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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 學費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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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ECE 撥款的 PFA 學費退費計劃，是為了保證居住在三藩市的四歲兒童得到高素質的幼兒教育服務。 

早期幼兒教育機構獲得質量保證的財政資助，此資助用於幫忙支付合資格兒童的學前教育費用。  

請按以下的四個步驟完成此表格： 

 資格確認  

 選擇學費退費 

 兒童發展服務同意書 

 出勤要求同意書 

 

步驟一:  資格確認  

資格確認要求您需提供您的住址證明（按郵政編碼），和您小孩的出生證明。如果您小孩入读的幼兒機構現在沒有

以下的資料，您必須在有陰影的地方填上資料，並按以下的要求呈交資料。  

 

居住: 填上住址的郵政編碼 

         
必須是三藩市的郵政編碼

兒童的年齡：填上小孩出生的日期 

        
出生日期必須於 9/2/2015 – 12/2/2016* 

三藩市的居住證明可以包括: 

-  租約的副本，屋主信的副本，或類似的文件 

-  近期的水電單，保險單，或銀行的證明 

-  社工或其他政府部門的信 

-  無家可歸者的自我證 

 

出生证明可以包括: 

-有出生日期的護照 

-健康保險，近期有效的健康檢查或防疫針記錄 

- 有效的洲幼兒教育的入學表格 CD9600 

-有效的啟蒙教育入學表格 

 

您必須按以上的要求向幼兒教育機構提供有效的文件，至少各一份用于證明居住的地址和小孩的出生日期。  

 

*注意：有關過渡幼稚園“TK”，是三藩市校區為特定年齡組別的兒童所提供的服務： 

 兒童的出生日期介於 09/02/2015 和 12/02/2015 之間，可以符合得到 2020/21 學年的過渡幼稚園的服務。

如果符合得到過渡幼稚園服務的兒童選擇不參與 SFUSD 的這項服務，這些兒童在 2020/21 學年符合資格參與

PFA 的學費退費計劃。   

 兒童的出生日期介於 9/2/2016 和 12/2/2016 之間符合參加 2021/22 學年的過渡幼稚園計劃。如果兒童的出

生日期是 9/1/2016 以後，在 2021/22 學年 SFUSD 不會為他們安排入讀小學。 SFUSD 會為這些兒童提供過

渡幼稚園計劃。過渡幼稚園計劃(TK)為您的小孩在幼兒園畢業後，為他們提供一年的免費學前教育。如果您

的小孩符合資格入讀免費的過渡幼稚園計劃，您應該開始查看如何办理入讀 TK 的手續和計劃，或參加 2020

http://www.sfusd.edu/en/enroll-in-sfusd-school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html#transitional-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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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舉行的 2021/22 SFUSD 的招生會。如需更多的資料，請瀏覽網站 www. sfusd.org 。有關如何入讀過

渡幼稚園計劃(TK)，請聯繫 415-241-6085.
 

符合資格確認 

我明白在下列簽名代表我以上所填寫的資料和提供的有關住址和兒童年齡的證明文件是準確並真實的。

我小孩入讀的托兒機構和 OECE 可用以上所提供的資料驗證入學的資格。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                    

  

正楷父母/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FA-合資格的兒童姓名            

步驟 二:  選擇選擇學費退費 

PFA 的退費服務可用於減輕學費的負擔，您也可選擇捐獻您的學費退費。選擇捐獻學費退費可以幫助您

小孩的幼兒機構增加獎學金經費。這將有助其他需要額外學費補助的家庭得到優質的早期幼兒教育機

會。或者，您還可以將 PFA 學費退費用於您自己的孩子的學費上，從而降低您家庭的負擔。 

選擇其中一項  學費退費的類型& 簽名 

2020/2021 PFA 學費退費 每月$ _______   

 100% 捐獻  50% 捐獻 

 

  _____% 捐獻 

填寫捐獻的百份比 

  我不希望捐獻我的學

費退費 

 

我小孩每月的學費

$_______ 

這學年每週______天 

捐獻全部的學費退費給

我小孩的托兒機構的獎

學金計劃 

 

我小孩每月的學費 

$_______ 

這學年每週_____天 

分享我的學費退費給我

小孩的托兒機構的獎學

金計劃 

 

我小孩每月的學費 

$_______ 

這學年每週_____天 

分享我的學費退費給我

小孩的托兒機構的獎學

金計劃 

 

我小孩每月的學費 

$_______ 

這學年每週_____天 

學費退費用於抵消自己

的孩子的入學費用 

 

注意: 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的學費退費計劃是規定在一學年要向合資格的家庭提供 至少$4,208 的资

助。幼兒機構必須向所有符合資格的家庭提供最少$4,208 的學費退費。幼兒機構可向合資格家庭提供更

高的學費退費。不同的托兒機構的學費退費的額度會有所不同，要了解實際情況，請聯繫托兒機構。  

http://www.sfus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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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在下列簽名證明我同意, 在以上選擇 PFA 學費退費的選項。我所做出的選擇是自願的，沒有受到

其他的不良影響。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       

 

PFA-合資格的兒童姓名         日期      

 

 

步驟三: 兒童發展服務同意書 

 

作為獲得早期教育獎學金的父母/監護人，我允許我的孩子接受下述服務。這些服務的目的是为了在托兒機構和我

家庭之間了解和重视我孩子的需求。 

 

使用年齡與階段調查表或其他以早期教育和診斷發育遲緩原

因的基礎研究。 

與早期教育機構的員工，合格的專家就我孩子的發展和/或行

為進行磋商 

與家人就我孩子的發展和/或行為進行磋商。   以期望為結果發展概況進行發展評估(DRDP)   

 

我了解上述有關我孩子的信息是保密的，未經我同意或其他法律規定，不得向其他學校，公共機構，或私人執業的

個人專業人員、提供任何資料。我在此表格上的簽名代表, 上述為我孩子提供直接服務的機構的工作人員在了解和

解決我孩子需要的基礎上，可共享信息。這同意書是自願的，我明白我可以隨時取消這份同意書。除非我撤回此同

意書，否則此授權將在我的孩子參加本計劃期間生效。 通過下面簽名，我確認我已經閱讀，理解，並同意上述條件

和服務.   

 
 
 
 

 

 
 
 
 

步驟 四:  出勤要求確認書 

托兒機構的員工應當竭盡全力向三藩市早期幼兒教育辦公室(OECE) 核實已獲撥款的托兒機構符合 OECE 對 ECE 制

定的質量標準。    

                                                                兒童發展服務同意書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根據“健康保險攜帶責任法”（HIPAA）和適用的加州法律，所有個人和健康信息都是私人和受保護的. 

 

正楷父母/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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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出席率， 

根據你與托兒簽訂的入學同意書，所有獲得三藩市早期幼兒教育辦公室資助的兒童必須要有固定的出席率。 

 

生病和家庭發生緊急情況，這些屬於“有理由缺席”。 “有理由缺席”的定義根據托兒機構的政策或手冊的解釋。

另外所有獲得三藩市早期幼兒教育辦公室資助的兒童，在一個學年裡允許有不超過 10 天的額外“有理由缺席

日”，10 天的額外“有理由缺席日”是指其他理由的缺席，例如假期，和家長或親人一起，不包括病假或緊急家

庭狀況。由於資源有限, 如果孩子超過 10 天的額外“有理由缺席日”，（通常被称为“Best Interest of Child”）

OECE 必須終止您小孩的托兒資助，而且您小孩有可能失去学位。 

 

托兒機構的工作人員應該讓您熟悉每日出席率的確認程序（例如每天的簽到和簽走），和通知托兒機構您小孩缺

席的原因。請注意，超過最多允許的無理由缺席日，將導致您孩子的托兒服務會失去資助，同時您的孩子也可能

會失去學位。 

 
 

                                                        確認出勤要求確認書 

通過下面簽名，我確認我對出勤要求的理解，並且了解過渡缺席會被認為是“無理由缺席日”，三藩市早期幼

兒教育辦公室會終止我孩子的托兒服務資助。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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