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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务的种类 服务提供机构 机构的简介 联系方式/网站 (机构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服，除非

另有说明) 

三藩市幼儿教育办公室 (OECE) OECE OECE 是市政府的部门，负责监督公共资

金，以使儿童及其家庭能够使用三藩市的

高质量早期教育系统。 
 
如果在此页面上找不到所需的内容，请与

我们联系。 

办公室总机: 415-355-3670* 
 
英文/西班牙文 电邮: denise.corvino@sfgov.org 
 
中文/英文 电邮: 
Susan.lu@sfgov.org 
Susanna.cheng@sfgov.org 
 
OECE 官网: SFOECE.ORG 
 
*定期检查办公室总机的语音邮件 
 

专业支持与参与 家庭托儿协会 三藩市家庭托儿协会（FCCASF）是会员制

的组织，为所有持牌的家庭托儿教育提供

支持，并协助倡导改善幼儿教育质量的政

策，资源和资金的分配。 
 
FCCASF 也帮助制定三藩市幼儿教育质量

的政策，计划和培训。  

FCCASF 官网:  
https://www.fccasf.com/en-us 
 
FCCASF 面书: 
https://www.fb.com/groups/fccasf 
 

三藩市幼儿教育者工会 ECESF  ECESF 是一个基于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致

力于将早期幼儿教育者的声音带给更广泛

的社区，领导者，决策者，盟友和其他同

伴，用以影响改变的效应。 

ECESF 官网: 
https://ecesf.org/ 
 
电邮: info@ecesf.org 
 
电话: 415-891-7322 

mailto:denise.corvino@sfgov.org
mailto:Susan.lu@sfgov.org
mailto:Susanna.cheng@sfgov.org
file://pebblebeach/public/OECE/New%20O-Drive/Quality/FCC%20Integrated%20System_2020-2021/sfoece.org
https://www.fccasf.com/en-us
https://www.fb.com/groups/fccasf
https://ecesf.org/
mailto:info@eces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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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和技术援助 First 5 SF: 质量联系(Quality 
Connections) 

专业发展计划包括课程，儿童发育筛查和

评估，同时这计划提供一系列主题并以各

种语言举行。 获得 ELS / PFA 拨款的家庭

托儿机构可申请一些指导性的教练指导。 
 
定期更新培训课程，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给所有获得 ELS / PFA 拨款的家庭托儿机

构。 

官网: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 
Training Calendar: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events/list/ 
 
需要了解更多培训课程的详情，或申请加入能定期获得新

资讯课程的电邮名单，请电邮到: 
Jennifer.L.Martinez@first5sf.org 
 
 

护儿(Wu Yee Children’s Services 
Family Child Care) – 提供给家庭

托儿的培训部门 

护儿提供家庭托儿的培训，重点放在提高

教学质量，并支持家庭托儿的运营达到成

功为目的，以及保证高质数早期幼儿教育

的业务。 培训的课程表将在 ECE 
Workforce Registry: 
https://www.caregistry.org/ 的网站上公

布。 

官网: 
https://www.wuyee.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 
 
电话: 415-677-0100 

儿童委员会(Children’s Council) -
提供讲座给家庭托儿的部门 
 

讲座为家庭托儿者提供具体方法来培养他

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例如在疫情下为儿

童提供托儿服务指南，三藩市早期幼儿教

育中央等候系统(Early Learning SF)，业务

/财务上的决策，以及家庭托儿机构的运

营基础。  

官网: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
programs/provider-workshops/ 

低收入投资基金 (LIIF) LIIF 代表 OECE 管理托儿机构的设施维修

和翻新和/或扩建的拨款，包括为有 ELS / 
PFA 拨款的家庭托儿所因为 COVID-19 关

闭所提供的拨款资助.   

电邮: ccff@liifund.org 
 
电话: 415-489-6145 Ext 345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events/list/
mailto:Jennifer.L.Martinez@first5sf.org
https://www.caregistry.org/
https://www.wuyee.org/professional-development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programs/provider-workshops/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programs/provider-workshops/
mailto:ccff@lii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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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庭托儿机构提供转介，和在技

术及加州早期教育劳动就业登记处

的支援 

三藩市早期幼儿教育(Early 
Learning SF- ELSF) 

托儿机构必须在三藩市早期幼儿教育中央

等候系统(Early Learning SF- ELSF)申报学位

的空缺，然后系统根据家庭的需要为托儿

机构提供转介。 
  

官网: 
www.earlylearningsf.org   
如过需要技术援助，请联系三藩市儿童委员会的 Help 
Desk. 
 

三藩市儿童委员会的 Help Desk
部门 
 

三藩市儿童委员会的 Help Desk 为家庭托

儿提供报告呈交和业务的技术支援，例如 
ELSF, Cocoa,  和加州早期教育劳动就业登

记处；家庭托儿机构必须更新资料，这包

括学位空缺报告和托儿服务计划，才能获

得转介; 和技术的相关培训，包括电脑，

电子邮件，iPad和平板电脑以及 Google

表格。  

官网: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
programs/technology-help-desk/ 
 
电邮: support@childrenscouncil.org 
 
电话:  415-343-4669 
 
 

三藩市儿童委员会- 转介服务和

托儿补贴部门 
转介和支持家庭寻找优质的托儿服务。根

据托儿机构提供的服务和家庭的需要进行

匹配而做的转介。  
 
提供相关拨款和付款的查询 

请联系您托儿补贴的专员。如果没有专员的联系方式，请

电邮给 subsidycoordinators@childrenscouncil.org 
电话: 415-343-4733 
 
English: 415-343-4752 
Spanish: 415-343-3382 
 

护儿的资源和转介服务部 转介和支持家庭寻找优质的托儿服务。根

据托儿机构提供的服务和家庭的需要进行

匹配而做的转介。  

电邮: providerservices@wuyee.org 
 
电话热线: 844-644-4300  

护儿的托儿补贴和付款部 请联系您托儿补贴的专员。如果没有专员

的联系方式，请查看右边的联系方式。 
电邮: elspayment@wuyee.org 
英文: 415-230-7584 
西班牙文: 415-230-7524 
中文: 415-230-7518 

http://www.earlylearningsf.org/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programs/technology-help-desk/
https://www.childrenscouncil.org/for-child-care-programs/technology-help-desk/
mailto:support@childrenscouncil.org
mailto:subsidycoordinators@childrenscouncil.org
mailto:providerservices@wuyee.org
mailto:elspayment@wuyee.org


 

 支援机构联系列表 

给所有获得本地拨款的托儿机构 

Updated: December 2, 2020 
 

 
West Ed 提供 CLASS 的观察和 FCCER 的评估. 

 
官网: Wested.org 
 
由于公共卫生命令，West Ed 暂停了现场 CLASS / ERS 评

估，直至另行通知。 
 
课堂和培训是 SF Quality Connections 的一部分: 
网址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 
 

在疫情下为家庭托儿机构派发清

洁用品 
三藩市儿童委员会设立专点分发 PPE 清洁

和消毒 
(送完为止) 

每星期四早上 10 点到下午-6 点 
地址：445 Church Street, San Francisco 
 
需要更多的资讯，请电邮到
helpdesksupport@childrenscouncil.org 
或致电 415-343-4669 
 
https://childrenscouncil.zendesk.com/hc/en-
us/articles/360051564094-Where-can-I-get-free-disinfectant-
for-my-child-care-program-during-COVID-19- 

  护儿设立专点分发 PPE 清洁和消毒 
(送完为止) 

每星期二早上 10 点到下午-4 点 
地址：1300 Phelps Street (Bayview District @Newcomb) 
 
需要更多的资讯，请电邮给 Nancy Huerta: 
电邮: nancy.huerta@wuyee.org 
电话: 415-230-7541 

http://qualityconnections.first5sf.org/
mailto:helpdesksupport@childrenscouncil.org
https://childrenscouncil.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1564094-Where-can-I-get-free-disinfectant-for-my-child-care-program-during-COVID-19-
https://childrenscouncil.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1564094-Where-can-I-get-free-disinfectant-for-my-child-care-program-during-COVID-19-
https://childrenscouncil.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51564094-Where-can-I-get-free-disinfectant-for-my-child-care-program-during-COVID-19-


 

 支援机构联系列表 

给所有获得本地拨款的托儿机构 

Updated: December 2, 2020 
 

儿童发展和健康 Help Me Grow 这是个“支持残疾儿童家庭”计划，该系

统支持家庭托儿为提供儿童发育筛查以及

根据需要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联系。 
Help Me Grow 提供 ASQ，ASQ-SE 和其他

与儿童发展和家庭支持有关的主题培训。 

电邮: info@helpmegrowsf.org 
 
官网: 
https://www.first5sf.org/helpmegrow/ 

幼儿心理健康倡议 心理健康机构的部分拨款来自 First 5 & 
OECE。这些机构为托儿机构提供咨询服

务，包括改善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健康。 

如果家庭托儿机构没有指定的儿童心理导师，请联系

OECE。 

三藩市公共卫生局(DPH) 的托儿

健康计划 
First 5 & OECE 为三藩市公共卫生局的精神

健康计划，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计划，和公

共卫生局的护士为 ELS/PFA 托儿机构提供

儿童健康咨询服务的计划提供相关的拨

款。根据公共卫生法令，所有公共卫生局

的护士均已分配到 DPH 学校/托儿枢纽回

应与 Covid-19 相关的事宜。 

汇报疫情，请电邮给 Schools-childcaresites@sfdph.org 
或致电: 628-217-7499 

Workforce Initiatives 补偿和保留早期教育者的津-
CARES 2.0 

CARES 2.0 向在 ELS / PFA 的早期教育机构

从事教育服务的老师提供直接的津贴； 
每年两次，金额取决于可用资金。 

官网: https://sfoece.org/cares-2-0/ 
 
Email: ECEStipend@sfgov.org 
电话: 415-355-3668* 
 
*定期检查电话的语音邮件 
 

三藩市市立大学: 儿童发展与家

庭研究系 
带有学分的儿童发展课程，包括成绩单审

查和审核由其他县所获得的学分或学位。

更多有关市立大学的 ECE 课程的信息. 
 
 

电邮: cdev@ccsf.edu 
电话: 415 452-5605 或 415 239-3172 

mailto:info@helpmegrowsf.org
https://www.first5sf.org/helpmegrow/
mailto:Schools-childcaresites@sfdph.org
https://sfoece.org/cares-2-0/
mailto:ECEStipend@sfgov.org
mailto:cdev@ccsf.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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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市立大学—免费课程 无学分课程和为三藩市市民提供的免学费

的大学课程。 
官网: https://www.ccsf.edu/paying-college/free-city 

三藩市州立大学- EDvance 计划 EDvance 计划是为有兴趣从事幼儿教育的

人士提供准备计划 
 

官网: https://edvancesf.sfsu.edu/ 
 
电邮: edvance@sfsu.edu 
 
电话: 415-405-3976 

三藩市州立大学-SF Seed 计划 SF Seed 是 EDvance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

分。SF Seed 计划为在工作又在攻读学位

的人士提供各种财政激励措施，让他们在

幼儿教育领域工作的同时，也能在社区学

院和四年制大学完成学位课程并获得学

分。  

官网:  
https://sfseed.sfsu.edu/ 
 
电邮: sfseed@sfsu.edu 
 
电话: 415-405-4342 或 
415-500-0261 
 

 

 

 
 

https://www.ccsf.edu/paying-college/free-city
https://edvancesf.sfsu.edu/
mailto:edvance@sfsu.edu
https://sfseed.sfsu.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