应⽤⾏为分析治疗。 该公司位于

旧⾦⼭湾区。  

电话： 415-829-7323 

⽹站：  https://stepstherapy.com/ 

OPEN DOORS治疗中⼼ 

该公司为带⾃闭症光谱特质，疑似⾃闭症

或⾼功能⾃闭症等，但尚未取得正式⾃闭

症诊断的青少年及成⼈提供社交技巧学习

团体以及个别化治疗。 

电话： 650-681-1548 

⽹站：  

https://opendoorstherapy.com/ 

SOCIAL THINKING诊所 

该诊所于San Jose， 波⼠顿（Boston）

以及⽹络上提供社交技能训练。 该诊所提

供4岁以上的⼉童，青少年以及成⼈个别

化的疗程。  

电话： 408-244-2005 

⽹站：  

https://www.socialthinkingsanjose.co

m/ 

https://www.socialthinking.com/ 

语⾔治疗以及职能训

练
美国职能治疗协会 

⽹站：  https://www.aota.org/autism 

湾区SPEECHWORKS公司 

该公司于Marin， Sonoma， San 

Francisco，以及其他加州地区提供语⾔

训练，职能训练，校内筛检，⼼理及学习

功能评估以及学业指导。  

电话： 415-205-1754 

⽹站 ：  

http://www.bayareaspeechworks.com/ 

语⾔病理中⼼（The Speech 

Pathology Group） 

该公司于五个诊所据点（Contra Costa， 

Alameda County， Sacramento及南加

州） 提供语⾔治疗，职能治疗以及物理治

疗。  

电话： 925-945-1474 

⽹站： https://speechpatholog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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