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与福利 
不同级别的政府和民间组织提供的资助选择有很多。它们向有特殊需

求的儿童所在家庭开放。从发育支持需求到身体/移动性需求，都属于
它们的帮助范围。计划提供资助的一般目的在于：就因孩子残疾引起

的相关费用、服务或设备，对其家庭进行补偿或提供财政援助，并为

家庭提供减税优惠。 

注意：下面部分资助选项中，补助金额视家庭收入而定。建议您不论

收入情况如何，申请所有的资助选项。因为大部分申请都需要几个月

的时间来处理，当您的申请被正式审查时，您家庭的财务状况可能已

有变化。 

可通过加拿大政府获得的资助：  

1. 残疾人抵税额 

2. 残疾儿童福利 

3. 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 

4.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牛奶金） 

5. 加拿大托儿津贴 

可通过安省政府获得的资助：  

1. 严重残障儿童援助 

2. 家庭特殊服务计划 

3. 辅助设备计划 



4. 安省复活节封印协会 

5. 儿童免费牙齿护理服务 

6. 安省儿童福利金 

其他资助来源与慈善组织  

1. A World of Dreams基金会 

2. Children First补助金 

3. Jennifer Ashleigh慈善基金会 

4. President’s Choice儿童慈善团体 

加拿大政府资助： 

残疾人抵税额(DTC) 

资助内容是什么？  

加拿大税务局向患有残疾的个人提供残疾人抵税额。这一残疾金额是

一项用于减少应付所得税的不可退的税款抵减。金额包括了年底向未

满18岁的儿童提供的补助。 

如未满18岁的儿童有资格获得残疾金额，那么他/她也有资格获得残疾
儿童福利（一笔依据牛奶金制度向儿童提供的资助）。更多信息请参

看下方。 

什么人有资格？  

残疾人抵税额限于向患有严重且长期的心理或身体机能障碍的个人提

供。必须符合下面条件中的其中一种： 



• 即使戴上矫正镜片或接受药物治疗仍然失明的个人； 

• 开展日常生活中某一基本活动的能力明显受到限制的个人； 

• 开展日常生活中两项或两项以上基本活动的能力严重受到限制的个
人，这些严重限制产生的积累影响等同于限制开展一项日常生活

基本活动的显著限制产生的影响； 

• 个人必须花费一定长度的时间专门用于生命维持治疗，但不包括以节
食、锻炼、卫生或药物治疗为目的的植入式设备或特殊计划。 

如何申请？  

首先填写《残疾人抵税额表》T2201。您可从当地的税务局或加拿大
海关和税务总署网站获取这一表格。 

请注意，该表格的章节B应由一位医师填写。医师可在这一部分详述
申请者的残疾情况。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当地的税务局或访问加拿大海关和税务总署网站：www.cra-
arc.gc.ca您还可以拨打电话1-800-959-2221了解信息和/或获取申请
表。 

残疾儿童福利(CDB) 

资助内容是什么？  

对于养育患有严重且长期的心理或身体机能障碍的未满18岁子女的家
庭，残疾儿童福利提供每年最多$2,504（每月$208.66）的免税福
利。 

福利金额的计算基于您的基本收入。残疾儿童福利按月支付给有资格

获得牛奶金(CCTB)的个人。（关于牛奶金的详情，请参看下方） 



什么人有资格？  

有资格获得牛奶金的家庭，只有在也拥有残疾人抵税额资格的情况

下，才可获得残疾儿童福利。 

并不是所有的残疾儿童都能享受这一福利。只有患有严重且长期残疾

的儿童才可享有。参看残疾人抵税额证明信息表以了解资格标准。 

如何申请？  

首先填写《残疾人抵税额证明》T2201表。 

表格必须由一位合格的从业者（如医师、正音和语障病理学家）填写

并签字。将填写完毕且签字的表格寄送到您所属的税务中心。 

加拿大税务局(CRA)将判定您是否具有获得残疾儿童福利的资格。加拿
大税务局全年都会处理表格，所以您不用等到递交报税单时才提交您

的申请表。 

如果您还没有申请牛奶金，您还必须申请该福利金。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当地的税务局或访问加拿大海关和税务总署网站：www.cra-
arc.gc.ca您还可以拨打电话1-800-959-2221了解信息和/或获取申请
表。 

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RDSP) 

资助内容是什么？  

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是一项长期的储蓄计划，用于帮助患有残疾的

加拿大人和其家庭为将来建立保障。计划的“受益人”是将来将获得

这笔收益的个人。为帮您储蓄，政府根据已缴金额以及您家庭的收入



情况，提供最高金额达$3,500的等额补助。对于参与注册残障人士储
蓄计划的中低收入加拿大人，政府还向他们支付每年最多$1,000的储
蓄债券。 

什么人有资格？  

如果您患有长期残疾，并且符合以下条件，那么您可以考虑开设一个

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RDSP)账户： 

• 未满60岁， 

• 拥有社会保险号码(SIN)的加拿大居民， 

• 拥有残疾人抵税额资格（残疾金额），并且 

• 想参与一项长期储蓄计划。 

如何申请？  

通过提供注册残障人士储蓄计划(RDSP)、储蓄补助金和储蓄债券的金
融机构（银行）申请。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当地的税务局或访问加拿大海关和税务总署网站：www.cra-
arc.gc.ca 

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牛奶金）(CCTB) 

资助内容是什么？  

牛奶金(CCTB)是一项每月支付的免税福利，发放给有资格的家庭以帮
助其养育未满18岁的儿童。 

牛奶金可能包含残疾儿童福利(CDB)，后者是向养育患有严重且长期心
理或身体障碍的子女的符合资格家庭提供财务援助的一项按月支付福

利。 



牛奶金可能还包含国家儿童福利补助(NCBS)，这是一项每月发放给有
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国家儿童福利补助是加拿大政府对国家儿

童福利的贡献，是一项联邦、省级与特区政府以及第一民族的联合倡

议。 

什么人有资格？  

您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才可获得牛奶金： 

• 您必须与孩子同住，且孩子未满18岁； 

• 您必须是照顾和养育孩子的首要负责人； 

• 您必须是加拿大居民； 

• 您或您的配偶（或事实婚姻伴侣），必须有一人是加拿大公民、永久
居民、受保护人士或在最近18个月内居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 

如何申请？  

一般来说，在以下情况发生后您应立即申请牛奶金： 

• 孩子出生后； 

• 孩子开始和您一起生活后； 

• 您成为加拿大居民后。 

即使您感觉自己家庭净收入有所上升，可能不再有资格享受CCTB，请
您还是申请。税务服务机关会在每年的7月计算您家庭前一年的净收
入，以此判断您的权益。 

请填写表格RC66《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申请》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当地的税务局或访问加拿大海关和税务总署网站：www.cra-
arc.gc.ca 



您还可以拨打电话1-800-959-2221了解信息和/或获取申请表。 

加拿大托儿津贴(UCCB) 

资助内容是什么？  

加拿大托儿津贴通过为家庭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他们为子女选择托儿

服务，达到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目的。福利金额为每个6岁以下
的儿童每个月$100（每个儿童每年最多$1,200），由其父母领取。福
利直接支付给孩子的父母，以便他们选择最适合孩子和家庭需求的托

儿服务。 

加拿大托儿津贴是现有联邦计划（比如牛奶金、国家儿童福利补助、

托儿费用减免）以外的额外福利。这一津贴不影响家庭从上述联邦计

划获得的福利。 

但有一条特例：部分家庭以前收到过的牛奶金补助（一笔每月支

付的小额金额）现已被合并至新的加拿大托儿津贴。  

什么人有资格？  

家有未满6岁儿童的所有加拿大家庭都可以申请，不论其收入状况或选
择的托儿种类。这一福利应由夫妻双方收入较低的一方纳税。 

如何申请？  

申请牛奶金(CCTB)时，加拿大托儿津贴的申请会自动完成。如果您正
享受牛奶金福利，则无需再申请加拿大托儿津贴。如果您目前没有接

受牛奶金，则可提交填写完整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申请》来申请。 

该申请表可从加拿大税务局网站www.cra-arc.gc.ca获取。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更多关于获得加拿大托儿津贴的指导，请登录加拿大税务局网站

www.cra.gc.ca/uccb，亦可拨打免费电话1-800-387-1193，或聋人电
信1-800-665-0354。 

安省政府资助： 

安省儿童福利金  

安省儿童福利金是一项每月支付给家有未满18岁儿童的中低收入家庭
的福利金，该福利金为非课税收入验证福利。不论受益人是否参加工

作，该福利金都会发放给所有符合资格的受益人。 

什么人有资格？  

根据您的家庭收入，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即有资格申请： 

• 您是未满18岁儿童的首要照顾者 

• 您是安省居民 

• 您已经申报2010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 如果您已婚或者有事实婚姻
关系，您的配偶或事实婚姻伴侣也已申报 

• 您已为孩子登记了联邦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牛奶金） 

如何申请？  

如果您符合资格，安省儿童福利金将被包括在您的牛奶金以及国家儿

童福利补助的月度付款内。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如需关于您的付款的特别信息，请拨打加拿大税务局免费电话1-800-
387-1193 



严重残障儿童援助(ACSD) 

资助内容是什么？  

对于照料残疾儿童而产生的一些额外开销，严重残障儿童援助对儿童

家长予以帮助。必须满足一定财务和医学条件才有资格享受这一计

划。 

计划提供的财政援助为每月$25至$430不等，这一金额取决于家庭的
全年总收入以及家庭内其他儿童的人数。符合条件的儿童还有资格获

得一张牙科卡（基本牙齿保险）和用于处方药物的药物卡。 

此外，该项目还针对由孩子的病情产生的特殊费用（比如，去看医生

和去医院的路费、特制的鞋子和衣服、父母救济、轮椅修理、助听器

电池、基本牙科护理的财政援助、药物、眼镜和助听器），对孩子家

长予以帮助。 

什么人有资格？  

孩子必须未满18岁，并且与一位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居住在一起。家庭
收入将会被评估以判断其资格。儿童所患的必须是导致功能丧失的严

重残障。必须提供因孩子残疾直接产生的特殊费用的清单。 

如何申请？  

从距您最近的儿童及青少年厅(MCYS)地区机关获取申请表。 

特别协定干事(SAO)将会审阅您的申请表，如果需要更多信息会与您取
得联系。家庭初次申请福利金时，特别协定干事会登门拜访，与孩子

和家人会面并且审查申请表上所填的信息。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您当地的儿童及青少年厅地区机关。当地机关的信息列于电话簿



的蓝页上。您还可以登录儿童及青少年厅网站www.children.gov.on.ca 

家庭特殊服务(SSAH) 

资助内容是什么？  

家庭特殊服务(SSAH)计划通过提供有时间期限的资助满足个人需求，
对有发育或身体残疾的儿童和有发育残疾的成人提供帮助，使他们能

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居住。有了这笔资助，家庭就可以支付一些他们自

己通常无法提供而且所在社区也不提供的支持与服务。 

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各不相同。您需描述您的家庭需求，建立您自己的

目标，并且说明您需要的援助类型。 

什么人有资格？  

有发育残疾的成人与儿童，或有身体残疾的儿童（或其家庭），如果

满足以下条件即可申请补助金： 

• 居住在安省 

• 需要其家庭无法提供的支持 

• 与家人同住，或者 

• 不与家人同住，并且没有接受由部门资助的其他住宅服务援助。 

如何申请？  

每年每人都需要提交一份申请表。但您无需每年都填写完整版的申请

表。如果您属于以下情况，则您需要填写完整版的家庭特殊服务申请

表： 

• 这是您初次申请 

• 自上次申请后，您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 您此次申请的金额与上次申请的不同，或者 



• 您上次申请已经是三年前。 

如果您的资助申请获得批准，在之后的两年您可以使用简化版申请

表。 

请从网站www.mcss.gov.on.ca下载家庭特殊服务申请表 

提交申请时您必须提供一份医疗声明或心理评估，声明或评估上清楚

地确认对您孩子残疾状况的诊断。这些文件必须说明残疾的性质并且

支持您请求的服务。 

您可以将这一文件附在申请表上，也可以由提供医疗声明或评估的专

业人士直接寄至儿童及青少年厅。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联系安省社区及社会服务厅距您最近的地区机关。 

辅助设备计划(ADP) 

资助内容是什么？  

辅助设备计划由安省卫生及长期护理部的运营支持部门管理。该计划

的目标在于：在财务上帮助患有长期身体残疾的安省居民获得适合个

人需要并且独立生活必备的基本、价格优惠、个性化的辅助器具。计

划所负担的设备旨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强的独立性和控制力。这些

设备能让使用者避免昂贵的机构环境，留在社区生活环境。 

辅助设备计划负担部分治疗设备75%的费用，最高可达预定的最大额。
其余25%的费用由家庭自己承担。此外，一些其他资源也能帮助提供
援助。（比如严重残障儿童援助、Ontario Works、复活节封印协
会）。 

如果家庭需要帮助以支付其余25%的费用，或辅助设备计划不负担某



一设备，那么这一家庭可能还可从一些其他资源处获得援助（比如严

重残障儿童援助、Ontario Works、复活节封印协会）。 

什么人有资格？  

拥有有效安省健康卡，患有六个月或以上身体残疾的所有安省居民都

具有资格。不可请求专门用于体育、工作或上学的设备。 

初步诊断患有学习或心理残疾的居民不在ADP范围内，他们属于
Workers’ Compensation的补助范围。计划制定了明确的资格条件，
适用于每一设备种类。通常最开始对计划的使用是通过一位提供诊断

的医疗专家或全科医师。 

如何申请？  

通过临床药剂师（您辅助设备计划登记的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

转诊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更多信息请登录安省卫生部网站www.health.gov.on.ca 

安省复活节封印协会  

资助内容是什么？  

为辅助设备计划、家庭资源和个人保险不负担的费用提供设备资助。 

为年龄介于3至18岁，患有不可逆转的失禁或闭尿问题的特殊儿童和青
少年提供失禁性资助（例如供应尿布、尿液管或灌肠剂）。 

申请表由其医师填写 

提供每年/每人最多$3,000用于设备、膳食和住宿的资助。家长负责支



付头$50，取决于家庭的财务状况 

什么人有资格？  

年龄介于3至18岁、拥有有效的安省健康卡、在家或集体家庭居住的安
省居民具有资格。该儿童或青少年必须是患有慢性残疾的人士，这种

残疾将导致不可逆转的失禁或闭尿问题。每2年进行一次资格检查。 

如何申请？  

您可联系复活节封印协会获取申请表。 

您孩子的医师（需有安省行医资格）必须证明您的孩子患有需要持续

使用失禁性用品的慢性残疾，并且符合年龄要求。申请表必须通过电

子邮件提交。不接受传真或影印本形式的申请表。 

申请家庭可申请并有资格获得以下两种补助金中的一种： 

• A级：年龄为3至5岁，使用尿布、和/或尿液管、和/或可重复使用防
护服的儿童；年龄为6至18岁，使用间歇性尿液管、留置尿液
管、和/或可重复使用防护服和内衬的儿童/青少年；每年资助金
为$400。 

• B级：年龄为6至18岁，使用尿布的儿童和青少年；或使用男用外接
式尿液管的人士；每年资助金为$900。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请联系位于多伦多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失禁性用品补助计划，电话号

码：416-421-8377，分机号：314，或拨打免费电话：1-888-377-
5437（1-888-ESS-KIDS） 

复活节封印协会 – 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失禁性用品补助计划。地址：
1185 Eglinton Avenue East, Suite 706Toronto, Ontario M3C 3C6 



儿童免费牙齿护理服务(CINOT) 

资助内容是什么？  

儿童免费牙齿护理服务是一项由安省以及儿童所居住的市区共同承担

费用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引进是为了向出现需紧急护理的牙齿状况的

儿童提供公共卫生“安全网”。该项目向符合资格的儿童提供基本的

牙齿护理。有时，并不是牙医推荐的所有服务都在CINOT的负担范围
内（比如用于矫正牙齿的牙套）。因此，在为孩子进行治疗之前，家

长应与牙医沟通，弄清是否有不在负担范围内的服务。所有的牙医都

会收到一份CINOT牙医服务与收费一览表，所以他们会知道哪些属于
负担项目。如果牙医需要相关说明，可以打电话给当地的公共卫生

部。 

什么人有资格？  

1. 年龄  – 17岁或以下儿童 

2. 牙齿状况  – 被诊断出其牙齿出现需紧急或基本护理的状况的儿
童。 

3. 使用权  – 无法使用牙齿保险或其他政府计划（例如联邦难民计
划、Ontario Works、安省残疾支持计划或其他计划）的儿童；
在书面声明上签字的儿童家长，声明指出：必要的牙医治疗可导

致其家庭财政困难。请注意，家长可能需要提供财政困难的相关

证明。 

4. 安省居住– 儿童必须为安省居民并且拥有有效的安省健康卡号
码。 

如何申请？  

联系您当地的公共卫生办公室，安排审查约见以判断孩子是否符合资

格，您也可以通过联系他们了解更多信息。在接受牙齿护理之前，该

儿童必须先被判定为有资格享受CINOT，并且相关的表格经由相关人



士签字。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去看牙医之前，家长必须先联系当地的公共卫生办公室。 

其他资助来源与慈善组织 

A World of Dreams基金会  

资助内容是什么？  

World of Dreams基金会帮助18岁以下患有绝症、危险状况或慢性状况
（包括孤独症）的儿童，资助其梦想。 

如何申请？  

如需请求资助，家长/法定监护人必须联系该基金会。必须由医生确认
其诊断。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请登录World of Dreams网站www.awdreams.com 

Children First补助金  

资助内容是什么？  

Children First提供学费援助补助金，使无法负担私立小学费用的家长
能够支付学费。Children First补助金值学费的50%，每年最高
$4,000。 



什么人有资格？  

就读幼儿园小班至8年级的儿童都可以申请。申请者必须居住在安省。
请注意，这一援助补助金的金额视家庭收入而定。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请登录Children First网站www.childrenfirstgrants.ca 

Jennifer Ashleigh慈善基金会  

资助内容是什么？  

Jennifer Ashleigh儿童慈善基金会可在以下方面提供财政援助： 

• 缓解 

• 财务紧急救助 

• 特殊改造的电脑设备和软件 

• 教育性计划、教材和教导 

• 增加儿童对社会参与性的娱乐项目 

什么人有资格？  

Jennifer Ashleigh儿童慈善基金会帮助那些患有重病、患有终生残疾、
年龄在21岁或以下、永久居留地为安省的儿童。 

如何申请？  

请拨打慈善基金会办事处电话(905) 852-1799并索取援助请求表。表
格可由儿童的家长、医师、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老师或社区联络员

来填写。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请登录网站www.jenniferashleigh.org 

President’s Choice儿童慈善团体  

资助内容是什么？  

President’s Choice帮助有身体或发育困难的儿童，为他们的移动设
备、环境改造和理疗等等方面的开销提供直接的财政援助。其目标在

于扫除部分导致日常生活极其困难的障碍，也使得儿童或其家庭能够

更轻松地应对残疾。 

什么人有资格？  

患有身体或发育残疾的18岁以下儿童。请注意，财政援助的金额视家
庭收入而定。 

如何申请？  

从网络下载申请表：
http://t4gimages.com/lcl/article_images/PCCC_Application_EN.pdf 

您必须提供一份由一位持证医师出具的您孩子残疾情况的诊断书副

本。 

申请程序还要求：对于您寻求资助的物品，您必须提供该物品的卖方/
供应商向您提出的两个报价（如有的话）。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我应联系谁？  

请登录President’s Choice网站www.presidentschoice.ca 

资助申请协助  

www.respiteservices.com 



您可以寻求申请协助员的帮助，他们代表多伦多的家庭，帮忙找寻缓

解状况的方案。通过短期协调来克服获得缓解服务的困难。这种短期

协调包括协助家庭填写资助表，代表家庭与机构取得联系，协助家庭

与工作人员联系。 

如想联系申请协助员，请拨打电话416-322-6317，您也可以填写网站
上的家庭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