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是否失業並希望提升技能或尋找新職業？
加州培訓福利可能適合您！

獲得加州培訓福利資格的提示

什麼是加州培訓福利？
加州培訓福利 (CTB) 讓您在獲得失業保險 (UI) 福利時，透過參加就業發展部 (EDD) 批准的學校或培訓計畫，進
一步接受教育、提升技能或學習新的手藝。

參加的原因
合資格的 CTB 參與者可以：

• 增加現有知識，提升現有技能。
• 為令人振奮的職業道路培養新技能。
• 若得到培訓延期批准，則有機會獲得額外幾周的 UI 福利。

若經批准參加 CTB，則您在參加 EDD 批准的學校或培訓計畫期間將免於每周一次的UI 資格要求，這些要求是適
用於工作、積極找工作和接受工作方面。

獲得 CTB 資格的四個步驟

為參加 CTB，您必須當前擁有有效的 UI 申請，並滿足所有其他 UI 資格要求。

第  1 步  - 表示您對  CTB 感興趣 
請儘早在線上、致電或親自到 America’s Job Center of CaliforniaSM（AJCC，加州就業中心）聯繫 EDD，表示您
對 CTB 感興趣。

重要提示：為獲得培訓延期，您必須在收到第 16 周的 UI 福利金之前聯繫 EDD。

第 2 步  - 找到符合條件的計畫
您可以探索各種符合您職業目標並使您有資格參加 CTB 的學校和培訓計畫。有關適合您的合格培訓計畫方面的
資訊，請參閱 「合格培訓計畫類型」 部分。

若您參加某些政府組織的計畫或由雇主、業界協會或工會贊助的培訓，則您可能會獲得參加 CTB 的預先批准。
但是，EDD 需要驗證您的註冊和培訓出勤情況。如果您安排自己的培訓，那麼您必須符合所有標準才有資格參
加 CTB。

第  3 步  - 報告何時開始出勤
如果您目前在上學或參加培訓計畫，請在提交或重新提出 UI 申請時向 EDD 報告您的出勤情況。否則，請於獲
准取得福利後的入學或培訓開始第一周告知 EDD。您也可以線上、致電或親自到當地的 AJCC 聯繫 EDD。您只
需在入學或培訓開始第一周報告何時開始出勤即可。

*關於《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案》(WIOA) 或《貿易調整援助》(TAA) 培訓，請聯繫您在 AJCC 的代表來報告您的
出勤情況。

第  4 步  - 提供培訓資訊
EDD 將需要有關您學校或培訓計畫的資訊，以確定您是否有資格參加 CTB。您可能會收到調查問卷郵件或安排
時間與 EDD 代表進行電話面試。

準備提供您出勤的日期和排程（包括休息或假期）、您的培訓職業或職業目標，以及有關學校或培訓機構的資
訊。您學校或培訓機構的授權代表可能需要填寫補充調查問卷，以驗證您的出勤情況。

重要提示：請儘快填妥並返回任何表格，確保參加您預定的電話面試，以便 EDD 可以確定您的 CTB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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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後
EDD 將向您發送一份 Notice of Determination, DE 1080（決定通知），其中包含您的資格結果。若您有資格參加 
CTB，則該通知將說明您的權利和責任。 

若您沒有資格參加 CTB，則您可以在上學或接受培訓時繼續獲得 UI 福利。但是，EDD 必須確定您是否可以工
作、是否在積極地找工作、是否願意接受工作，並滿足所有其他資格要求。

重要提示：您在上學或接受培訓時必須繼續就獲取 UI 福利進行認證。若您的出勤日期或培訓計畫有任何變化，
請告知 EDD。

培訓延期
若您有資格參加 CTB，您也可能有資格獲得培訓延期，以完成更長期的學校或培訓計畫。您可能會收到是您 UI 

申請每周福利金額 52 倍的金額（最多），包括應付給您的任何例行或延期的 UI 福利。每個 CTB 批准的培訓計畫
只允許一次培訓延期。

合格培訓計畫類型
有兩種方法可以獲得 CTB 資格。您可以參加下列任一預先批准的培訓計畫，也可以安排自己的符合法律標準的
培訓。

預先批准的培訓計畫
合格的培訓機構名單 (ETPL)

加州 ETPL 是州批准的培訓機構名單，這些培訓機構均符合聯邦《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案》 (WIOA) 標準。ETPL 

包括廣泛的教育計畫，其中包括課堂和線上學校或培訓。

如需搜索 ETPL 提供者，請訪問 www.caljobs.ca.gov 。選擇 More Career Services（更多職業服務）連結，以訪
問 CalJOBSSMSM 系統。導航至 Education Services（教育服務）選項卡，選擇 Training Providers and Schools

（培訓機構和學校）連結。

《勞動力創新和機會法案》(WIOA)

聯邦 WIOA 向求職者提供就業、教育、培訓和其他支援服務的服務或資金（或兩者），以使他們獲得工作。

《貿易調整援助》(TAA) 

聯邦 TAA 對因外貿或生產轉移至其他國家而失去或可能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援助。

學徒培訓
學徒計畫可能包括在職培訓，以及其他可以獲得高需求工作技能並在工作時獲得教育貸款的機會。 

如需瞭解有關學徒計畫的更多資訊，請訪問加州勞資關係部學徒標準處的網站：www.dir.ca.gov/DAS 。

雇主培訓小組 (ETP)

加州 ETP 為雇主提供定制培訓資金，以協助提升其員工的技能。

加州的工作機會和對孩子的責任 (CalWORKs)
CalWORKs 計畫為註冊 CalWORKs 的合格人士提供工作和培訓機會。

工會、業界協會或雇主贊助的培訓
旅程級工會或業界協會會員以及雇主或雇主協會贊助的參與者可能會獲預先批准參加 CTB。培訓必須與業界相
關，且為保住工作或提高就業競爭力所必需。 

教學證書計畫
某些公立學校的教師可以經 EDD 驗證獲預先批准參加 K-12 數學、科學或特殊教育單科目教學證書計畫。該計
畫必須得到教學證書委員會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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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安排培訓
如果您安排並資助自己的培訓，只要您符合法律標準，就有資格參加 CTB。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當地勞動力市
場不需要您目前的技能，而導致您失業至少四周。 

如果您安排並資助自己的培訓，則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學校或培訓必須：
•與您打算找工作的加州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職業或技能相關。
•經美國教育部或加州私立高等教育局認證。
•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通常為 2 年。
•全日制，通常為至少每周 20 小時或 12 個學期學分或學季學分。
•距離之前任何一次開始參加 CTB 的日期均有 3 年以上。
即使最高的 UI 福利金額不足以支付整個培訓期的費用，您也必須能夠成功完成培訓計畫。

培訓費用
EDD 不會為您支付任何與培訓相關的費用，如學費、雜費、書費、用品費用或交通費用。但是，您可能有資格
獲得其他州、聯邦或私人的財務援助。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studentaid.ed.gov 。

職業規劃和資源
EDD 提供線上和面對面資源，幫助您找工作並培養您的技能，以進一步實現您的職業目標。 

EDD 的勞動力市場訊息資料庫提供網路資訊，以快速研究發展最快的工作，探索工資資訊，並瞭解您當地的勞
動力市場。如需獲取資料庫，請訪問  www.labormarketinfo.edd.ca.gov 。
America’s Job Center of CaliforniaSM（AJCC，美國加州就業中心）辦事處為求職者提供面對面的幫助。您
能從中獲得幫助，如評估技能、尋找培訓和工作機會、編寫簡歷等。如需找到離您最近的 AJCC，請訪問 
www.edd.ca.gov/office_locator 。

瞭解更多資訊
有關 CTB、培訓延期福利以及其他學校或培訓資源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edd.ca.gov/CTB 。
如需瞭解 EDD 如何應用法律和政策，請訪問 www.edd.ca.gov/UIBDG ，線上查看「UI 福利決定指引」「其他」
卷第 85 節。

www.edd.ca.gov
EDD 是一個公平機會的雇主/計劃。可根據要求向殘疾人提供輔助援助和服務。 

需要提供服務、幫助和/或替代格式，請致電 1-866-490-8879（語音）。  
TTY 用戶請撥打 711 聯繫加州轉接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