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绿色等级机构课堂教师的“早期幼儿教育人力补偿金计划”相关信息 

选民已于 2018 年 6 月批准了提案 C。该提案确定了一项总收入税，用于提供额外的市政资金，

以支持 0 至 5 岁幼儿的早期教育 (ECE)。大约一半提案 C 的收入专为在三藩市早期儿童教育 
(ELS) 机构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应得的加薪  

幼儿教育部 (DEC) 代表市政府在 2022 年 4 月宣布了此计划。前两个阶段（共四个阶段）侧重于

人力薪酬，并且已于 2022 年 10 月实施。第三阶段将支持工作条件的改善，第四阶段将侧重于提

供教育途径。  

第一阶段通过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工资补助金专门解决向儿童提供直接教学支持的早期儿童教育

工作者加薪问题。 

第一阶段资格和通过此补助金实现的加薪将取决于哪些因素？ 

• 在市政府支持的 ELS 机构工作，并且 50% 以上的预定工时花在直接从事课堂教育活动的

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 
• 向儿童、家庭和/或教师提供直接支持的其他早期幼儿教育相关职位。例如家访员、行为

治疗师、包容专员。  
• 加薪将取决于职位/职称、执照级别、教育水平（学历和 ECE 学分）、全职还是兼职，以

及 DEC 定义的其他因素。 

如何核验教育工作者的学历和 ECE 学分以及执照资料？  

• 教育工作者应把成绩单和执照信息上传至 Registry 帐户，并由加州早期儿童教育人力登记

处 (CA ECE Workforce Registry) 核验。在确定每位教育工作者的补助金金额时，会考虑

与早期幼儿教育相关的学历以及 ECE 学分。关键是必把相关文件和信息上传至您的 
Registry 个人资料，以反映最新信息，包括最近的课程和成绩单。   

• 接受非官方成绩单。  
• 如需了解如何把成绩单上传至 Registry，请浏览网址 

https://www.caregistry.org/_participant_resources/Education-Training-
Submission_ENGLISH_10.28.20.pdf  

第一阶段的补助金如何分配给符合资格的教育工作者？ 

DEC 会把补助金直接发放给那些机构符合补助资格就读儿童人数占比 50% 以上（例如您工作的

机构），以增加教师工资。意思是您不会通过 CARES 3.0 津贴获得薪酬，而是会通过您雇主发

放的工资薪水。 

教育工作者预计会获得多少加薪？   

向您所在的机构发放的 DEC 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工资补助金要求课堂教师获得的最低每小时“基
本生活工资”为 28 美元/小时。但是，依职称/职位、教育背景和执照级别而定，各位符合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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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加薪可能各有不同，具体取决于其所在机构的政策。此补助金还要求各机构向具有同等教

育资质和执照级别的主讲教师提供与三藩市联合校区 (SFUSD) 未受认证的过渡幼儿园教师相当

的小时工资。 

下列表显示了基于教育程度和/或教师执照级别的课堂教师最低小时工资基准。 

最低时薪要求 最低时薪要求  
 

教育程度 
和 CTC 执照级别 助理教师 

(Assistant 
Teachers) 

主讲教师 
Lead 

Teachers 
28.00 美元 28.00 美元 低于 12 ECE 学分和/或助理执照 (Assistant Permit) 
28.00 美元 28.00 美元 大于 12 ECE 学分和/或助理教师执照 (Assistant Permit) 
28.00 美元 28.00 美元 24 ECE 学分（包括核心课程） 

以及 16 GE 学分和/或教师执照 (Teacher Permit) 或主任教师执照 
(Master Teacher Permit)  

28.00 美元 32.44 美元 副文学士 (AA) 学位，包括：24 ECE 学分（包括核心课程）以及 6 
个管理类学分以及 2 个成人监护学分以及/或现场监护 (Site 
Supervisor) 或托儿机构主管执照 (Program Director Permit) 

28.00 美元 36.88 美元 文学士 BA 学位（包括 12 个 ECE 学分或更多学分）以及教师执照 
(Teacher Permit) 或更高级执照 
*与 BA 同等：三藩市联合校区 (SFUSD) 1 年实习/代课/非认证 TK-
12 教师具有 BA 和 CTC 执照 

28.00 美元 39.27 美元 儿童发展硕士 (MA) 学位或者密切相关领域（须经过核验和 DEC 
审批）的硕士学位以及托儿机构主管执照  
*与 MA 同等：三藩市联合校区 (SFUSD) 1 年  
实习/代课/非认证 TK-12 教师（持有 BA + 完成 60 个学分）  

 

我何时会获得这些加薪？ 

虽然补助金的补助期从 7 月份开始，但绿色等级机构到 10 月份才需要执行新的工资结构。您在 
10 月 1 日之后的首个工资单上不会立刻体现工资变化，而是当您的机构确保已为此项持续的工资

补贴部署了内部系统之后，才会体现工资变化。  

 

2022 年 7 月 1 日起的加薪呢？ 

第一阶段针对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加薪追溯至 2022 年 7 月 1 日，因此即使您可能不会立刻看到加

薪，但请放心，您会根据已工作的小时数按所在机构确定的加薪水平获得薪酬。您不会因为延迟

执行此措施而受到惩罚。绿色等级机构会得到提前补助，以便向符合条件的第一阶段员工提供追

溯性的加薪（从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计，直至加薪实施之日）。 



如果我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开始已不再是绿色等级机构的员工，我是否有资格获得从 2022 年 7 
月 1 日到我离职之日的追溯性补贴？   
 
教育工作者如果在实施日（2022 年 10 月 1 日）之前已不再是绿色等级机构的员工，那么员工是

无资格获得任何追溯至 2022 年 7 月 1 日的补贴。 
 

要是我未完成任何 ECE 学分呢？我是否仍符合资格？ 

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只要符合基本的资格条件，即 50% 以上的预定工时花在绿色等级 ELS 机构

课堂工作，就都有资格获得加薪。所要求的课堂教师最低每小时“基本生活工资”为 28 美元/小
时。 

我获得了加薪，但根据我最新的学历/已完成的学分以及执照级别，我认为我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工

资。我如何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 

早期儿童教育工作者工资补助金支持的估算工资金额和最终工资金额是经过加州早期儿童教育人

力登记处核实。务必把相关文件和信息上传至您的 Registry 个人资料，以反映最新信息。您有责

任上传文件，并使个人信息、教育信息和其他信息保持最新信息。绿色等级机构将有机会在一年

之中更新员工信息，并报告任何信息变更，包括员工教育资质（例如：额外的 ECE 学分、新的

教师执照级别、取得的学历，等等）。DEC 会为机构提供资金，以便相应地调整相关教师的工

资。 

我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获得了学历，如何才能把该学历计入我的教育资质？ 

个人如果已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机构完成了学院或大学课程，必须获得针对外国成绩单的完

整评估。这包括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获得的任何早期幼儿教育学分。如需详细了解成绩单评估，请

浏览教学资格认证委员会网站。 

我如何申请儿童发展执照？ 

如需了解相关信息、讲习班和执照预约，请联系 CCSF 的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部（电话为 (415) 
452-5605，地址为 CCSF Ocean Campus, 50 Phelan Ave., San Francisco，或访问其网站）。 

DEC 正在与符合此项补助金资格的早期幼儿教育机构合作，以确保成功推行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

薪酬计划，并将监督这项计划的实施。这要求所有管理此项补助金的机构转变其组织运营。我们

知道许多人对这个机会期待已久，并渴望从这项工作成果中获益。我们致力于确保 DEC 及其社

区伙伴根据已确定的方针和约定的时限提供加薪。   

https://www.ctc.ca.gov/credentials/leaflets/foreign-transcript-evaluation-(cl-635)
http://www.ccsf.edu/en/educational-programs/school-and-departments/school-of-business/ChildDevFamilyStudies/p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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