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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花費參與專案指南 

根據福利及慈善機構法第 4783 章，家庭花費參與專案（FCPP）已於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這法律規定部份家庭將會被要求在臨時救助，日間托兒和野營度假上支付

一些費用。其他的服務則不會受到影響。 

 

只有符合以下情況的家庭會受到影響： 

 

• 您的孩子有發展障礙，又或在加州早期介入服務法下合符服務資格。 

• 您孩子的年齡在 0 歲到 17 歲之間。 

• 您的孩子住在家裏。 

• 您的孩子不具備參與加州醫療保險的資格。 

• 您的家庭收入按家庭人數比例處於聯邦政府的貧困線，或高於聯邦政

府的貧困線四倍。 

 

您的這部分開支被稱爲：“家庭花費參與”（FCP）。您當地的地區中心將為您享用的服

務向您的服務提供者支付費用中他們負責的一部分，而您的家庭花費參與金額將會直接

支付予有關的服務提供者。您的臨時救助，日間托兒所，或野營度假服務的提供者不能

向您收取比當地地區中心更高的費用。 

 

在您當地的地區中心將解答有關新法律會如何影響您的有關問題，並幫助您決定您的家

庭花費參與金額。 



 

如果在父母家裏有多於一個年幼的小孩，或者他們因需要臨時遷離家庭而住在一個 24

小時家外安置所, 並且他們沒有參與加州醫療保險的資格和接受當地地區中心所支付

的服務和支援，那麽您的花費參與金額會被調整如下： 

• 有兩個年齡在 0 歲到 17 歲之間的孩子，您所支付的比率按在家裏居

住的孩子所需要的臨時救助，日間托兒及度假野營的服務而把每個孩

子的費用減少百分之 25。 

• 有三個年齡在 0 歲到 17 歲之間的孩子，您所支付的比率按在家裏居

住的孩子所需要的臨時救助，日托及度假野營的服務而把每個孩子的

費用減少百分之 50。 

• 有四個年齡在 0 歲到 17 歲之間的孩子的，您所支付的比率按在家裏

居住的孩子所需要的臨時救助，日托及度假野營的服務而把每個孩子

的費用減少百分之 75。 

• 如果有多於四個年齡在 0 歲到 17 歲的孩子，那麽您將不需要參加這

個專案。 

 



 

你能期望從您所在當地的地區中心得到什麽 

 

您當地的地區中心將： 

• 在您具備家庭花費參與專案(FCPP)政策的參與資格時通知您。  

• 通知您按附表所計算出的所須支付的金額。 

• 要求您在爲孩子所需服務註冊登記的日期開始的十（10）個工作日內

證明您每年的總收入。 

• 在收到您填寫的完整表格當天起的十（10）個工作日之內，通知您有

關的花費參與金額。 

 

父母必須做的事情： 

 

1） 您將需要向當地的地區中心證明您每年的總收入。這個收入證明可以包括： 

• 您的 W-2 領取薪金者的陳述說明的原件，或者 

• 您的薪金總額的存根，或者 

• 一份去年的收入稅金狀況表的原件，或者其他的一些記錄，以及 

• 您其他所有收入的證明。 

您必須在您登記註冊了完整的 IPP 或 IFSP 的當日起的十（10）個工作日內向您當地的

地區中心上交所有的資料。如果您不能提供此資料，則你有可能需要為你的服務支付最

高之金額 (全額)。 

 

2） 您還必須： 

• 在您的家庭收入發生變化的時候通知當地的地區中心，以便將您的花

費參與金額及時進行調整。 



• 在您的家庭人數有所變更的時候通知當地的地區中心，因爲這會影響

您所支付的花費參與金額。 

• 直接向臨時救助，度假野營或者日托的服務提供者支付您的花費參與

金額。 

 

家庭花費參與付款額的評定： 

 

您的家庭花費參與是您爲了享受服務而必須支付的金額。家庭花費參與是根據家庭成員

的人數和您的家庭收入從百分之 10 到百分之 100 滑動折算的。您的家庭收入需要高於

聯邦政府的貧困線四倍或以上。（更多的資訊請查看附帶的家庭花費參與付款額的評定

清單）。 

 

 



 

計算 FCP 的金額： 

 

為計算您的參與價格，您需要知道住在家裏的家庭成員人數以及您每年總共的收入。您

可以從您最近的聯邦政府或州立政府的收入稅金表,W-2 表格，薪金總額存根，或者其

他的記錄上得知您的收入金額。利用家庭花費參與付款額的評定清單並按下列步驟去

做： 

 

1． 找到居住於家裏的家庭成員的人數之一列。 

 

2． 找到最接近但並不超出於您每年總收入的金額。 

 

3． 閱讀左側以“%FCP”標注的一行。在“%FCP”列裏的數目是你必須支付的花費

百分比（FCP）。 

 

4． 根據所顯示的當地地區中心的 IPP 或 IFSP 乘以有關臨時救助，日托和度假

野營服務的單位/時間數量，再除以“%FCP”列裏的數目。這將會是您必須支

付的服務單位/時間的數量。 

 

（每個服務單位有一個美元支出額。您所支付的服務單位是您的花費參與

（FCP）。在適用情況下，當地的地區中心將向服務提供者支付餘下的款項。） 

 

5. 您的每年的綜合付款不能超過： 

 

a） 每年$6,400，如果孩子的年齡在 0 歲到 6 歲之間。 



b） 每年$7,000，如果孩子的年齡在 7 歲到 12 歲之間，及， 

c） 每年$7,900，如果孩子的年齡在 13 歲到 17 歲之間。 

 

上訴程序︰ 

對孩子年齡介乎初生至三歲的父母，我們會採用及早調解和合適的程序步驟以處理在計

算花費參與額上所出現的錯誤，以及根據財政困難而對調整數額所提出的上訴。有關詳

情請瀏覽http://www.dds.ca.gov/Complaints/Complt_ESHR.cfm. 

對孩子年齡介乎三至十七歲的父母，我們有兩種上訴程序︰ 一種針對錯誤而另一種則

針對家庭就其財政困難而要求調整數額。首先，假若父母相信在計算他們應要分擔的金

額上出現錯誤，他們可以在三十天內以書面向當地地區中心的行政執行官提出上訴。假

若他們不滿意行政執行官之決定，他們可以在十五天內向發展服務部的主任上訴。第二

種上訴程序為基於財政困難之理由，根據加利福尼亞管理法第 50265 章，向當地地區

中心的行政執行官要求對 FCPP 作出調整。假若父母希望就行政執行官有關調整上所

作之決定提出上訴，他們可以在十五天內向發展服務部的主任提出。 

http://www.dds.ca.gov/Complaints/Complt_ESHR.cfm


 家庭花費參與付款額的評定清單 
Effective April 1, 2009
住在家裏的家庭成員數量 

%FCP* 2  3  4  5  6  7  8  9  10  
10% $58,280 $73,240 $88,200 $103,160 $118,120 $133,080 $148,040 $163,000 $177,960 
10% $61,194 $76,902 $92,610 $108,318 $124,026 $139,734 $155,442 $171,150 $186,858 
10% $64,108 $80,564 $97,020 $113,476 $129,932 $146,388 $162,844 $179,300 $195,756 
10% $67,022 $84,226 $101,430 $118,634 $135,838 $153,042 $170,246 $187,450 $204,654 
10% $69,936 $87,888 $105,840 $123,792 $141,744 $159,696 $177,648 $195,600 $213,552 
11% $72,850 $91,550 $110,250 $128,950 $147,650 $166,350 $185,050 $203,750 $222,450 
12% $75,764 $95,212 $114,660 $134,108 $153,556 $173,004 $192,452 $211,900 $231,348 
13% $78,678 $98,874 $119,070 $139,266 $159,462 $179,658 $199,854 $220,050 $240,246 
14% $81,592 $102,536 $123,480 $144,424 $165,368 $186,312 $207,256 $228,200 $249,144 
15% $84,506 $106,198 $127,890 $149,582 $171,274 $192,966 $214,658 $236,350 $258,042 
16% $87,420 $109,860 $132,300 $154,740 $177,180 $199,620 $222,060 $244,500 $266,940 
17% $90,334 $113,522 $136,710 $159,898 $183,086 $206,274 $229,462 $252,650 $275,838 
18% $93,248 $117,184 $141,120 $165,056 $188,992 $212,928 $236,864 $260,800 $284,736 
19% $96,162 $120,846 $145,530 $170,214 $194,898 $219,582 $244,266 $268,950 $293,634 
20% $99,076 $124,508 $149,940 $175,372 $200,804 $226,236 $251,668 $277,100 $302,532 
25% $101,990 $128,170 $154,350 $180,530 $206,710 $232,890 $259,070 $285,250 $311,430 
30% $104,904 $131,832 $158,760 $185,688 $212,616 $239,544 $266,472 $293,400 $320,328 
35% $107,818 $135,494 $163,170 $190,846 $218,522 $246,198 $273,874 $301,550 $329,226 
40% $110,732 $139,156 $167,580 $196,004 $224,428 $252,852 $281,276 $309,700 $338,124 
45% $113,646 $142,818 $171,990 $201,162 $230,334 $259,506 $288,678 $317,850 $347,022 
50% $116,560 $146,480 $176,400 $206,320 $236,240 $266,160 $296,080 $326,000 $355,920 
55% $119,474 $150,142 $180,810 $211,478 $242,146 $272,814 $303,482 $334,150 $364,818 
60% $122,388 $153,804 $185,220 $216,636 $248,052 $279,468 $310,884 $342,300 $373,716 
65% $125,302 $157,466 $189,630 $221,794 $253,958 $286,122 $318,286 $350,450 $382,614 
70% $128,216 $161,128 $194,040 $226,952 $259,864 $292,776 $325,688 $358,600 $391,512 
75% $131,130 $164,790 $198,450 $232,110 $265,770 $299,430 $333,090 $366,750 $400,410 
80% $134,044 $168,452 $202,860 $237,268 $271,676 $306,084 $340,492 $374,900 $409,308 
85% $136,958 $172,114 $207,270 $242,426 $277,582 $312,738 $347,894 $383,050 $418,206 
90% $139,872 $175,776 $211,680 $247,584 $283,488 $319,392 $355,296 $391,200 $427,104 
95% $142,786 $179,438 $216,090 $252,742 $289,394 $326,046 $362,698 $399,350 $436,002 
100% $145,700 $183,100 $220,500 $257,900 $295,300 $332,700 $370,100 $407,500 $444,900 

FPL % 
4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560% 
580% 
600% 
620% 
640% 
660% 
680% 
700% 
720% 
740% 
760% 
780% 
800% 
820% 
840% 
860% 
880% 
900% 
920% 
940% 
960% 
980% 
1000% 

FPL:2009 $14,570 $18,310 $22,050 $25,790 $29,530 $33,270 $37,010 $40,750 $44,490
Section 4685 (c)(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