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th Services（青年服務）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盲人服務局）為出生至 21 歲的失明或低視力的兒童與青年服

務。 
 
我們提供的服務旨在建立基礎，幫助人們渡過富有成效、獨立且成功的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和成

人時期。   
 

• 家庭資源 

• 青年計劃和工作坊 

• 學校至工作過渡（14 至 21 歲） 
 

家庭資源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DSB，盲人服務局

）怎樣幫助兒童過渡到成人就業階段？ 

針對 14 至 21 歲的學生，DSB 提供： 

• 職業諮詢服務。 

• 幫助學生確定未來職業興趣的評估。 

• 職場準備  

• 自我倡權指導  

• 針對 14 至 15 歲的學生，面向希望探索職業和完成社區服務的青年的暑期計劃。 

• 針對 16 至 21 歲的學生，面向希望獲得帶薪工作體驗的青年的暑期計劃*。 

• 針對高中青年或近期的高中畢業生，探索大學學習的暑期計劃。 

有關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 School-to-Work Transition（學校至工作過渡）頁面。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


 

DSB 如何與服務提供者們合作？ 

DSB 為學校、出生至 3 歲兒童中心和服務於失明或低視力兒童與青年的其他社區組織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當人們質疑失明或低視力兒童如何參與一些活動時，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想法，讓人們理解可能實

現的方法。若要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 info@dsb.wa。  

瞭解 DSB 家庭資源的更多資訊。 
 

青年計劃和工作坊 

在 2014 年，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勞動力創新與機會法案），或簡稱為 

WIOA 第四篇修正了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1973 年康復法案）第一篇。WIOA 旨在透過幫助有

就業障礙的美國人（包括殘障人士）獲得高品質工作並幫助雇主招聘和保留技能嫺熟的勞動者，

從而加強和改善全國的公共勞動力發展系統。WIOA 也新增加了指導準則，為青年提供擴大的 Pre-

Employment Transition Services（Pre-ETS，就業前過渡服務），以幫助他們逐步獲得成功的職業。 
 
為了給學生提供 WIOA 的福利，DSB 青年服務專員在整個學年，在全州主辦多種多樣的有趣與教

育性的 Pre-ETS 計劃和工作坊。這些工作坊為 9 至 21 歲的青年提供以下機會： 

• 明確他們的強項和目標。 

• 瞭解教育和職業道路。 

• 加強日常生活技能。 

• 結識朋友，享受樂趣！ 

所有近期青年計劃和工作坊均被列在 DSB Events page（DSB 活動頁面）。 
 

學校至工作過渡 

隨著學生逐步接近高中畢業，為成人生活做好充分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對有殘障的學生進

行提早過渡規劃和積極參與決策制定，規劃團隊的成員需要全面瞭解該學生的能力、需求和可用

的服務。DSB School-to-Work Transition（學校至工作過渡）幫助 14 歲或以上的學生及其家庭思考

和規劃高中後的生活。 
 
DSB 顧問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過渡： 

mailto:info@dsb.wa


 
 

• 就學生的職業活動（包括兼職工作和實習）提供諮詢服務 

• 參加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個人化教育計劃）會議 

• 提供關於我們的成人服務的資訊 

• 與學生、家長和學校工作人員合作營運學校後的活動 

家長和學生有哪些責任？ 
在學生 18 歲之前，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將簽字授權服務。家長的參與和支援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

在該流程的早期階段。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實現更大程度的獨立。家長和學生與 DSB 顧問和學

校工作人員召開會議，以合作營運學校後活動。 
 

我是否必須支付 DSB 服務的費用？ 
所有 DSB 服務皆為免費提供。 
 

DSB 服務持續多長時間？ 
未設定時間限制。時間取決於參與者的個人需求和所提供的服務而有所不同。當學生進入 22 歲

時，華盛頓州的居民可以作為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職業康復）參與者繼續接受 DSB 服務。 
 
*學生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才能參加提供帶薪工作體驗的計劃。 
  



 

家庭資源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resources-families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DSB，盲人服務局）為出生至 21 歲的失明或低視力的兒童與

青年服務。 
 
我們提供： 

• 資訊以及適當社區資源的轉介。 

• 理解失明或低視力兒童的特別發育需求以及育兒技巧的訓練。 

• 理解兒童的視力殘障的性質與潛在影響的協助。 

• 旨在建立基礎，幫助人們渡過富有成效、獨立且成功的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和成人時期的

諮詢服務。 

• 透過幼稚園至 12 年級系統，支援滿足便利需求的協助。 

• 兒童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技能的訓練，幫助兒童在家更加獨立並參與家務活動。 
 
針對 14 至 21 歲的學生，DSB 提供： 

• 職業諮詢服務。 

• 幫助學生確定未來職業興趣的評估。 

• 針對 14 至 15 歲的學生，面向想探索職業和完成社區服務的青年的暑期計劃。 

• 針對 16 至 21 歲的學生，面向希望獲得帶薪工作體驗或探索大學學習的青年的暑期計劃。 

有關更多資訊，請造訪我們的 School-to-Work Transition（學校至工作過渡）頁面。 
 
DSB 為學校、出生至 3 歲兒童中心和服務於失明或低視力兒童與青年的其他社區組織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當人們質疑失明或低視力兒童如何參與一些活動時，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想法，讓人們理解可能實

現的方法。 
 
DSB 有若干其他可用資源，適用於有失明或低視力孩子的家庭： 

• 多日暑期計劃 

• 面向有失明或低視力嬰幼兒的家庭的資源與資訊 

• 招聘會 

• 獎學金和補助金資訊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resources-families


 
 
為失明或有視力障礙的學生找尋教育資源的家庭，也可以造訪 Washington State School for the 

Blind（WSSB，華盛頓州盲人學校）。DSB 與 WSSB 合作營運暑期計劃、工作坊和 Learning 

Independence For Today and Tomorrow（LIFFT，為今天和明天學習獨立）計劃。 
 
線上申請服務或撥打 800-552-7103 或寄送電子郵件至 info@dsb.wa.gov 聯絡我們，獲取更多資

訊。 

  

mailto:info@dsb.wa.gov


 

暑期計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  

 

面向失明或低視力青年的暑期計劃 

證據表明，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曾有過工作經驗的人，有更大的可能性明確他們的職業目標和

獲得工作機會。 
 
DSB 設計了 Summer Programs（暑期計劃），為所有年齡段的學生提供親身實踐的機會，為未來

打下堅實的基礎。另外，若干 DSB Summer Programs 也提供帶薪和無薪工作機會。 
 
我們的 Summer Youth Programs（暑期青年計劃）旨在讓學生體驗真實世界的職業，為這些青年提

供以下機會： 

• 明確他們的強項和目標。 

• 瞭解教育和職業道路。 

• 加強日常生活技能。 

• 結識朋友，享受樂趣！ 
 
快來瞭解我們為了使學生體驗真實世界的職業而制定的青年計劃！ 

技能多日工作坊 
Skills Workshops（技能工作坊）向 9 至 13 歲的少兒教授獨立生活技能。 
 
從 2009 年起，此計劃已解決了小學年齡段兒童缺乏暑期計劃的問題。Skills Workshops 攻克這些問

題並解決 Expanded Core Curriculum（ECC，擴展核心課程）包含的技能領域。 
 
瞭解關於 Skills Multi-Day Workshops（技能多日工作坊）的更多資訊。 
 

LEAP 
我們鼓勵有興趣參加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1（YES 1，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1）、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2（YES 2，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2）或 Bridge（橋樑）暑期計劃，但需要個人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


 
獨立方面的更多練習和生活技能訓練的 14 至 21 歲學生參加 Lifeskills Extended Assistance Program

（LEAP，生活技能延展協助計劃）！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1 (YES 1)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1（YES 1，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1）是面向 14 和 15 歲學生為期兩週的計

劃，主辦地點是華盛頓州溫哥華市的 Washington State School for the Blind（華盛頓州盲人學

校）。對於需要極少獨立生活和出行技能協助的學生，YES 1 提供機會來透過不同的評估探索學生

的興趣與天資；探索不同的職業可能性；以及考察工作場所。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2 (YES 2)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2（YES 2，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2）為 16 歲及以上的高中學生提供為期

六週的暑期計劃，基於學生的興趣、經驗和能力為學生提供五週的帶薪工作體驗*以及寄宿生活體

驗，讓學生有機會完善他們的日常生活技能。 
 

Bridge Program 
每個暑期，DSB 都提供 Bridge（橋樑）計劃（一項為期五週的暑期計劃），協助失明或有視力障

礙的高中畢業生（以及考慮 Running Start（快速啟動）或正在讀加速班的高中學生）從高中過渡

到中學後教育。 
 
Bridge 在大學校園內舉辦，學生住在宿舍、瞭解校園生活以準備在秋天進入大學，並且參加獲取

學分的課程。 
 

Student Work and Academic Growth (SWAG) 
Student Work and Academic Growth（SWAG，學生工作和學業成長）學生在參加大學課程和實踐獨

立生活的同時進行兼職工作*。此計劃的參與者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具備可接受的盲人獨

立生活適應性技能水準；是高中畢業生或通過了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GED，普通教

育發展證書）考試；成功完成了至少一科大學級別的課程。 
 
*學生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才能參加提供帶薪工作體驗的計劃。 
 
若要瞭解我們面向兒童和青年的暑期計劃與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電子郵件 

info@dsb.wa.gov 或電話 800-552-7103。  

mailto:info@dsb.wa.gov


 

青年工作坊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面向青年的教育與娛樂活動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盲人服務局）為全州出生至高中 21 歲的失明或低視力的兒童

與青年服務。 
 
我們提供的服務旨在建立基礎，幫助人們渡過富有成效、獨立且成功的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和成

人時期。 
 
DSB 工作坊非常適合失明或低視力的青年。我們的工作坊為青年提供以下機會： 

1. 明確他們的強項和目標。 

2. 瞭解教育和職業道路。 

3. 加強日常生活技能。 

4. 獲得帶薪和無薪工作體驗。 

5. 結識朋友，享受樂趣！ 
 
證據表明，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曾有過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有更大的可能性明確他們的職業目

標和獲得工作。我們的計劃提供親身實踐的體驗，為我們的青年建立堅實的基礎。 
 
所有 DSB 工作坊均對所有華盛頓州學生開放，無論工作坊的位置或學生的居住城市。如果您有關

於工作坊的想法，將幫助有視力障礙的學生實現其目標，請告訴我們。您的意見十分寶貴，我們

歡迎您獻計獻策！ 
 
DSB 工作坊在全年規劃營運。我們一直在更新我們的活動行事曆。請查詢我們的網站，瞭解將何

時再次提供這些工作坊。因 COVID-19 疫情之故，目前暫停現場體驗工作坊。更多虛擬工作坊將很

快推出。 
 
青年工作坊一經推出，就會在我們的活動頁面宣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出行和活動能力  
學生在全天工作坊中學習利用不同的交通模式，增加他們的獨立出行技能。學生將有機會乘坐多

種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比如輕軌、公車或渡輪。 
 
將提供機會以供討論適合殘障人士的公共交通服務。學生和家庭將有機會探索和學習通勤訣竅。 
 

職業探索 
失明與低視力學生及其家庭將在多種場合透過有趣的親身實踐活動，瞭解不同的工作領域。以往

的活動包括：  

• Zookeeper for a Day（一日動物園管理員）- 在此工作計劃中，您將協助維持動物生活條件

的安全與衛生情況、學習如何準備動物的食物，以及在 Point Defiance Zoo and Aquarium

（第凡恩斯角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幕後進行充實活動 

• 探索 STEM - 在 Mobius Science Center（莫比斯科學中心），透過親身實踐的科學活動以及

與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展廳的互動

來探索科學領域內的職業。 
 

人際交往技能  
學生將練習使用自我倡權以及成長和遊刃有餘地迎接未來所需的其他技能。家庭可以更多地瞭解

他們的孩子可以參加的畢業後計劃與機會的更多資訊。 
 
與同伴的互動可能有助於學習如何釐清學校與社區中複雜的社會常規。 
 
學生在團體環境中練習社會技能、社會行為和同伴互動，學習社會技能中的「人物、內容、時

間、地點和方式」等方面。 
 

獨立生活技能  
在定向與活動能力、金錢管理、自我倡權和用餐技能方面指導學生。提供許多獨立行動和與同伴

進行社交互動的機會。活動包括烹飪課，在課上監督和指導切菜、剁菜和削皮；探索測量工具，

比如杯子和匙子；以及烤箱和灶臺的探索與妥善使用。 
 



 

使用技術  
學生學習在課堂外使用技術，練習多種多樣的應用程式以在社區和家中使用，並且練習使用技術

和應用程式以：  

• 在環境中順利活動（Blindsquare、MoveIt 和 One Bus Away） 

• 鑑別和閱讀物體與產品（Money Reader、KNFB Reader 和 Seeing AI） 

• 安排活動和邀請參與者 

• 記錄和整理筆記與備忘錄  
 
無論是溫習還是完全從頭開始使用 iOS 裝置（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親身實踐訓練都是學

習基礎知識和發現有用訣竅與竅門的好方法。 

  



 

網站上的 YES 1 介紹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1 (YES 1)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yes-1 

 

面向 14 至 16 歲青少年的工作場所技能訓練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1（YES 1，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1）是面向 14 至 16 歲學生為期 12 天的

計劃，主辦地點是華盛頓州溫哥華市的 Washington State School for the Blind（華盛頓州盲人學

校）。對於需要極少獨立生活和出行技能協助的學生，YES 1 提供機會來探索他們的職業興趣與天

資並且與失明和低視力同伴建立聯繫，同時學習工作場所準備措施和獨立生活技能。 

 

學生練習職業成功所需的技能，包括：  

• 學習職業機會和訓練途徑的知識 

• 填寫實習工作申請表 

• 準備和參加模擬面試 

• 在團隊中工作，完成社區服務專案 

• 工作場地參觀 

• 參與工作觀摩 
 

青年也獲得休憩體驗、家庭和個人管理技能訓練，並且參加為期 3 天的西雅圖之旅以瞭解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2（YES 2，青年就業解決方案 2）計劃和參加額外的軟技能發展活動。 

• YES 手冊 (PDF) 

• YES 手冊 - 西班牙語 (PDF) 

若要獲得更多資訊和申請材料，請造訪 Washington State School for the Blind。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yes-1
https://www.wssb.wa.gov/wp/yes-1/


 

費用 
目前，DSB 不就參與其暑期計劃收取任何費用。但是，學生應備好錢以支付雜費、社會活勸、零

食等費用。將向註冊的學生及家庭提供關於 YES 學生需求的更多細節。 

 

DSB 正在為青少年和年輕人制定更多計劃。請查詢我們的 Youth Workshops（青年工作坊）頁面，

查看是否有您感興趣的其他計劃。 

若要瞭解我們面向兒童和青年的暑期計劃與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電子郵件 

info@dsb.wa.gov 或電話 800-552-7103。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mailto:info@dsb.wa.gov


 

網站上的 YES 2 介紹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 2 (YES 2)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yes-2 

 

面向 16 至 21 歲青少年的職業準備和實習 
Youth Employment Solutions（YES，青年就業解決方案）計劃是專注於職業準備的為期多週的暑期

計劃。  

• YES 手冊 (PDF)。 

• YES 手冊 - 西班牙語 (PDF) 

YES 2 是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為期六週的計劃，旨在為 16 至 21 歲的高中學生提供寶貴的工作體驗

和學習機會。錄取的候選人獲得五週的帶薪實習工作體驗*，這些工作是聯合西雅圖地區的企業專

為他們打造的。職位基於學生的興趣、能力與經驗予以分配。 

YES 2 是一項寄宿生活體驗，給學生提供機會來完善他們的日常生活技能，比如餐食規劃、購買雜

物、購買食材和做飯、保管自己的個人財物和維護 YES 住處的公共生活區域。另外，學生學習使

用公共交通技巧來取得通勤上班的能力。學生們被鼓勵參與社區的社交和休憩活動。 

申請資訊 
• 申請材料將在 1 月份提供。填好的申請材料應截至 2 月 15 日交齊。 

費用 
目前，DSB 不就參與其暑期計劃收取任何費用。**是否可以刪除以下句子？學生不需要隨身帶

錢。在計劃的第一週，學生領到第一筆工資之前，將為所有學生支付津貼。**但是，學生應備好

錢以支付雜費、社交活動、零食等費用。 

將向註冊的學生及家庭提供關於 YES 學生需求的更多細節。請聯絡您的 DSB Youth Specialist（青年

專員）獲取更多細節，或傳送電子郵件至 info@dsb.wa.gov 或撥打 800-552-7103。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yes-2
mailto:info@dsb.wa.gov


 
DSB 正在為青少年和年輕人制定更多計劃。請查詢我們的 Youth Workshops（青年工作坊）頁面，

查看是否有您感興趣的其他計劃。 

若要瞭解我們面向兒童和青年的暑期計劃與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電子郵件 

info@dsb.wa.gov 或電話 800-552-7103。 

 

*學生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才能參加提供帶薪工作體驗的計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mailto:info@dsb.wa.gov


 

網站上的 Bridge 介紹 

Bridge 大學準備計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bridge 

 

幫助學生彌補高中和大學之間的差距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Services for the Blind（DSB，華盛頓州盲人服務局）提供 Bridge（橋

樑）計劃（一項為期五週的暑期計劃），協助失明或有視力障礙的學生從高中過渡到中學後教

育。我們與 DSB 的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VR，職業康復）計劃密切合作，以在高中和大學之

間架起一座「橋樑」。  

Bridge 每年從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在華盛頓州切尼（斯波坎附近）的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EWU) 舉辦。這是一項寄宿計劃，學生住在宿舍，在準備將來進入 Running Start（快速啟動）、

大專院校的過程中瞭解校園生活。 

非大學學分制的 Bridge 課程在 EWU 課程開始之前的一週上課。每堂課程都特別旨在解決盲人學生

的獨特需求。Bridge 課程包括講習和作業，專注於 DSB 和 EWU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殘障支

援服務）工作人員教授的大學生活、學習與社會技能、獨立技能。學生也學習校園和社區定向與

活動能力課程，包括參觀圖書館、書店、咖啡廳和電腦室。另外還包括實地考察和休憩活動的時

間。  

在第一週結束時，Bridge 學生參加他們從 EWU 暑期課程目錄中選擇的五學分大學課程。該學業課

程透過高密度的四週課程教授傳統的十週課程內容。在整個五週的 Bridge 計劃期間，學生接受 

DSB 和 EWU 工作人員提供的學業、社會和獨立支援（包括指導）。  

資格  
若要符合 Bridge 的資格，學生必須：  

• 是今年的高中畢業生；或者將在秋天參加 Running Start 計劃，  

• 是 DSB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服務的參與者。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bridge


 
• 被高等教育機構或 Running Start 錄取。 

• 具備可接受的 Orientation and Mobility and Daily Living Skills（定向與活動能力以及日常生活

技能）的水準。  

• 熟練使用替代閱讀格式。  

正打算進入大學的學生（無論是今年還是將來），可以聯絡 Youth Services Specialist（青年服務專

員）或他們的 VR 顧問瞭解細節，以開始建築通往大學成功的橋樑。  

聯絡資訊  
有關 Bridge 計劃的更多資訊，或想索要申請表，請登入網站 www.dsb.wa.gov 聯絡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 或 DSB 員工。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  

800-552-7103 

info@dsb.wa.gov  

www.dsb.wa.gov  

  

mailto:info@dsb.wa.gov
http://www.dsb.wa.gov/


 

網站上的 SWAG 介紹 
Student Work & Academic Growth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swag 

 

Student Work and Academic Growth（SWAG，學生工作和學業成長）是一項面向失明或有視力障礙

的大學生的工作-學習計劃。SWAG 學生在參加大學課程和踐行獨立生活的同時進行兼職工作。 

學生資質：  
• 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  

• 必須是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DSB，盲人服務局）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職業康復）計劃的當前參與者。 

• 必須具備可接受的盲人獨立生活適應性技能水準。  

• 必須是高中畢業生或通過了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GED，普通教育發展證書）

考試，並且成功完成了至少一科大學級別的課程。 

• 以前的就業經歷也是加分項。 

根據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美國殘障人士法案），DSB 的 SWAG 計劃將在選拔殘障

人士的任何及所有階段做出合理的便利安排。請聯絡 Debbie Brown 請求便利安排。 

學生將在暑期工作中每小時賺 $15.00。DSB 負責大學費用，包括學費、雜費、課本費、房租、初

始餐補和公車票。 

有關更多資訊或想索要申請表，請聯絡 Debbie Brown。申請表應在 1 月 31 日前提交。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swag


 

網站上的技能介紹 

技能多日工作坊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skills-multi-day-workshops 

 

面向少年和青少年學生的 Skills 暑期 Workshops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盲人服務局）的 Youth Services Program（青年服務計劃）很

高興推出 Skills Workshops（技能工作坊），向少年兒童教授獨立生活技能。 

從 2009 年起，此計劃已解決了小學年齡段兒童缺乏暑期計劃的問題，並旨在攻克這些問題和解決 

Expanded Core Curriculum（ECC，擴展核心課程）包含的技能領域。活動旨在直接關聯以下 ECC 領

域： 

• 獨立生活 

• 社會交際 

• 休憩與休閒 

• 使用技術 

• 自我決定 

如果您的孩子或學生（或知道有此類孩子或學生）將受益於此體驗，請聯絡我們，註冊今年夏天

的 Skills 工作坊。這些活動將成為難忘的回憶！ 

• 查看 Skills 手冊 (pdf) 

• 查看有關 2019 Skills 塔科馬計劃的塔科馬新聞報導。 

近期的 Skills Workshops 
目前，近期沒有活動安排。（此部分將自動填充有關任何近期 Skills 活動的基本資訊。） 

因 COVID-19 疫情之故，已取消了 2020 年夏季的 DSB Skills 工作坊。我們希望明年夏天恢復計劃營

運。請返回查看，以獲取更新訊息和更多資訊。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skills-multi-day-workshops
http://www.familyconnect.org/info/education/expanded-core-curriculum/23


 

費用 
目前，DSB 不收取參與其暑期計劃的任何費用。但是，學生應備好錢以支付雜費、社會活勸、零

食等費用。關於 Skills 學生需求的更多細節將向註冊的學生及家庭提供。 

 

DSB 正在為青少年和年輕人制定更多計劃。請查詢我們的 Youth Workshops（青年工作坊）頁面，

查看是否有您感興趣的其他計劃。 

若要瞭解我們面向兒童和青年的暑期計劃與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電子郵件 

info@dsb.wa.gov 或電話 800-552-7103。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mailto:info@dsb.wa.gov


 

網站上的 LEAP 介紹 
LEAP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leap 

 

我們鼓勵有興趣參加 YES 1、YES 2 或 Bridge，但需要個人獨立方面的更多練習和生活技能訓練的

學生參加 Lifeskills Extended Assistance Program（LEAP，生活技能延展協助計劃）！  

LEAP 是一系列在全州舉辦的為期一週或兩週的體驗。LEAP 為需要學習工作技能支援的學生提供更

多機會來練習個人獨立技能和發展生活技能。  

LEAP 參與者將主要接受工作準備度訓練，包括如何：  

• 寫簡歷  

• 與潛在雇主互動  

• 得體著裝  

• 準備面試  

學生將進入社區，透過參與多種多樣的有趣、互動和親身實踐的活動以及從事志工工作來瞭解各

種職業。 

為期兩週的計劃也可能提供工作體驗，學生可以找到帶薪兼職工作！*在準備午餐後，學生將練習

如何達到職場期望（包括在監督下通勤和按時到達工作地點）、定向和活動能力，以及社會和溝

通技能。 

近期的 Leap 工作坊 
目前，近期沒有活動安排。（此部分將自動填充有關任何近期 Leap 活動的基本資訊。） 

因 COVID-19 疫情之故，已取消了 2020 年夏季的 DSB LEAP 工作坊。我們希望明年夏天恢復計劃營

運。請返回查看，以獲取更新訊息和更多資訊。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summer-programs/leap


 

費用 
目前，DSB 不就參與其暑期計劃收取任何費用。但是，學生應備好錢以支付雜費、社會活勸、零

食等費用。將向註冊的學生及家庭提供關於 LEAP 學生需求的更多細節。 

 

DSB 正在為青少年和年輕人制定更多計劃。請查詢我們的 Youth Workshops（青年工作坊）頁面，

查看是否有您感興趣的其他計劃。 

若要瞭解我們面向兒童和青年的暑期計劃與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我們，電子郵件 

info@dsb.wa.gov 或電話 800-552-7103。 

*學生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才能參加提供帶薪工作體驗的計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mailto:info@dsb.wa.gov


 

Youth Workshops 頁面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面向青年的教育與娛樂活動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盲人服務局）為全州出生至高中 21 歲的失明或低視力的兒童

與青年服務。 

我們提供的服務旨在建立基礎，幫助人們渡過富有成效、獨立且成功的兒童時期、青年時期和成

人時期。 

DSB 工作坊非常適合失明或低視力的青年。我們的工作坊為青年提供以下機會： 

1. 明確他們的強項和目標。 

2. 瞭解教育和職業道路。 

3. 加強日常生活技能。 

4. 獲得帶薪和無薪工作體驗。 

5. 結識朋友，享受樂趣！ 

證據表明，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曾有過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有更大的可能性明確他們的職業目

標和獲得工作。我們的計劃提供親身實踐的體驗，為我們的青年建立堅實的基礎。 

所有 DSB 工作坊均對所有華盛頓州學生開放，無論工作坊的位置或學生的居住城市。如果您有關

於工作坊的想法，將幫助有視力障礙的學生實現其目標，請告訴我們。您的意見十分寶貴，我們

歡迎您獻計獻策！ 

DSB 工作坊在全年規劃營運。我們一直在更新我們的活動行事曆。 

請查詢我們的網站，瞭解將何時再次提供這些工作坊。因 COVID-19 疫情之故，目前暫停現場體驗

工作坊。更多虛擬工作坊將很快推出。 

青年工作坊一經推出，就會在我們的活動頁面公佈。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outh-workshops
https://dsb.wa.gov/events


 

出行和活動能力  
學生在全天工作坊中學習利用不同的交通模式，增加他們的獨立出行技能。學生將有機會乘坐多

種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比如輕軌、公車或渡輪。 

將提供機會以供討論適合殘障人士的公共交通服務。學生和家庭將有機會探索和學習通勤訣竅。 

職業探索 
失明與低視力學生及其家庭將在多種場合透過有趣的親身實踐活動，瞭解不同的工作領域。以往

的活動包括：  

• Zookeeper for a Day（一日動物園管理員）- 在此工作計劃中，您將協助維持動物生活條件

的安全與衛生、學習如何準備動物的食物，以及在 Point Defiance Zoo and Aquarium（第凡

恩斯角動物園和水族館）的幕後進行充實活動 

• 探索 STEM - 在 Mobius Science Center（莫比斯科學中心），透過親身實踐的科學活動以及

與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 (STEM) 展廳的互動來探索科學領域內的職業。 

人際交往技能  
學生將練習使用自我倡權以及成長和遊刃有餘地迎接未來所需的其他技能。家庭可以更多地瞭解

他們的孩子可以參加的畢業後計劃與機會的更多資訊。 

與同伴的互動可能有助於學習如何釐清學校與社區中複雜的社會常規。 

學生在團體環境中練習社會技能、社會行為和同伴互動，學習社會技能中的「人物、內容、時

間、地點和方式」等方面。 

獨立生活技能  
在定向與活動能力、金錢管理、自我倡權和用餐技能方面指導學生。提供許多獨立行動和與同伴

進行社會互動的機會。活動包括烹飪課，在課上監督和指導切菜、剁菜和削皮；探索測量工具，

比如杯子和匙子；以及烤箱和灶臺的探索與妥善使用。 



 

使用技術  
學生學習在課堂外使用技術，練習多種多樣的應用程式以在社區和家中使用，並且練習使用技術

和應用程式以：  

• 在環境中順利活動（Blindsquare、MoveIt 和 One Bus Away） 

• 鑑別和閱讀物體與產品（Money Reader、KNFB Reader 和 Seeing AI） 

• 安排活動和邀請參與者 

• 記錄和整理筆記與備忘錄  

無論是溫習還是完全從頭開始使用 iOS 裝置（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親身實踐訓練都是學

習基礎知識和發現有用訣竅與竅門的好方法。  

  



 

全年實習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ear-round-internships 

 

Department of Services for the Blind（DSB，盲人服務局）正在制定面向青年的新帶薪*實習計劃。

失明和有視力障礙的學生將能夠在學年期間做兼職工作。 

因 COVID-19 之故，2020-21 學年秋季學期不提供實習。我們將隨著情況變化更新計劃。 

請回來查看，以獲取更新訊息和更多資訊。  

  

*學生必須符合在美國工作的資格，才能參加帶薪實習計劃。 

 

https://dsb.wa.gov/our-services/youth-services/year-round-inter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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