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加州培训福利资格的提示
您是否失业并希望提升技能或寻找新职业？
加州培训福利可能适合您！

什么是加州培训福利？

加州培训福利 (CTB) 允许您在获得失业保险 (UI) 福利时通过参加就业发展部 (EDD) 批准的学校或培训计划，进
一步接受教育、提升技能或学习新的手艺。

参加的原因

合格的 CTB 参与者可以：

• 增加现有知识、提升现有技能。

• 为令人振奋的职业道路培养新技能。

• 若得到培训延期批准，则有机会获得额外几周的 UI 福利。

若得到 CTB 批准，则您在参加 EDD 批准的学校或培训计划期间将免于每周一次的 UI 资格要求，这些要求是适
用于工作、积极找工作和接收工作方面。

获得 CTB 资格的四个步骤

为参加 CTB，您必须拥有当前且有效的 UI 申请，并满足所有其他 UI 资格要求。

第 1 步 - 报告您对 CTB 感兴趣

请尽早在线、通过电话或亲自到 America's Job Center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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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CC) 联系 EDD，以报告您对 CTB 感兴趣。

重要提示：为获得培训延期，您必须在收到第 16 周的 UI 福利金之前联系 EDD。

第 2 步 - 找到符合条件的计划

您可以探索各种符合您职业目标并使您有资格参加 CTB 的学校和培训计划。有关适合您的合格培训计划方面的信

息，请参阅 “合格培训计划类型”部分 。

若您参加某些政府组织的计划或由雇主、行业协会或工会赞助的培训，则您可能会获得参加 CTB 的预先批准。但是，
EDD 需要验证您的注册和培训出勤情况。如果您安排自己的培训，那么您必须符合所有标准才有资格参加 CTB。

第 3 步 - 报告何时开始出勤

如果您目前在上学或参加培训计划，请在提交或重新提出 UI 申请时向 EDD 报告您的出勤情况。否则，请于入
学或培训开始第一周告知 EDD 您证明福利的时间。您也可以在线、通过电话或亲自到当地的 AJCC 联系 EDD。
您只需在入学或培训开始第一周 报告何时开始出勤即可。

* 对于《劳工创新和机会法案》
（WIOA）或《行业调整援助》
（TAA）培训，请联系您在 AJCC 的代表来报告您的

出勤情况。

第 4 步 - 提供培训信息

EDD 将需要有关您学校或培训计划的信息，以确定您是否有资格参加 CTB。您可能会收到调查问卷邮件或安排
时间与 EDD 代表进行电话面试。

准备提供您参加的日期和日程安排（包括休息或假期）、您的培训职业或职业目标，以及有关学校或培训机构的
信息。您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授权代表可能需要填写补充调查问卷，以验证您的出勤情况。

重要提示：请尽快完成并返回任何表格，确保参加您预定的电话面试，以便 EDD 可以确定您的 CTB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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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后

EDD 将向您发送一份 Notice of Determination, DE 1080（决定通知），其中包含您的资格结果。若您有资格参加
CTB，则该通知将说明您的权利和责任。

若您没有资格参加 CTB，则您可以在上学或接受培训时继续获得 UI 福利。但是，EDD 必须确定您是否可以工作、
是否在积极地找工作、是否愿意接受工作，并满足所有其他资格要求。
重要提示：您在上学或接受培训时必须继续证明 UI 福利。若您的出勤日期或培训计划有任何变化，请告知
EDD。

培训延期

若您有资格参加 CTB，您也可能有资格获得培训延期，以完成更长期的学校或培训计划。您可能会收到是您 UI
申请每周福利金额 52 倍的金额（最多），包括应付给您的任何常规或延期的 UI 福利。每个 CTB 批准的培训计划
只允许一次培训延期。

合格培训计划类型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 CTB 资格。您可以参加下列任一预先批准的培训计划，也可以安排自己的符合法律标准的
培训。

预先批准的培训计划

合格的培训机构名单（ETPL）
加州 ETPL 是州批准的培训机构名单，这些培训机构均符合联邦《劳工创新和机会法案》
（WIOA）标准。ETPL
包括广泛的教育计划，其中包括课堂和在线学校或培训。

如需搜索 ETPL 提供者，请访问 www.caljobs.ca.gov。选择 More Career Services（更多职业服务）链接，以访
SM
问 CalJOBS 系统。导航至 Education Services（教育服务）选项卡，选择 Training Providers and Schools（培
训机构和学校）链接。
《劳工创新和机会法案》
（WIOA）
联邦 WIOA 向求职者提供就业、教育、培训和其他支持服务的服务或资金（或两者），以使他们获得工作。
《行业调整援助》
（TAA）
联邦 TAA 对因外贸或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而失去或可能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援助。

学徒培训
学徒计划可能包括在职培训和其他可以获得高需求工作技能并在工作时获得教育贷款的机会。

如需了解有关学徒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加州劳资关系部学徒标准处的网站：www.dir.ca.gov/DAS。
雇主培训小组 (ETP)
加州 ETP 为雇主提供定制培训资金，以协助提升其员工的技能。

加州的工作机会和对孩子的责任 (CalWORKs)
CalWORKs 计划为注册 CalWORKs 的合格人士提供工作和培训机会。

工会、行业协会或雇主赞助的培训
旅程级工会或行业协会会员以及雇主或雇主协会赞助的参与者可能会被预先批准参加 CTB。培训必须与行业相
关，且为保住工作或提高就业竞争力所必需。

教学证书计划
某些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经 EDD 验证获预先批准参加 K-12 数学、科学或特殊教育单科目教学证书计划。该计
划必须得到教学证书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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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安排训练

如果您安排并资助自己的培训，只要您符合法律标准，就有资格参加 CTB。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当地劳动力市
场不需要您目前的技能，您必须至少失业四周。

如果您安排并资助自己的培训，则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学校或培训必须：
•与您打算找工作的加州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职业或技能相关。
•经美国教育部或加州私立高等教育局认证。
•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通常为 2 年。

•全日制，通常为至少每周 20 小时或 12 个学期学分或学季学分。
•距离之前任何一次开始参加 CTB 的日期均有 3 年以上。

即使最高的 UI 福利金额不足以支付整个培训期的费用， 您也必须能够成功完成培训计划。

培训费用

EDD 不会为您支付任何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如学费、杂费、书费、用品费用或交通费用。但是，您可能有资格
获得其他州、联邦或私人的财务援助。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udentaid.ed.gov。

职业规划和资源

EDD 提供在线和面对面资源，帮助您找工作并培养您的技能，以进一步实现您的职业目标。

EDD 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数据库提供基于网络的信息，以快速研究发展最快的工作、探索工资信息，并了解您当
地的劳动力市场。如需获取数据库，请访问 www.labormarketinfo.edd.ca.gov。
美国加州就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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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CC) 办事处为求职者提供面对面的帮助。您能从中获得帮助，可以评估技能、寻找培

训、找到工作机会、编写简历等。如需找到离您最近的 AJCC，请访问www.edd.ca.gov/office_locator。

了解更多信息

有关 CTB、培训延期福利以及其他学校或培训资源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dd.ca.gov/CTB。

如需了解 EDD 对于法律和政策的应用，请访问 www.edd.ca.gov/UIBDG，在线查看《 UI 福利决定指南》“其
他”卷第 85 节。

www.edd.ca.gov

EDD 是一个机会平等的雇主 / 计划。可根据要求向残疾人提供辅助援助和服务。
需要提供服务、帮助和 / 或替代格式，请致电 1-866-490-8879（语音）。
TTY 用户请拨打 711 联系加州转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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