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用学前教育 
 
2025-26 学年之前，加州将向所有四岁儿童提供通用学前教育 (UPK)。UPK 是一个混合教育供给体

系，汇聚了各种早期幼儿教育计划，并包括其他为三四岁儿童提供服务的学前教育计划和机构。

这些计划和机构包括过渡幼儿园 (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 TK) 和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California 
State Preschool Program, CSPP)（两者都由加州教育厅管理）；以及联邦启蒙教育计划 (Head 
Start)、从事学前教育的非营利社区组织 (CBO)；家庭托儿所 (FCC)；私立学前教育机构。UPK 的目

标是确保每一名四岁的儿童，无论背景、种族、住址、移民状态或收入水平如何，都可以在进入

幼儿园的前一年公平地获得高质量教育体验。UPK 还确保家庭可以从那些可支持其孩子特定需求

的教育计划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作为 UPK 的组成部分，过渡幼儿园正在加州的学区进行扩展。居民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为四岁儿

童提供服务的当前混合教育供给体系，增多的过渡幼儿园机会意味着什么。  
 

通用学前教育 – 常见问题 
 
 
什么是通用学前教育 (UPK)？ 
UPK 是一个混合教育供给方法，汇聚了各种早期幼儿教育计划，主要依靠过渡幼儿园 (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 TK) 和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California State Preschool Program, CSPP) 以及启蒙教育计划 
(Head Start)、社区组织 (CBO)，包括家庭托儿机构和私立学前教育机构。UPK 确保每一名四岁的儿

童，无论背景、种族、住址、移民状态或收入水平如何，都可以在进入幼儿园的前一年公平地获

得高质量教育体验。UPK 还确保家庭可以从那些可支持其孩子特定需求的教育计划中做出有意义

的选择。 
 
什么是过渡幼儿园 (TK)？ 
TK 是加州要求设立的，并且是公立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立旨在为儿童增加选项，以便其

在进入幼儿园的前一年参加早期教育计划。它是混合教育供给体系中旨在实现 UPK 的方法，并且

是唯一一个必须为所有想要在 2025-26 年前入学的四岁儿童提供教育服务的计划。TK 计划不是学

前班，也不是儿童培养计划。TK 是 K-12 公立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两年制幼儿园计划的第一

年，使用修订后的幼儿园课程。TK 计划旨在符合加州教育厅 (CDE) 制定的《加州学龄前学习基础

纲要》。TK 计划应由符合资格认证要求的教师进行教学。虽然 TK 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只要适龄

儿童的家庭提出申请，当地教育局 (LEA) 就应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 TK 课程。  
 
通用学前教育 (UPK) 和过渡幼儿园 (TK) 是一样的吗？ 
过渡幼儿园是通用学前教育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组成部分。UPK 是通用学前教育的意思，在 
2025–26 学年之前为加州的所有四岁儿童而开设。UPK 是一个混合教育供给体系，汇聚了各种早

期幼儿教育计划，并包括其他为三四岁儿童提供服务的学前教育计划和机构。这些计划和机构包

括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California State Preschool Program, CSPP)（也是由加州教育厅管理）；以及联

邦启蒙教育计划 (Head Start)、从事学前教育的非营利社区组织 (CBO)；家庭托儿所 (FCC)；私立学

前教育机构。  



 
什么是 UPK 计划？ 
每个地方教育局 (LEA) 都应制定一项计划，以供管理委员会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的公众会议

上审议。该计划是关于当地教育局的就学地区里所有四岁儿童将如何在进入幼儿园的前一年参加

可满足家长需求的全日制教育计划，包括与下列机构合作的方式： 
• 地方教育局 (LEA) 扩大的教育服务 
• 课外教育与安全计划 (ASES)  
• 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 启蒙教育计划  
• 其他基于社区的早期幼儿教育计划 

 
 
 
旧金山联合学区 (SFUSD) 是否可以将 TK 外包给社区托儿中心和家庭托儿所？ 
否。TK 是 TK-12 公立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平均每日出勤率 (ADA) 向学区提供补偿，因此 
TK 无法外包给非 SFUSD 机构。但是，TK 年龄（四岁）的儿童可参加其他学前教育计划，而不仅

仅是 SFUSD 的 TK。此类其他学前教育计划包括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CSPP)、启蒙教育计划 (Head 
Start)、从事学前教育的非营利社区组织 (CBO)、家庭托儿所 (FCC) 以及私立学前教育机构。 
 
那些希望让自己的四岁孩子入学的家庭是否必须选择 TK 而不选择其他学前教育计划或幼儿教育

计划？ 
否。过渡幼儿园 (TK) 的资格条件不会影响其他计划（包括加州学前教育计划 (CSPP)、启蒙教育计

划 (Head Start)、其他由加州社会服务厅 (CDSS) 管理的受补助的托儿计划）的资格条件。如果孩子

有资格参加 TK 并且有资格参加受补助的早期幼儿教育计划，则家长仍可以选择让孩子参与这些计

划，例如只要家庭符合 CSPP 资格要求，TK 年龄资格就不会导致儿童无法参与 CSPP。家庭还可以

继续选择留在其社区的幼儿教育计划，或让孩子在家庭托儿所、营利或非营利的私立 CBO 学前教

育机构就读，或选择将孩子留在家里。 
 
过渡幼儿园里，师生比例是多少？ 
目前的师生比例是 1:12。（1:12 是加州托儿牌照的最低要求。）从 2023-24 学年开始，对师生比

例的要求为 1:10。  
 
旧金山联合学区 (SFUSD) 的过渡幼儿园班级是否会有 24 位儿童？ 
根据与 SFUSD 劳工伙伴 (United Educators of San Francisco) 的合约，过渡幼儿园的每个班级学生人

数为 22 人，相当于师生比例为 1:11。 
 
需满足哪些要求才能成为过渡幼儿园教师？证书和牌照方面有哪些不同的选项？ 
过渡幼儿园是两年制幼儿园的第一年。因此，过渡幼儿园教师的资格认定要求与加州目前对幼儿

园教师的要求完全相同，也就是多学科证书。此外，过渡幼儿园教师必须在 2023 年 8 月 1 日前满

足下列其中一项要求：  
(1) 在早期儿童教育或儿童培养方面上过至少 24 个单元的课程，或两者都有；  
(2) 地方教育局 (LEA) 认定的在学龄前儿童教育环境中获得了相当于 24 个单元的教学经

验；或者  



(3) 教师资格认证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 CTC) 颁发的儿童培养教师 
执照。  

任何当前已获资格认定的教师如果在 2015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被指派为在过渡幼儿园教学，都能在

过渡幼儿园教学，而无需满足额外的要求。任何已获资格认定的教师如果在 2015 年 7 月 1 日之后
被指派为在过渡幼儿园教学，必须在 2023 年 8 月 1 日之前满足上述教学要求。 
 
如果学前教育机构只有 TK 适龄儿童就读，那么非 SFUSD 教师是否也应具有多学科证书？ 
否 - 此项要求不适用于社区机构，例如 CBO、FCC 等等。证书要求只适用于 SFUSD 教师。 
 
 
 
 
SFUSD 打算如何招聘如此多的 TK 教师？ 
SFUSD 将需要为未来的教师后备力量进行规划，并规划如何招聘具有多学科证书和幼儿教育背景

的教师。对于 2022-2023 学年，SFUSD 无需招聘额外的 TK 教师。 
 
TK 是否是全年全日制？ 
TK 课程表按照学年、学校日，就像 K-12 那样。也就是 TK-12。SFUSD 将提供每天 6 小时的 TK 课
程。TK 班级已经像学前教育班级那样运行。儿童有许多机会可与其环境进行互动。可在各种环境

中提供课外活动，例如 SFUSD 现场课外活动、CBO 在 SFUSD 场所运营的 Excel 活动，或者 CBO 学
前教育中心、FCC 或启蒙教育计划。 
 
如果 TK 儿童是双语学习者，那么是否将以母语向这些儿童授课？ 
SFUSD 目前为那些使用英语以外语言的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并且拥有许多能说其他语言的教师。

目前已设立了 TK 双语学习班级以及专门称为“英语/西班牙语双语沉浸式课堂”的班级。SFUSD 希望

在将来设立更多此类班级。 
 
对于家庭而言，TK 的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SFUSD 的入学申请系统目前未改变。K-12 学生的申请流程目前将扩展至包括 TK-12 学生。地址位

于 555 Franklin 的招生中心 (Enrollment Placement Center) 将接受纸质申请和在线申请。就像幼儿园

入学申请一样，每位申请者都会获得一个学位，但该学位可能不是家庭的首选学位。 
 
SFUSD 是否会为 TK 提供交通？ 
否。仅为特殊教育服务 (SPED) 提供交通。 
 
TK 班级是否设有浴室？ 
TK 遵循幼儿园要求。班级内或班级外面将设有一个浴室。 
 
在 TK 班级就读的儿童是否会自动入读同一机构的幼儿园？ 
目前，家庭无论其孩子在哪个学校就读学前教育或 TK 课程，都必须重新申请入读幼儿园。    
 
将有多少位 TK 儿童在 SFUSD 就读？ 
预计在 2025-26 学年之前将最多有 1,500 位四岁儿童入读。在三藩市，约有 6,000 位四岁儿童。 
 
TK 会对全民学前教育 (PFA) 产生什么影响？ 



PFA 不会停止；选民在 2014 年通过的 Prop C 法律规定，PFA 将存续 25 年。幼儿教育局 (DEC)（旧

金山早期幼儿教育办公室 + 旧金山 First 5 的一个新设立的部门）正在审查全民学前教育 (PFA) 的非

全日资助和计划结构。这将需要社区协商过程，包括全面审查我们的计划设计如何符合 TK 课程/
标准。随着幼儿教育局 (DEC) 考虑通用学前教育 (UPK) 对社区幼儿教育计划的影响，我们也在思考

各项战略以确保整个体系依然稳健，包括让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参与 UPK 以及让中低收入的家庭的

婴幼儿更容易参与 U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