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unakin 訴 Lashway 和解協議與公平聽證會通知書，第 2:14-cv-00567-JLR 號，關

於為患智力障礙與相關病症的私人護理設施居住者提供服務之案件。 

 

Dunakin. 訴 Patricia Lashway 和 Dorothy Teeter 一案（編號 2:14-cv-00567-JLR），關

於在華盛頓州為患智力障礙與相關病症 (ID/RC) 的私人護理設施居住者提供入院

前篩查和居住者審查 (PASRR) 之篩查、評估和各項服務。 

 

PASRR 是一組特別的要求，目的是確保如果 ID/RC 患者可以在社區內的其他地方，

在獲得支援的情況下安全生活，則不會違背患者的意願迫使患者入住護理設施。 

PASRR 也是要確保居住在護理設施的 ID/RC 患者會獲得必要的「專門服務」，以學

習技能並提高獨立性。 PASRR 包括「I 級篩查」，可以確定入住護理設施的、可能

患有 ID/RC 的居住者。 PASRR 也包括「II 級評估」，決定哪些服務和環境是合適

的。 

 

各方已在本案中達成協議，要提高 PASRR I 級篩查和 II 級評估，並確保居住者

可以在正確的環境中得到推薦的服務。 各方已向法院提交了此份協議，法院已

初步批准了該協議。 在協議最終生效前，您有機會以本人審閱該協議，並向法

院表達您的想法。 法院將舉行公平聽證會。 在聽證會中，法院將考慮對本協議

有興趣之人提出的意見。 然後法院會最終裁定協議是否公平、合理以及內容充

分。 

 

關於訴訟案的背景 

 

Dunakin 訴訟案是一項集體訴訟。 在集體訴訟中，一人要代表有相同法律問題

的許多人（被稱為「訴訟集體」）。 本案件在 2014 年提起，由一人（被稱為

「集體代表」）訴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DSHS) 的部長和 Washington State Health Care Authority (HCA) 的主任。 此人為一

家私人經營護理設施的居住者，患有與智力障礙相關的病症。 

 

在 2015 年，法院裁定案件的最終判決結果適用於此人以及符合以下條件之人： 

 

(a) 是或將是在華盛頓州由 Medicaid 認證的、私人經營的護理設施的居住者；以

及 

 

(b) 是患有智力障礙或相關病症的 Medicaid 接受者，也因此根據 42 U.S.C. § 

1396r(e)(7) 和 42 C.F.R. § 483.122 及以後條款有資格接受篩查和評估。 



 
來自 Disability Rights Washington (DRW) 和律師事務所 Sirianni Youtz Spoonemore 

Hamburger 的律師代表訴訟集體。 

 

《和解協議》摘要 

 

PASRR 服務 

 
《和解協議》列出了提高 PASRR 篩查、評估和服務的七項目標。 協議的目標包

括： 

 

1. 及時且充分的 PASRR I 級篩查 

2. 及時、充分且合適的 PASRR II 級評估 

3. PASRR II 級評估後會議和監控 

4. 為可以並願意居住在社區環境中的訴訟集體成員提供知情選擇權和過渡計劃 

5. 為可以但不願意居住在社區環境中的訴訟集體成員提供知情選擇權和過渡計

劃 

6. 為不能居住在社區環境中的訴訟集體成員提供知情選擇權和過渡計劃 

7. 確保充分的社區支援能力 

 

針對每項目標，協議都包括了政策結果、訓練結果和衡量指標。 

 

政策結果描述 DSHS 實現每項目標所採用的程序。 政策結果包含以下關鍵要素： 

 

• 檢查護理設施內的 I 級篩查，確保這些篩查正確地發現需要進一步評估的 

ID/RC 患者 

• 確保 II 級評估清楚指出此人是否需要專業服務，如需要，則說明建議的完整

專業服務範圍 

• 建立 II 級評估後計劃和監控過程，追蹤 II 級評估建議的實施 

• 指定個案經理或評估者，為希望且能夠出院的訴訟集體成員制定並實施過渡

計劃 

• 為居住者及其家人提供家庭指導服務 

• 在合理的範圍內，及時提供專業服務 

 

每項目標的訓練結果描述了將訓練篩查者、評估者和個案經理的哪些能力，從而

正確地遵循政策結果中的程序。 訓練結果包含以下關鍵主題： 



 

• 針對醫院和護理設施員工的 I 級篩查 

• 確定要做出 II 級裁定而需要的證據和文件 

• 指導 II 級評估應何時轉至更深層的專門評估 

• PASRR II 級評估後計劃和監控過程 

• 針對 PASRR 評估者的以個人為中心的計劃 

 

最後，每項目標的衡量指標都包括需要每三至六個月不等的一次資料報告，顯示

是否正在有效地實施政策和訓練結果。 關鍵衡量指標包括： 

 

• 正確完成的 I 級篩查的百分比 

• 按時完成的 II 級評估的百分比 

• 記錄了裁定原因的 II 級評估的百分比 

• 在 90 天內接受了建議的評估和/或專業服務的訴訟集體成員的百分比 

• 被安排入住社區替代環境的、願意且有能力出院的當前訴訟集體成員百分比 

• 未在護理設施居住超過一年、更願意入住社區替代環境的未來訴訟集體成員

的百分比 

 

各方期望被告在或大約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完成對《和解協議》的實施。如果被

告滿足了協定的所有衡量指標的標準，則依照此協議的所有義務都將解除。 衡

量指標是唯一的措施可以證明華盛頓州履行了義務，並讓法院解除此案。 如果

華盛頓州很好地達到了要求，則將解除此訴訟案。 

 

律師費用和案件費用 

 
被告已同意支付訴訟集體律師的費用和案件費用，以補償訴訟集體律師在此案花

費的時間和金錢。 訴訟集體律師估算，至今為止產生的律師費金額是 

$640,000.00，至今為止產生的訴訟費金額是 $64,000.00。 在或大約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訴訟集體律師將提交律師費和訴訟費動議，確定他們要求的律師費和

訴訟費的精確金額。 該動議將在訴訟集體律師的網站公示。 

http://www.disabilityrightswa.org/dunakin-v-lashaway-class-action-behalf-nursing-facility-

residents-intellectual-disabilities-and 

 

如果被告不反對訴訟集體律師的律師費和訴訟費動議，則訴訟集體律師不會要求

支付 1.5 倍的律師費。 如果被告選擇反對訴訟集體律師的律師費和訴訟費動議，

隨後訴訟集體律師可能根據相關法律要求支付最多 1.5 倍律師費，而被告可以要

http://www.disabilityrightswa.org/dunakin-v-lashaway-class-action-behalf-nursing-facility-residents-intellectual-disabilit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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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減少所提出的律師費和訴訟費的金額。 法院將在最終聽證會裁定被告支付的

律師費和訴訟費是否合理。 

 

所有費用均將由被告支付。 訴訟集體成員均不必支付任何律師費或訴訟費。 反

對或就律師費和案件費用的支付有意見的訴訟集體成員，必須按下文所述提交其

意見。 

 

額外資訊 

 

以上僅是《和解協議》的摘要。 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更深入瞭解《和解協議》： 

 

閱讀完整的《和解協議》。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可能是訴訟集體成員，則可以

在以下網站瞭解您的更多權利： 

 

http://www.disabilityrightswa.org/dunakin-v-lashaway-class-action-behalf-nursing-facility-

residents-intellectual-disabilities-and 

 

在此網站能找到更多資訊。 網站提供一份完整的《和解協議》， 也包括描述了 

PASRR 評估和專業服務的文件。 

 

提出問題。 《和解協議》很長，詳述了具體資訊。 Disability Rights Washington 

(DRW) 可以回答您的問題。 DRW 是一個為訴訟集體成員擔任律師的組織。 諮

詢 DRW 免費。 您可以撥打免費電話 1-800-562-2702。 

 

如何提交意見 

 

任何人若希望就《和解協議》和/或訴訟集體律師的律師費和訴訟費動議提出意

見（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可以透過書面形式或參加公平聽證會提交意見。 

 

若要向 DRW 或法院提交意見： 

可以透過郵件、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提交書面意見。 向 Disability Rights of 

Washington 提交意見的地址是： 

Disability Rights Washington 315 5th Ave. S., Suite 850 

Seattle, WA 98104 dunakin@dr-wa.org 

 

DRW 或在本案中登記的任何訴訟集體律師收到的任何意見，均將提供給法院。 

http://www.disabilityrightswa.org/dunakin-v-lashaway-class-action-behalf-nursing-facility-residents-intellectual-disabilit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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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也可以直接送交給法官 James L. Robart。書面意見必須在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前送達法官手中。向法院提交意見的地址是：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Seattle 700 Stewart St., 

Ste. 15229, 

Seattle, WA 98101 

 

若要參加公平聽證會： 

 
在 2017 年 1 月 9 日在西雅圖將要舉行的公平聽證會上可以口頭提出意見。 

 

舉行聽證會的地址是：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Seattle 700 Stewart St., 

Suite. 15229, 

Seattle, WA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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