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指南 
2022 年 9 月修订版 

 

以下指南是用于在圣贝纳迪诺县 (San Bernardino County) 寻找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

碍服务的一项资源。 

 

这些服务旨在支持患有严重持续性精神疾病的、没有保险或参加 Medi-Cal 的

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以及患有物质使用障碍的青少年、成年人

和老年人。 

 

本指南是圣贝纳迪诺县行为健康部 (Dept. of Behavioral Health, DBH) 和 DBH 

合同制提供者服务的摘要，并不包括所有服务和/或提供者。DBH 的提供者

目录，包括受雇于 DBH 或与 DBH 签约以提供 Medi-Cal 服务的每个持照、获

得豁免或注册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和持照的物质使用障碍服务提供者，可

以通过此网址进行查看  http://wp.sbcounty.gov/dbh/about-dbh/directory- of-

providers/。 

 

 

 

 

 

 

 
 

www.sbcounty.gov/dbh 

http://wp.sbcounty.gov/dbh/about-dbh/directory-of-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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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部门 
圣贝纳迪诺县行为健康部 (DBH) 为本县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具有物质滥用问题的居民提

供精神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服务。 

 

DBH 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居民提供符合文化和语言需求的精神健康/物质使用障碍治疗，

主要强调治疗可能患有严重情绪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有严重持续性精神疾病的成年

人，以及患有物质使用障碍的个人。DBH 还针对精神健康和物质滥用提供一系列预防和

早期干预服务。 

 

DBH 的各项计划致力于成为一个公认的先进系统，通过提供无缝、可获取和有效的服

务，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康复和复原力。 

 

 

VERONICA KELLEY，社会工作博士 (DSW)、持照临床社会工作者 (LCSW) 

主任 
 

MICHAEL KNIGHT，公共管理硕士 (MPA) 

副主任 

 

 

 

 

 

 

 

前言
本指南自 年 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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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按标题、计划名称和街道编号 地区的字母顺序列出。

如需查询列出的所有电话号码， 用户请拨打 。

如需获取本指南的大字体版本、其他语言版本，或获取最新 更新的信息，请致电

。

本指南包含位于以下圣贝纳迪诺县城市的服务提供者：

西谷市

在圣贝纳迪诺县以外有服务提供者的城市包括河滨县 、塔扎纳 、棕榈

泉 和兰卡斯特 。

请注意，本指南是 提供者和 合同制提供者服务的摘要，并不包括所有服务和 或

提供者。 的提供者目录，包括受雇于 或与 签约以提供 服务的每个

持照、获得豁免或注册的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和持照的物质使用障碍服务提供者，可以通

过该网址进行查看

 

 

如需获得全天 小时的行为健康服务和信息，请拨打热线 致电 访

诊和转诊部。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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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获取为您自己或您所爱的人导览 服务的基本信息，请拨打 联系

消费者和家庭事务办公室。

 

危机和紧急护理服务
您可以打电话或前往诊所寻求服务。无需预约。

社区危机应对小组 ——为精神科急诊儿童和成人提供基于社区的流动危机应对计
划。 这些小组可在每天早上 点至晚上 点作出响应。

危机免约门诊中心 ——为所有年龄段的个人提供紧急心理健康服务的中心。自愿
性服务，必要时可能包括干预、风险评估、药物治疗和住院评估。全年 天（包括节假
日），每天 小时营业。

危机稳定部门 ——为所有年龄段的个人提供紧急心理健康服务的中心。自愿性服
务，必要时可能包括危机干预、风险评估、药物治疗和住院评估。全年 天（包括节假
日），每天 小时营业。

门诊服务
服务可能包括危机干预、评估、转诊、个人 团体治疗、药物治疗支持和病例管理。门诊
诊所为儿童、青年、成人和老年人服务，除非另有说明，营业时间均为周一至周五早上
点至下午 点。 您可以致电或前往诊所进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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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定人群的服务——以下提供者针对特定人群的需求提供服务。服务包括危机咨
询、个人 团体 家庭治疗、药物治疗管理和康复服务。您可以致电或前往诊所进行预约。



 
 

第  页，共  页
 
 

其他服务和支持
针对儿童、过渡年龄青年和家庭的服务

学前预防和早期干预 计划——针对学龄前儿童、家庭和教师的计划，旨在强化幼儿
的积极行为。

——针对孕妇及其子女的支持服务。

学生援助计划 ——针对学生和家庭的基于学校的计划。服务包括针对药物滥用、心
理健康、学术、情绪和社交问题进行的培训。

过渡年龄青年 中心——为 岁未获得服务、缺少服务和未获得适当服务的年轻
人提供预防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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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儿童服务

针对没有从传统心理健康服务中受益的患有严重情绪障碍的儿童的服务。服务范围从危机
干预到生活技能和教育服务。您可以致电提供者或与其面谈以了解更多信息。

早期识别和干预服务 ——适用于 岁以下未表现出适龄的互动和依恋行为的儿童。

学龄儿童治疗服务 ——适用于患有心理健康障碍的儿童和青年，这些障碍会干扰
他们在家中、学校或社区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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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评估、转诊和治疗 ——针对新生儿到六岁儿童提供的服务，这些儿童可能
会受到虐待、忽视和 或酒精或其他药物的影响，从而会产生社交、认知和 或行为方面的
问题。

成功第一 早期总结——为 至 岁患有严重情绪障碍、未获得服务和缺少服务的儿童提
供的服务。

治疗行为服务 ——为 至 岁的儿童提供强化的一对一服务。 提供门诊服务，
以支持短期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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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
为患有行为健康问题的个人提供同伴支持中心。服务包括支持小组、社交活动、郊游和其
他健康服务。您可以致电或直接前往了解更多服务信息。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 点
至下午 点。

预防和早期干预 计划
帮助预防精神疾病变得严重和致残的服务。 计划提供短期咨询和转诊。您可以致电或
直接前往了解更多服务信息。

社区完整性和丰富性 ——为表现出早期精神疾病迹象的个人提供支持 为家庭
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区支持并消除心理健康的污名。为儿童、成人和家庭服务。

家庭资源中心——为儿童、青年和家庭提供服务。服务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社区
咨询、成人技能教育计划和育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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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孕妇及其子女的支持服务。

军人服务和家庭支持计划 ——专门针对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及其家人需求提供的
居家和现场服务。

美洲原住民资源中心——提供帮助满足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个人和家庭需求
的服务和资源。

老年人社区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的居家和现场流动健康服务。服务包括身体和行为健
康筛查、预防活动和安全教育。

学前预防和早期干预 计划——针对学龄前儿童、家庭和教师的计划，旨在强化幼儿
的积极行为。

社区卫生工作者——旨在支持圣贝纳迪诺县文化多样性社区的推广
计划。预防服务包括心理健康意识、教育、预防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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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儿童的复原力提升 ——为非裔美国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预防和早期干
预服务。服务融合了非裔美国人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
青年梦想家青年与领导力学院

学生援助计划 ——针对学生和家庭的基于学校的计划。服务包括针对药物滥用、心
理健康、学术、情绪和社交问题进行的培训。

住院治疗
特别鼓励社区成员致电以下地址，以获取有关如何获得住院治疗服务和床位可用情况的更
多信息。

危急住院治疗 中心——为 岁正在遭遇急性精神病发作或危急情况的个人服务
的住院精神健康治疗中心，共 个床位。 自愿性服务，可持续 天。全年 天（包括
节假日），每天 小时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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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渡年龄青年服务）——为 至 岁青年提供的自愿性短期危急情况住院
中心，共 个床位。全年 天（包括节假日），每天 小时营业。

住院治疗计划——在类似家庭的环境中提供 服务，同时提供治疗服务。治疗服
务包括团体咨询、个人咨询及酒精和药物教育。

其他专业计划
就业计划——就业准备、在职培训以及转诊给康复部顾问。

基于康复的介入支持团队 ——为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庭提供现场服
务。服务包括外展、介入、病例管理、家庭教育、支持和治疗。

无家可归者服务——如果您正深陷无家可归的困境，请使用任意电话拨打 ，即可与
真人联系，他可以为您提供住房援助信息和其他支持性资源。 全天 小时在线，可提供
英语和西班牙语服务。您也可以访问 。

物质使用障碍
康复服务
住院治疗提供者

../GlobalReady%20Training/Downloads/quot;http:/www.211sb.org&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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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计划提供与酒精和药物相关的个人和团体咨询、个性化治疗计划和病例管理，以
防止复发，为康复提供支持。所有地址都为成人提供服务，部分还为 至 岁的青年服
务。请致电提供者或与其面谈以了解更多信息。您也可以致电 获取有关任
何物质使用障碍服务的更多信息。

康复服务 康复中心
基于社区的中心，通过提供自助团体、资源和教育来为康复提供支持。您可以致电或直接
前往寻求服务。

内陆山谷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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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品治疗计划
适用于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的药物辅助治疗，提供医学评估和咨询服务。

围产期治疗计划
针对孕妇 育儿妇女及其子女的强化门诊服务。

教育和培训
提供各种教育和培训机会，以加深对行为健康问题和服务的更好理解。请致电了解更

多信息。

心理健康急救——教您如何识别、理解和应对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课程。

应用自杀干预技能培训 ——为护理人员举办的研讨会，使他们在帮助预防即刻自

杀风险时感到更舒适、更自信和更有胜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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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干预培训 ——针对第一急救人员和社区合作伙伴的行为健康教育和培训，帮助
他们了解如何适当应对遇到行为健康危机的个人、沟通和降级技巧以及社区资源和转诊。

环境预防提供者——主办和 或推进各种社区演示、特别活动和俱乐部的合作机构，旨在
教育社区成员了解药物使用的风险，并预防或减少物质使用。
公共卫生部 周五晚间直播

仅限转诊的计划
参与者必须由服务提供者、机构和 或健康或社会服务专业人员转诊至以下计划。

法医服务
为涉及刑事司法系统的有心理健康问题和 或有物质使用需求的个人提供综合治疗服务。
转诊必须来自法医服务计划和 或心理健康法庭。

选择健康的方案来灌输变革理念和赋权 ——为缓刑期间的个人提供心理健康和
物质使用障碍服务。合署办公室设在缓刑日报告中心 和再入狱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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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康复服务分流机会 ——一项预审分流和基于能力的计划，为根据 和
分类的个人提供行为健康治理服务。转诊必须来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

重新融入支持性介入服务 ——为最近从县监狱释放的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成人提
供支持服务。 将成人与心理健康、物质使用障碍、住房和其他服务关联起来。

释放后的社区监督治疗 ——为患有严重和持续性精神疾病的成人提供法庭转诊的
门诊计划。 帮助频繁接触刑事司法系统的成人解决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障碍的需
求。

法医鉴定社区治疗 社区 ——使用断言社区治疗模型进行设计，以改善严重
和持续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 为与刑事司法系统有广泛频繁接触或有监禁
史的成人提供环绕式服务。

儿童护理系统
针对没有从传统心理健康服务中受益的患有严重情绪障碍的儿童的服务。服务范围从危机
干预到生活技能和教育服务。转诊必须来自县心理健康计划和 或安置机构。

集中式儿童强化病例管理服务 ——协调和监控专业项目，包括治疗行为服务、
成功第一、集体之家和环绕式服务。

少年法庭行为健康服务 健康之家——适用于 至 岁的法庭家属。该计划侧重
于心理健康需求的早期发现、评估和治疗，包括精神药物转诊审查。

家长伙伴计划——促进家庭、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及学校工作人
员之间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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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式服务——该服务旨在帮助儿童 青年留在家中，而不是搬到集体家庭环境
中。与圣贝纳迪诺县儿童和家庭服务及缓刑部合作提供。
路德会社会服务

少年司法
为涉及少年司法系统的未成年人提供服务。转诊必须来自圣贝纳迪诺县缓刑部门。

青少年个体化治疗法庭 ——针对少年司法系统中的青少年提供的门诊治疗和精神病
护理。

法医青少年服务小组 ——为被关押在圣贝纳迪诺县青少年拘留和评估中心
或安置在缓刑治疗中心的青年提供服务。

综合性新家庭机会 ——为从圣贝纳迪诺县青少年拘留和评估中心 释放的青年
提供服务。服务包括家庭和团体治疗、监督、病例管理和同伴咨询。

少年司法社区重返社会 ——为关押在圣贝纳迪诺县青少年拘留和评估中心 的
青年提供服务。服务包括个案规划、家访、资源转诊及学术和职业支持。

物质使用障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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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法庭计划——针对成人或青少年的受监控物质使用障碍治疗计划。转诊必须来自高
等法院。

成人药物法庭计划

酒后驾车 计划——为成人提供教育、个人和互动团体咨询和转诊资源。转诊必须来
自高等法院。

延迟判决登记 服务——提供对成瘾过程的理解，以鼓励成人戒断，从而康复。转诊
必须来自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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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瘾管理（戒断）计划——在住院治疗或医院环境中提供受监测的戒断服务。

其他仅限转诊的服务和支持
成人持续护理计划 ——以前称为“成人住院服务 ”计划，此计划为有心理健
康状况的成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在从长期封闭的住院中心过渡后， 提供结构化的
护理水平。转诊必须来自健康服务提供者。

——提供支持性服务，旨在改善个人的情绪健康，提高就业技能。转诊必须来
自圣贝纳迪诺县过渡援助部门 。

反性剥削联盟 ——针对受到性剥削的儿童和青年（或有遭遇性剥削风险的人群）
的服务。服务包括心理健康评估、危机干预、病例管理、入学协助、接送和安置。转诊必
须来自县级机构。
圣贝纳迪诺县儿童网络

社区重返社会服务 ——为患有精神疾病的成人提供强化病例管理。 帮助个人在
接受长期住院精神治疗服务后过渡回他们的社区。转诊必须来自精神病院或县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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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权调查计划——为患有精神障碍的重度残障儿童和成人提供评估服务。 由治疗医院
的精神科医生完成评估，以确定个人是否满足监护安置的标准。 转诊必须来自个人住院
期间的医生。

紧急避难所服务——为有行为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紧急安置。

无家可归者外展和支持团队 ——为无家可归的个人及其家庭提供基于社区的现场
外展和介入服务。

创新的远程现场援助交付 ——为无家可归和生活在乡村和偏僻地区的个人提

供服务。

长期住院护理——为被安置在持照且长期封闭的设施中心或从这些中心（包括精神疾病
研究院和州立医院）出院的个人提供服务。该计划提供适当护理级别的病例管理和过渡服
务。转诊必须来自医院。

稳定后安置 ——离开危急住院治疗 的个人的出院计划。转诊必须来自危急住
院治疗 。

支持性服务——为居住在永久支持性住房项目中的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合作伙伴支

持。

分诊、介入和支持团队 ——为社区中遭遇心理健康危机的个人提供危机干预服
务。 工作人员与执法机构协作，一起接听心理健康电话，提供危机干预和后续的病
例管理及转诊。

 

治疗联盟计划 ——一项针对成人的为期 天的住院治疗计划。 为受精神疾病和
药物滥用困扰的个人提供服务。 转诊必须来自医院或其他社区服务中心。

分诊过渡服务 ——旨在帮助减少住院的服务。服务包括筛查和评估、危机服务、接
送和转诊至门诊计划。转诊必须来自“箭头区域医疗中心行为健康分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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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室和支持计划
以下计划为部门的行政职能提供管理和 或支持，不提供直接的客户服务。除非另有说
明，否则所有的地址均为 。

计费——向 诊所的患者和第三方付款人来源收取费用。。

拨打 并要求计费。

儿童青年和协作服务 ——协调和检测儿童护理系统。

儿童与青年联结—— 、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与圣贝纳迪诺县儿童网络之间的协作计划，
以支持和为寄养青年、涉及少年司法的儿童和过渡年龄青年提供预防服务。

合规性——监控对州 联邦法规的遵守情况，监控许可证和证书，并制定部门范围内的标
准、政策和程序。

合同——进行采购、准备合同和董事会议程项目，并提供相关的行政支持服务。

主任办公室

设施及物业管理

财政服务——管理并监控 的预算、州和联邦成本报告、应付账款、合同管理、计
费、采购、财政审计和工资单。

人力资源——帮助解决人事问题并解读与人事相关的规则、法规和政策，例如谅解备忘
录、人事规则、标准实践手册和劳动法。

信息技术

内部审计——进行财政审计并监督供应商，以确保索赔符合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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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式护理协调——为管理式护理计划提供联系服务，将符合条件的成员转诊给心理健
康服务。

医疗记录——维护、保护和加快医疗记录 健康信息的发布。
医疗服务——监督精神科、物质使用和护理服务的提供情况。

心理健康服务法 管理——监督 资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公平与包容办公室——为 员工和服务提供者培养和提升文化能力。

患者权利——通过支持、宣传和投诉调查保护正在接受精神科服务的个人的权利。

工资单

公共关系和外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沟通和公共关系战略，并协调社区外展和教育。

质量管理——为遵守联邦、州和县法规提供支持，为合同机构执行 认证 重新认
证，并完成使用情况审查活动。

收据——接收付款并处理日常银行存款。

研究和评估——收集、分析并提供用于衡量结果和提高计划和服务有效性的信息。

物质使用障碍和康复服务——对物质使用障碍计划、提供者和服务进行协调和监控。

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通过制定支持我们的员工和我们所服务的社区的战略和教育计划

来满足县的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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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联邦和州民权法。 不会因为性别、种族、肤色、宗教、血统、国籍、族群

认同、年龄、心理残疾、生理残疾、医疗状况、基因信息、婚姻状况、社会性别、性别认

同、性取向或英语水平有限 而非法歧视、排斥或区别对待他人。 为残疾人士提

供免费的援助和服务，以帮助他们与 进行有效的沟通，如：

o 合格的手语翻译；

o 其他格式的书面信息（大字印刷、音频、可访问的电子格式及其他格式）；

o 向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士提供免费的语言服务，如：合格的传译员和用其他语

言书写的信息。

如果您需要这些服务，请致电 联系 。 

如何申诉

如果您认为 未能提供这些服务，或者您因性别、种族、肤色、宗教、血统、国籍、

族群认同、年龄、心理残疾、生理残疾、医疗状况、基因信息、婚姻状况、社会性别、性

别认同、性取向或英语水平有限 而受到其他方式的歧视，您可以向该部门的

民权协调员提出申诉。您可以通过电话、书面形式、亲身前往或电子方式提出申

诉：

如果该部门无法成功解决申诉，投诉人可以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人权办公室提出民权

诉讼。您可以通过 以电子方式提出诉讼，或可

以通过邮件或电话提出诉讼：

 
 

 

mailto:ACA1557@dbh.sbcount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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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协助标语 

 

英语 

注意：如果您说另一种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语言协助服务。拨打 1 (888) 743-1478  

(TTY: 711)。 

 

注意：可应要求免费提供辅助工具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大

字印刷文档和其他格式。 

拨打 1 (888) 743-1478 (TTY: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