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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 计划说明

简介

加州的居家支持服务 (IHSS) 计划为符合条件的
老年人、盲人和/或残疾人提供服务。该计划旨
在保证人们在自己的家中的安全，避免家庭外
护理的需求。
目前，IHSS 计划帮助为全州超过五十万的人
们支付居家护理服务费用，每个月都有超过
500,000 位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居家护理服务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预计这些服务队伍人数和
服务成本在未来几年内将增加。没有 IHSS 和
服务提供者帮助，服务接受者可能无法保证自
己在家中的安全。

机构角色
IHSS 通过联邦、州和县基金支付，其中大部分服务是 Medi-Cal（医疗补助）计划的
一部分。为了使这项计划顺利运行，有很多机构都参与了该计划。

联邦和州政府
联邦和州政府向各县提供监督和指导。

县
各县负责在地方级别管理 IHSS 计划。这包括保证服务接受者要在自己的家中安全需要
哪些服务，需要多少帮助，提供这些服务需要多少时间，以及这些服务必须提供的频
率。这称为评估过程。
另外，各县还负责登记参与 IHSS 计划的服务提供者，解答服务接受者有关 IHSS 的问
题，以及识别欺诈活动。被指控为欺诈的情况将转呈至加州健保局并由其进行调查，
如果确定为欺诈，将由县检察院提起诉讼。

公共管理局和非营利性组织
公共管理局和非营利性组织与各县签订合同，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
部分服务包括：

• 维护服务提供者的登记信息，
• 向服务接受者推荐服务提供者，以及
• 提供培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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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以下是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务必要知道并理解的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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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授权
小时数：

服务接受者每个月被授权的
IHSS 服务总小时数。

每位服务接受者的授权小时数由
您服务接受者的社工在每次评估
时确定。

IHSS 工作周：

星期日午夜 12:00 开始，
下个星期六的午夜 11:59
结束。

保证您的服务接受者接受服务的
时间不超过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非常重要。

每周最多服务
小时数：

服务接受者每个工作周被授
权的服务小时数。此数字通
过将服务接受者每月授权小
时数除以 4 计算得出。

这项计算结果是您通知服务接受
者自己在每个工作周可以工作的
最多小时数的准则，有助于服务
接受者有效安排他们的服务小时
数，以确保其每月获得充足时间
的服务。

超时时间：

超时时间是每个工作周超过
40 个小时的小时数。超时
时间的费率按正常费率的
1.5 倍计算。

作为服务提供者，您有资格针对
在工作周内超出 40 小时的所有
服务小时数，在特定条件下获得
超时时间费率。

行程时间：

服务提供者在同一个工作
日内直接从提供服务的一
位服务接受者的家前往提
供服务的另一位服务接受
者的家所用的时间。支付
给服务提供者的行程时间
不会从服务接受者的每月
授权小时数中扣除。

违规：

未能遵守工作周和行程时间
限制的后果。

您的每工作周总行程时间最多
不得超过 7 小时。

违规会导致您暂时失去 IHSS 服
务提供者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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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 IHSS 计划的服务提供者，您须遵循特定步骤。

2
采集指纹并通过加州
司法部的犯罪背景
调查。

4
填写并签署“服务提供者登
记协议”(SOC 846)。此协议
为是所有 IHSS 服务提供者
都需要填写并签署的协议。
签署新的 SOC 846，即表示
您了解并同意成为 IHSS 计
划的服务提供者应遵循的规
则和要求，包括有关超时时
间和行程时间限制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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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 IHSS 服务提供者

1

填写并签署“IHSS 计划服务提供
者登记表”(SOC 426)，然后亲自
将该表格交给县 IHSS 办公室或
IHSS 公共管理局。

了解县办公室提供的“IHSS 计
划服务提供者情况介绍”。在这
里，您将了解到有关该计划的重
要信息以及作为服务提供者您需
要遵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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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采集和犯罪背景调查

所有新加入的服务提供者都必须采集指纹并参与犯罪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我未完成指纹采集和背景调查会怎样？
答：如果您提供了服务但尚未完成指纹采集和犯罪背景调查，您将无法得到
IHSS 酬劳。

问：如果我已经申请成为IHSS服务提供者，是否需要采集指纹？
答：如果您在申请成为 IHSS 服务提供者的过程中尚未采集指纹，则将需要
完成此过程。

问：如果我已经采集了指纹，是否必须再次采集？
答：如果您在公共管理局登记表上登记之前已完成了包括指纹采集在内的
犯罪背景调查，则将无需再次采集。

问：我是否必须支付费用？
答：您将必须支付与采集指纹和犯罪背景调查相关的所有费用。各县将向您
提供有关去哪里采集指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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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情况下必须完成的额外步骤：
A. 对于其服务接受者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提供者：
“服务接受者/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协议”(SOC 2256) 可帮助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
制定工作时间表。如果您为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工作，则将需要签署此表格。
它可以记录每位服务提供者在每个工作周将为服务接受者工作的小时数。工作周协议中的
总服务小时数不得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B. 对于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间协议”(SOC 2255) 可帮助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服务提
供者制定工作时间表，包括行程时间。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每个工作周的
总服务小时数不得超过 66 个小时。每工作周最多可有 7 小时行程时间，此行程时间独立于
66 小时的功服务限制。
完成这些步骤并已经过县办公室或公共管理局批准成为 IHSS 服务提供者后，则只要符合以下条
件，即有资格持续为任何 IHSS 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

• 您是在职的服务提供者。
• 犯罪背景调查为无罪。
• 无导致暂停参加该计划的超时时间或行程时间违规记录。

A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居家照顧服務（IHSS）計劃
受看護人與看護人工作週協議

B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看護人編號

居家照顧服務（IHSS）計劃
看護人工作週及通勤時間協議

IHSS 受看護人專案編號

（由同時為多位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看護人填寫）
受看護人姓名（名、中間名、姓）

我的總授權時數為

看護人姓名：

看護人編號：

A 部分 工作週計畫

。

看護人規範：

本人當前的每月總授權時數將除以 4 以得出本人的每週時數上限。我的每週時數上限為
。在某些情況下，我可能可以調整每週授權時數上限，在當週得到相較平時
更多的時數，條件是在另一週中我的時數將相應縮減。
本人理解，本表是一個工具，將幫助我為看護人安排時間。本計劃表將幫助我確保我的
看護人可以為我提供我每月所授權時數的服務。
指示：

• 州法（福利與公共結構，第 12300.4 條) 限制 IHSS 以及 Waiver 個人照護服務（WPCS）計劃的看護人提供超過
每週服務時數上限的 IHSS 和 WPCS 服務。為多名受看護人提供服務的看護人，每週最高工時限制為 66 小時。
• 每週最高工時限制不包含本表 B 部分所述之通勤時間。每週工作時間從週日 12：00AM（午夜）開始，至週六
11：59 PM 結束。
• 受看護人的授權服務按月批准，享受該等服務的時數則依據州法按週限制。您會按月和按週收到通知，告知您每
一位受看護人有多少授權服務時數。您不可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月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然而，在某些情
況下，您可以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週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受看護人可調整每週授權服務時數，然而，若
此更動會造成看護人本月相較平時更多加班工作，或一個工作週內為受看護人工作40 小時以上（而，經授權，受
看護人每週可享受的服務時數不超過40 小時），受看護人必須得到郡政府批准。
• 身為看護人員，您的職責包括：

1. 請於下方 A 欄填寫您希望可服務您的看護人姓名。

確保您每週為所有您的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總時數，加總之後不超過每週 66 小時。

2. 請於下方 B 欄填寫每位看護人的看護人編號。（編號可參見工時單。）

除非時數經過正確調整，確保您為任一位您的受看護人工作服務的時數不超過此人每週授權時數。

3. 請於下方 C 欄填寫每週指派給每位看護人的總時數上限。
SOC 2255 (Chinese)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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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週派給所有看護人的總授權工時上限（C 欄） 必須加總至您每週授權服務總時數
上限。
A
B
C
看護人姓名
（名、中間名、姓）

看護人
編號

每週
被指派
時數

1.
2.
3.
4.
5.
受看護人服務時數上限
SOC 2256 (Chinese)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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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IHSS 涵盖的服务
要获得 IHSS 服务和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考标题为“IHSS 涵盖的服务”的宣传材
料。IHSS 计划涵盖的部分服务包括：

• 准备饭菜和清理
• 喂食
• 肠道和膀胱护理
• 洗澡
• 口腔卫生
• 梳理
• 穿衣
• 洗衣
• 购买食物
每项服务下还有一个您需要知道的与每
项服务类别相应的任务列表。例如，与
家务劳动有关的服务类别“家务”下，
您将看到包括以下内容的任务列表：
• 清扫、吸尘、洗涤和地板打蜡
• 洗刷厨房台面和水槽
• 清洁浴室
• 储存食物和用品
• 将垃圾扔到家外
• 除尘并整理
• 更换床单
服务大部分情况下必须在服务接受者的家中提供。一般来说，服务接受者选择居住的
任何地方都认为是他或她自己的家。这可能是在住宅、公寓、酒店或亲戚的家中。不
过，也有一些服务可以在家外提供，例如陪同服务接受者看医生时。
由于每位服务接受者的需求都不同，大多数服务接受者将不会被授权所有这些服务。
各县必须仅授权服务接受者可保证其在家中安全所需的服务，并向每位服务接受者提
供事项通知 (NOA)，并在其中说明可以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哪些服务付款以及每个月
授权了多少时间。
在您向 IHSS 服务接受者提供任何服务之前，请务必提前了解其已获授权的服务及服务
时间。获得这些信息的最佳方式是要求查看服务接受者的 NOA。如果服务接受者无法
向您出示 NOA 或无法告诉您自己的被授权服务，则您应联系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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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要求您提供一些服务列表或任务列表中没有或县办公室尚未授权的服务，则
您不能将其作为 IHSS 计划的一部分执行该任务，并应告诉服务接受者您为什么不能执行该任务。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仍然希望您执行未经授权的任务，那么他（她）需现金向您支付您的报酬。
如果您选择为服务接受者提供一些列表中没有或尚未经过授权的服务，请勿将所用时间填写在工
时单上。IHSS 只会向您支付包含在IHSS计划内且您的服务接受者被授权的服务或任务的费用。
如果您对某服务或任务是否经过 IHSS 授权有任何疑问，请让您的服务接受者向他（她）的县工作
人员核实或您自己联系县工作人员。

服务接受者被授权的小时数
除了知道服务接受者被授权了哪些服务，还务必要知道其每周或每月被授权的各项服务小时数。
您提供每项服务的时间不应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授权小时数。

IHSS 不涵盖的服务
如上所述，如果某项服务未列在您的服务接受者的事项通知 (NOA) 中，则该服务未经过 IHSS 计划
的授权，IHSS 不会支付提供此服务的费用。如，IHSS 不会支付以下服务的费用：

• 移动家具
• 支付账单
• 为服务接受者读邮件
• 照顾宠物
• 园艺
• 与服务接受者坐在一起聊天或看电视
• 带服务接受者参加社交活动

IHSS POV 手册 |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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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提供 IHSS 服务的情况
在以下情况下不能提供 IHSS 服务：
当服务接受者在医院、疗养院或寄宿式护理机构中时。
如果您选择到这些地点中的其中一个地点探访服务接受者，并帮助执行诸如向服务接受者喂食等
任务，则 IHSS 不会向您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您提供这些服务所花费的时间不是 IHSS 计划的内
容，不应填写在工时单上。
在服务接受者进入公共机构后为其整理房屋。
如果您在服务接受者进入医院、疗养院或寄宿式护理机构后为其整理房屋，IHSS 无权向您支付该
项服务的费用。
服务接受者在度假时。
如果您陪伴服务接受者去度假，则在出发前您或服务接受者应与县社工沟通。弄清您是否可以在
度假期间向服务接受者提供 IHSS 服务，以及是否存在有关旅行的任何其他限制。
服务接受者在被监禁时。
服务接受者死亡后。
如果您在服务接受者死亡后要求为工时单上已履行服务的工作时间付款，并且接受了针对这些服
务的付款，则您将必须偿还收到的任何费用并且/或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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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接受者授权小时数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我的服务接受者的需求改变了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的需求改变，而您发现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比授权的时间
长，或者所需时间变短。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将服务接受者需求的改变报告给县工作
人员，以便他们重新进行评估。

问：如果我的服务接受者拒绝授权服务该怎么办？
答：您应确保您的工时单不包括您的服务接受者拒绝您提供的服务的小时数。如果
该服务接受者总是拒绝您提供特定服务，则您应通知县办公室，以便他们更新记录。在
工时单上填写未工作的小时数是不适当的，并且被视为欺诈。

问：我可否将授权用于特定任务的时间用来执行其他IHSS任务？
答：否。时间只能专用于县办公室确定的任务。如果完成任务所用时间比授权时间
短，剩余的时间不能用于增加其他服务的时间。

问：如果因服务接受者与我在一起而使得完成任务所用时间较长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想要陪伴您执行任务，您因此而花费的较长时间不会被支付
费用。章程规定，县办公室不能因服务接受者陪伴服务提供者而授权更多时间。您只能
收到授权时间的费用。

IHSS POV 手册 |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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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IHSS 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必须查看、理解、签署并提交给当地县 IHSS
办公室的重要表格：

服务接受者
“IHSS 计划服务接受者指定服务提供者”(SOC 426A) 包括有关新工作周、超
时时间和行程时间要求的信息。

具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
除了 SOC 426A，具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还需要签署 “IHSS 计划服
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协议”(SOC 2256)。SOC 2256 可让服务接受者和
服务提供者就工作周时间表达成一致。此协议需要服务接受者及其服务提供
者的签名。
注意：如 SOC 2256 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发生永久变化，必须更新并重新提交
表格。

服务提供者
“IHSS 计划服务提供者登记协议”(SOC 846) 说明了工作周限制。

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
除了 SOC 846，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还需要签署 “IHSS 计划
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间协议”(SOC 2255)。SOC 2255 说明了工作周限
制、7 小时行程时间限制，包括供服务提供者记录工作周时间表以及记录服务
提供者所用的行程时间（如适用）。
注意：如服务提供者和/或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时间表发生
永久变化，必须更新并重新提交 SOC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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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给服务接受者的通知：“有关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 IHSS 计划服务接受者通
知”(SOC 2271A) 说明了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2. 给服务提供者的通知：“有关服务接受者授权小时数和服务以及每周最多服务
小时数的 IHSS 计划服务提供者通知”(SOC 2271) 说明了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
时数、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以及允许您作为服务提供者向您的服务接受者执行的
服务。

重要通知

以下是您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发生变化时，将向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邮寄的
重要通知，这与通知您的服务接受者服务时数变化和/或增加新服务或删除服务发布
事项通知 (NOA) 同时进行。

您务必要了解 IHSS 工作周限制以及如何在向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时遵循这些限制。

IHSS POV 手册 |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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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周时间安排

IHSS工作周从星期日午夜12:00开始，到下个星期六的午夜 11:59 结束。

S M T W T F S
12:00am

11:59pm

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你现在有资
格在满足特定限制的情况下对各工
作周内超出 40 小时的超时时间获得
超时时间费率。超时时间费率是正
常费率的 1.5 倍。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您有责任确保您在每个工作周为所有服务接受者工
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66 个小时。如果您仅为一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您可以占用他/她
的所有服务小时数为其提供服务，只要不超过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始终确保工作时间不超过您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注意：部分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需要其服务提供者超时工作。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是这种情况，请确保不要在获得县办公室批准您可以
超出正常工作时间工作之前 超过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服务接受者/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协议”(SOC 2256) 可帮助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
接受者制定工作时间表。此表格将由服务接受者和他/她的每位服务提供者填写并签
名。它可以记录每位服务提供者在每个工作周将为服务接受者工作的小时数。工作周
协议中的总服务小时数必须与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一致。但注意，该协
议只是指南。您的服务接受者可以调整您或您的服务接受者的其他服务提供者在任何
指定周内工作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方式，只要他们不超过该服务接
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且不会导致该服务接受者的其中一位服务提供者超出一
个工作周 66 小时的工作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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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间协
议”(SOC 2255) 可帮助为多位服务接
受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制定工作周
时间表。此表格包括行程时间，限
制服务提供者每个工作周直接从为
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前
往为另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
地点的行程时间不超过 7 个小时。

工作周调整：
有时候，您的服务接受者可能会要
求您调整您的工作小时数以满足他/
她的需求。 在同时满足以下所有
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您的服务接受
者有权不申请县办公室的批准，对
您的每周工作小时数进行调整：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看護人編號

居家照顧服務（IHSS）計劃
看護人工作週及通勤時間協議
（由同時為多位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看護人填寫）
看護人姓名：

看護人編號：

A 部分 工作週計畫
看護人規範：
• 州法（福利與公共結構，第 12300.4 條) 限制 IHSS 以及 Waiver 個人照護服務（WPCS）計劃的看護人提供超過
每週服務時數上限的 IHSS 和 WPCS 服務。為多名受看護人提供服務的看護人，每週最高工時限制為 66 小時。
• 每週最高工時限制不包含本表 B 部分所述之通勤時間。每週工作時間從週日 12：00AM（午夜）開始，至週六
11：59 PM 結束。
• 受看護人的授權服務按月批准，享受該等服務的時數則依據州法按週限制。您會按月和按週收到通知，告知您每
一位受看護人有多少授權服務時數。您不可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月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然而，在某些情
況下，您可以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週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受看護人可調整每週授權服務時數，然而，若
此更動會造成看護人本月相較平時更多加班工作，或一個工作週內為受看護人工作40 小時以上（而，經授權，受
看護人每週可享受的服務時數不超過40 小時），受看護人必須得到郡政府批准。
• 身為看護人員，您的職責包括：
確保您每週為所有您的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總時數，加總之後不超過每週 66 小時。
除非時數經過正確調整，確保您為任一位您的受看護人工作服務的時數不超過此人每週授權時數。

SOC 2255 (Chinese) (11/15)

PAGE 1 OF 7

• 您是唯一的服务提供者；
• 您不为任何其他服务接受者工作；
且
• 您的周工作时间表可以在该月剩余工作周内进行调整，确保您的工作时间不超过您的服
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确保您在该月的超时工作小时数不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
的工作时间。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的调整需要您如下工作，将需要申请获得县办公室的批准：

• 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而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
或
• 您的工作时间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且当月的超时工作小时数多于
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您应始终向您的服务接受者核实，确保在以下情况下他/她已获得批准或者会尽快获得批准：您
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但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作时间已超过
40 个小时，或者您的一周工作时间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会导致您在该月
的超时工作小时数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注意：即使您获得了县办公室的调准批复，也绝不能超过该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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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历上记下您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和分钟数将有助于您准确填写您的工时单。在将
小时数和分钟数转填到工时单上时，应确保将它们填写在指定的框内。

将每月两次将工时单寄送给作为服务提供者的您。
您可以将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和分钟数相加，并将此数字填写到每个工作周底部的
“总计”部分。这将有利于您确保工作时间不超过您服务接受者指定的小时数。
STATE OF CALIFORNIA—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000000003

SOC 2261 (7/15)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IHSS)
INDIVIDUAL PROVIDER
TIMESHEET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1501 SOMETHING AVENUE,
SACRAMENTO CA 90000

FIRST, LASTNAME
565 SOMETHING DR.
SAN JOSE CA 95116-3439

5.

M

6.
7.
8.
9.

Use black ink only and press firmly. Numbers must be readable.
Your defined workweek is from Sunday 12:00 AM to Saturday 11:59 PM.
Do not send any other documents with the timesheet.
Only write in the hours, minutes, signature, and date boxes. Do not write in any box with
a preprinted 0. Any extra writing on the timesheet can delay your paycheck.
You will not be paid for hours claimed more than the recipient’s IHSS Program
authorized hours (as shown in the "hours" field below) or the weekly allowed
hours. Claiming extra hours can delay your paycheck.
You must enter hours for each day worked (Total line is optional).
You and your Recipient must sign and date the back of your timesheet.
Do not fold the timesheet. Do not use white out or correction tape on timesheet.
Claimed = hours worked and claimed in previous pay period.

E

1.
2.
3.
4.

PL

正确填写工时单

您和您的 IHSS 服务接受者应记录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和分钟数。

Provider #:
Case #:
Type:
Pay From:

000000000
43 01 0000000
IHSS
07/01/2015

Provider Name:
Recipient Name:
Timesheet No:
Pay To:

Workweek #1

Workweek #2

Workweek #3

Claimed : 00:00

Claimed : 00:00

Claimed : 00:00

SA
S
M
T
W 01
T 02
F 03
S 04

LASTNAME, FIRST
LASTNAME, FIRST
4000059138
07/15/2015
Hours: 52:30

0 0
0 0
0 0

0 0 S 05
0 0 M 06
0 0 T 07
W 08
T 09
F 10
S 11

S 12
M 13
T 14
W 15
T
F
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Workweek #4
Claimed : 00:00

S
M
T
W
T
F
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在将工时单放入预先填写好地址的寄回信封内寄送之前，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必须在
工时单的背面签名并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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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黑色墨水并用力书写。



确保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都已在工时单背面签名并注明日期。



沿虚线剪开。



请勿折叠工时单。



仅填写您每天用于提供授权服务的小时数和分钟数。



每个信封仅邮寄一张工时单。



将正确的邮票贴在提供的信封的外面。

工时单提示

正确填写工时单将确保及时处理并支付您的酬劳。
务必遵循工时单上显示的说明，包括以下各项：

遵循这些提示可帮助您正确填写并提交您的工时单，以避免付款延迟。正确填写 IHSS
工时单将可帮助您及时收到款项，避免申请付款的小时数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
务小时数，防止出现可能导致不及时付款、违规和/或暂停参加 IHSS 计划资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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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寄工时单和/或“行程付款申请表”时，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必须牢记两个重要
地址。

1. 无行程的工时单
如果您不需要在同一个工作日内直接从一位服务接受者家里前往另一位服务接受者家
里，则工时单随附的寄回信封的左上角将有一道黑条，并预先填写好了以下地址：

2. 有行程的工时单
如果您在同一个工作日内直接从一位服务接受者家里前往另一位服务接受者家里，则
工时单和“行程付款申请表”随附的寄回信封的左上角将有一道红条，并预先填写好
了以下地址：

使用正确的信封将可帮助您避免付款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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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即使服务接受者可以调整他/她的每周授权小时数，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超过
该服务接受者每月授权小时数。如果您在某周的工作时间多于平常，则必须调整当月
其他几周的工作时间。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需要您按如下方式工作，则他/她必须获得县办公室的批准，
方可调整您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您一工作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而该服务接受者的
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
或
您的工作小时数超过该服务接受者每周授权小时数，导致您
该月的超额小时数比正常日历月工作时数多。

调整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部分情况下，您的服务接受者需要您提供授权服务的时间可能比 SOC 2271A 上规定的
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多。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务必要知道何时需要获得县办公室批
准，以防违规。

在同时满足以下所有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您的服务接受者有权不申请县办公室的
批准，对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进行调整：

1. 您是该服务接受者的唯一服务提供者；
2. 您不为任何其他服务接受者工作；且
3. 您的周工作时间表可在该月剩余工作周内进行调
整，确保您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每月授权小时数，
或者确保您在该月的超时工作小时数不多于您在
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在您的服务接受者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位服务提供者生病或因其
他原因无法在指定周内工作，您的服务接受者可以将该服务提供者的部分或全部周服
务小时数指定给另一名（一些）服务提供者，即使这会导致该（这些）服务提供者超
时工作。不过，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您的服务接受者才可以不通过县办公室的批准进
行此调整：1)
服务提供者工作的额外小时数不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
数；或 2) 如果服务提供者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该服务提供者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
作时间不超过 66 个小时。
IHSS POV 手册 |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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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需要您工作比其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更长的时间，并且执行的
工作将导致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
或者导致比您在正常情况下工作产生更多的超时小时数，则您的服务接受者将需要
联系县办公室以获得一次例外情况，从而允许您工作更多超时小时数。
例外是服务接受者通过电话或书面信函向 IHSS 县办公室提出的申请，以便该
服务接受者调整其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授权他/她的服务提供者在特定工作
周内工作更多小时数，这可能会导致该服务提供者在一个日历月内工作更多
超时小时数并按照超时小时数收取报酬。
如果您的 IHSS 服务接受者想要申请例外，他/她必须在以下时间提出申请：
1. 在导致需要申请例外的事件发生之前，或者
2. 在确保安全后尽快，以避免由于没有提供必要的服务而危及服务接受者的健康
和安全。
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接受例外的示例如，在特定周内额外的洗衣服务以清洗
脏的亚麻制品或衣服。
不可接受的例外情况如，要求在某周加倍延长授权小时数，以弥补服务提供者由于服
务接受者在该月第一周住院一周而未能提供的服务小时数。
请注意，在某周内因例外情况使用更多小时数将导致该月其他周可用的小时数减少。
如可能，您的服务接受者必须在该服务发生之前提出申请。如果无法在提供服务之前
获得批准，则您的服务接受者必须在提交发生工作周调整的支付周期工时单前提出申
请，确保为您及时恰当地付款。
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将收到县办公室通知，告知您例外情况批准或拒绝结果。您和您
的服务接受者将收到县办公室通知，告知您例外情况批准或拒绝结果。如果例外被拒
绝，而您已工作了这些小时数并记录在了工时单上，则您将依然收到付款但也同时会
收到一个违规通知。您的服务接受者也将收到有关该违规的信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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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且需要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一
个工作地点直接前往另一个工作地点，则您每个工作周最多可得到 7 个小时的行程时
间补偿。
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为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或在工作完成后回家
所用的时间。 在两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之间所用的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受
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内，也不会从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中扣除。

行程时间

行程时间是服务提供者在同一天内直接从为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 IHSS 服务的地点前往
为另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 IHSS 服务的另一个地点所用的时间。

部分适用于行程时间的规则：
1. 每工作周允许的行程时间上限是 7 个小时。
2. 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指定每周服务小时数内。
3. 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或每月授权小时数内。
4. 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提供服务的地点或在工作完成后回家所用的
时间。
注意： 如果您在自己的家为某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并且需要前往另一位服务
接受者的家提供服务，您将获得前往另一位服务接受者的家所用行程时间的补
偿，但您提供完服务回家所用的时间不会获得补偿。您回家所用的时间不应在
工时单上申请付款。
5. 无论您采用何种交通方式（例如开车、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坐火车），都可
以获得行程时间补偿。但是，您不会获得油费、公交车票等旅行费用补贴，行
程时间将按照您前往提供护理的县的工资率计算。
6. 请务必记录您每周的行程时间，以便可以在工时单上报告该时间。
请认真规划您的行程时间。记住，您每个工作周最多只能有 7 个小时的行程时间。
如果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个小时，将被记录为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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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必须填写 “IHSS 计划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
间协议”(SOC 2255)。此协议解释了工作周、7 小时行程时间限制，包括供您规划工
作周时间表和记录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之间的每周预计行程时间的区域。
完成 SOC 2255 有利于：

• 确保您的工作时间或行程时间不超过每个工作周所允许的时间，保持在
66 个小时的最大工作周限制内。
• 确保您将收到“行程付款申请表”。
• 防止可能的付款延迟并帮助您避免违规。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看護人編號
必须正确填写并提交 SOC 2255，特别是 B 部分，以便您能获得行程时间补偿。

B 部分 通勤時間

B
A
您將通勤往返的兩位受看護人姓名

從

到

C
受看護人住
處之間的距
離（以英哩
計算）

D
預估受看護人
住處之間所需
花費之通勤時
間（以分鐘計
算）

F
E
每週於受看護人住 每週於受看護人住
處之間通勤的天數 處之間預計的通勤
時間（欄D x 欄E)

每週預估總通勤時間
您要如何在兩位受看護人所在位置之間通勤？
自駕車*
公共交通

其他，請註明：

* 若您將開車通勤，您必須持有有效加州汽車駕照和保險證明，而您的車須有現行的牌照註冊登記。若您沒有有效的
注意：当服务提供者和/或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您的工作时间表发生永久
的加州汽車駕照、保險證明或現行汽車牌照，您駕駛您名下汽車以提供 IHSS 服務將被視為違法行為。您則必須選擇
变化时，必须更新并重新提交 SOC 2255。
其他通勤方式，例如：公共運輸。若您已經選擇駕駛汽車，而您駕駛汽車的法律資格有變動（例如：您的加州汽車駕
照、汽車保險、汽車牌照登記過期或不再有效），您必須告知郡政府，並改選其他通勤方式。若您沒有告知郡政府，
您將被視為違反 IHSS 計劃規範，並可能被中止資格。

SOC 2255 (Chinese)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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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办公室收到并处理 SOC 2255 后，如果您有资格获得行程时间的付款，则您将在同一信封内
收到“行程付款申请表”(SOC 2275) 和针对您为每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工时单。 要申请行程
时间付款，您将需要正确填写“行程付款申请表”。
行程时间在您前往的服务接受者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申请付款。如果您在一个工作周内
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7个小时，您将依然获得超额小时数补偿，但将被记录为违规。

如有“行程付款申请表”需处理和付款，则需先处理工时单。 工时单和“行程付款申请表”
应装入预先填写好地址的信封一起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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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行程时间付款？
答：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且在同一天内直接从为一位服务接受
者提供服务的一个地点（工作地点）前往为另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另一个
地点（工作地点），则您有资格获得此行程时间的付款。不过，每个工作周最多
只能有 7 个小时的行程时间。如果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个小时，您将会获得超额小时数的付款（最多总共 14 个小时），但将被记录
为违规。

问：我是否可以获得从自己的家前往第一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所用时间的付款？
答：否。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为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或
工作完成后回家所用的时间。

问：我在两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之间所用的行程时间是否包括在我的服务接受
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内？

答：否。在两位服务接受者的地点之间所用的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
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内，也不会从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中
扣除。

问：如何申请行程时间付款？
答：要申请行程时间付款，您将需填写“行程付款申请表”。如果您有资格
获得行程时间补偿，则您将收到同时装有“行程付款申请表”和针对您为每位服
务接受者工作的工时单的信件。

行程时间在您前往的服务接受者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申请付款。例如，如果从
服务接受者 A 所在地点前往服务接受者 B 所在地点所用的时间为 30 分钟，您要在服
务接受者 B 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申请 30 分钟的行程时间付款。如果您的行程跨
县，则行程时间按照您前往的县的工资率付款。
如需得到“行程付款申请表”款项，需先处理工时单。“行程付款申请表”可以与同
一支付周期的相应工时单一起提交，也可以在该支付周期后提交。
确保将填写好并签名的“行程付款申请表”邮寄到正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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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行为将导致违规：
1. 在您的服务接受者每个工作周授权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且未
获得县办公室批准的情况下，您在一个工作周内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
2. 在未获得县办公室批准的情况下，在一个工作周内为您的服务接
受者工作的时间超过其被授权的时间，导致您在该月内的超时工
作小时数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如何预防违规

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务必要遵循所有 IHSS 工作周和行程时间限制，以保证您的工作
时间不超过限制并申请超额小时数的付款。如果您未能遵守这些限制，将被记录为
违规。

3. 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时，一个工作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66 个
小时；
4. 在一个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个小时。

如果您违反了工作周和/或行程时间限制，县办公室将向您寄送违规通知。
同时向您为其工作的所有服务接受者寄送通知，告知他们此违规情况。包括违规原因
的详情。
如果您对违规有不同意见，可以在收到违规通知之日起 10 个日历日内申请让县办公
室对违规进行复核。
您将收到说明复核结果的通知。
第三和第四次违规通知将说明您可以如何申请加州社会服务部成人计划部门申诉处的
复核。如果您想对这些违规提出争议，必须在县办公室通知之日起 10 个日历日内申
请复核。
请参考“违规”讲义，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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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知道关键的服务提供者要求。所有服务提供者都务必要知道这些要求，因为这
些制约条件适用于您。

保密
您可能知道，在您去看医生或寻求其他保健服务提供者帮助时，他们需要对您的所有
医疗信息保密。适用于医生、医院和其他保健专业人员的相同规则也适用于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的您。您不得泄露有关服务的任何信息，包括某人接受 IHSS 服务或被授权
的具体服务和小时数。未经服务接受者或负责该服务接受者的法律事宜的人的书面同
意，您不得与任何个人或组织讨论有关该服务接受者的任何信息。分享有关服务接受
者的这些信息的任何人均构成轻度犯罪。

强制举报
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您有“强制举报”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强制举报是指您有向
县成人保护机构或儿童保护机构立即举报任何可疑虐待行为的义务。必须举报的虐待
类型有多种，包括身体虐待、精神折磨、遗弃、隔离、经济虐待、忽视、绑架和性虐
待。对举报虐待的人的信息进行保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强制举报人”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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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取消常见问题解答

问：如果我不同意犯罪背景调查中的信息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不同意犯罪背景调查中的信息，可以申请让司法部纠正该信息。
请记住，县办公室和州社会服务部都无法帮助解决犯罪背景记录中的任何错误。

问：如果我不同意被取消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该怎么办？
答：如果您不同意因犯罪背景调查中的信息而被取消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资

资格取消和申诉

如果您曾被宣判特定罪名，可能会被取消作为IHSS服务提供者的资格。此资格取消期
限为 10 年。

格，将需要向州社会服务部申诉或申请社会服务部的一般例外。您的无资格通知
中将包含有关如何提出申诉或一般例外的信息。
县办公室可提供有关申诉流程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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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务提供者，与您的服务接受者就工作周时间安排进行沟通很重要。如果
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或者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有多位服务提供者，则存在
一些重要注意事项。

服务提供者责任：
• 如果您仅为一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可以占用他/她的所有授权小时数为其
服务。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请确保您在每个工作周为所有服务
接受者工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66 个小时。
• 告诉服务接受者您何时有时间以及有多少个小时可用。这有利于服务接受者
决定他/她是否将需要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来负责其授权小时数。
• 工作时间或申请付款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指定的小时数。
• 阅读 “有关服务接受者的授权小时数和服务以及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服务
提供者通知”(SOC 2271)，其中说明了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
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以及允许您执行的服务。

服务接受者责任：
• 为每位服务提供者制定时间表，以便所有服务提供者工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 阅读 “有关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服务接受者通知”(SOC 2271A)，其中说明
了服务接受者可以让其服务提供者为自己工作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 服务接受者需要知道自己的服务提供者是否为其他服务接受者工作。如果服
务提供者不能满足服务接受者所有被授权的 IHSS 小时数，服务接受者可以雇
用其他服务提供者。
• 了解如何逐周调整服务小时数，以及何时需要或不需要获得县办公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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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知道任何服务接受者或服务提供者犯有您认为是 IHSS 或其他医疗补助欺诈的
行为，则必须通过拨打免费电话、发送电子邮件或填写在线表格，将此情况报告给
医疗补助相关部门。下面的信息也包括在“医疗补助欺诈和滥用”宣传材料中。
IHSS 热线：(800) 822-6222 电子邮件：Fraud@dhcs.ca.gov 网站：www.dhcs.ca.gov
在线投诉表格：
http://www.dhcs.ca.gov/individuals/Pages/StopMedi-CalFraud.aspx

计划与诚信

IHSS 是由联邦、州和县资金资助的 Medi-Cal（医疗补助）计划。这意味着 IHSS 欺诈
即为医疗补助欺诈。加州健保局负责调查医疗补助欺诈。

您不必提供欺诈的证据，加州健保局的调查员将判定是否犯有医疗补助欺诈行为。

察觉欺诈的方式
除了公众举报，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侦查欺诈：

• 通过与其他联邦和州机构联网的电脑，
• 通过评估过程，
• 通过县和/或州工作人员进行质量保证和欺诈识别活动，以及州和/或县工
作人员突然到访服务接受者的家。

欺诈和 IHSS 计划
在您申请成为 IHSS 计划中的服务提供者时，您必须签署声明，承诺：

• 在过去 10 年内，您未被判犯有 1 或 2 级排除犯罪，包括针对政府卫生保健
或支持服务计划的欺诈，
• 您了解，如果您曾被宣判犯有特定 2 级犯罪，则登记成为 IHSS 服务提供者
需要获得豁免或一般例外，以及
• 同意偿还州政府任何因欺诈获得的超额付款。
如果您被宣判犯有针对政府卫生保健或支持服务计划的欺诈行为，加州法律规定，
在定罪后或定罪监禁后 10 年内不能提供 IHSS 服务或因提供IHSS服务获得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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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避免欺诈的提示
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犯欺诈行为。抽出宝贵时
间仔细阅读“避免欺诈的提示”讲义。

• 请务必检查 SOC 2271 和 SOC 2271A。
• 指定的工作时间表应在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
范围内。
• 适用情况下，填写“IHSS 计划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协议”
(SOC 2256)，这可协助服务接受者为其服务提供者安排工作周的时间，
确保服务提供者服务时间不超过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
• 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必须为其服务提供者分配其每周最
多服务小时数，确保所有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每周总小时数不超过该
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总工作时间不
能超过 66 个小时。
• 了解工作周限制并知道何时需要县办公室批准才能调整工作周。
•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务必要了解行程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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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本手册能帮助您和您的服务接受者更好地了解 IHSS 计划。

结束

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您当地的县 IHSS 办公室或 IHSS 公共管理局，或访问加州社
会服务部居家支持服务网站，网址：http://www.cdss.ca.gov/inforesources/IHSS.

加利福尼亚州
州长 Edmund G. Brown Jr.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部长 Diana S. Dooley
加州社会服务部
部长 Will Light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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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服务接受者与服务提供者工作协议
此工作协议将解释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表。您可以使用此表格引导您与新的服务
提供者展开讨论。
完成并签署此工作协议。本协议将成为约定职责的记录。
1. 此工作协议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
双方签订
消费者/雇主（姓名 [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提供者/雇员（姓名 [正楷]）

2. 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同意以下通则。
服务接受者同意：
• 为服务提供者分配工作并提供指导。
• 当小时数或职责变化时（如可能），应提前告知服务提供者。
• 不要求服务提供者为服务接受者以外的任何其他人提供服务，或做未获I
HSS授权的事。
• 如果服务提供者的工时单显示的工作小时数无误，应及时在该工时单上
签名。
服务提供者同意：
• 执行约定的任务和职责。
• 如果迟到、生病或无法工作，尽快电话联系服务接受者。
• 按时上班（请参见此页背面的工作小时数）。
• 尽量避免使用服务接受者的电话进行个人通话或拨打长途电话。
• 不要求借钱，不要求预支现金。
• 如遇休假或离职（如可能），提前两周通知消费者。
3. 服务提供者的酬劳将根据县办公室为IHSS服务提供者设定的费率支付。
4. 本工作的工作小时数如下所示。
已安排的天数和小时数的变更需要双方约定同意，并提前通知。部分服务提供
者可能需要每天分时段工作，以便满足服务接受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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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工作周从星期日午夜12:00开始，到星期六午夜11:59结束。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小时数
小时数

服务接受者和服务提供者签署此文件，即表示同意上面列出的各项条款。如果协议发
生变更，双方将使用姓名首字母缩写签署变更并注明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接受者/雇主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提供者/雇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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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授权任务
标记您需要服务提供者执行的任务，并说明这些任务执行的频率。在标记任务列表的过程中，提出
您希望他/她知道的所有特殊事项。备注帮助您的服务提供者记住您的要求。
请牢记：IHSS仅会为您的社工支付经过授权的服务费用。在给为您提供帮助的人员授权小
时数时，您的社工考虑了您无需帮助即可安全完成的事情。对您而言，尽可能保持自理非
常重要，因此您不应要求服务提供者去做您自己能够独立安全完成的事情。
使用下表说明各项任务执行的频率是每天（D）、
每周（W）、每月（M）一次，还是需按其他时间安排 (O) 完成，如每周两次。

D=每天一次

W=每周一次

M=每月一次

O=其他

频率
授权任务

备注

家务

❑
❑
❑
❑
❑
❑
❑
❑
❑
❑
❑
❑

拖厨房和卫生间地板
清洁卫生间
整理床铺
更换床单
清洁水槽
清洁炉灶
清洁烤箱
清洁冰箱
吸尘/清扫
擦洗台面
除尘
倒垃圾

饭菜

❑

准备饭菜

❑

餐后清理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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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任务

频率

备注

洗衣

❑

洗涤、烘干、折叠并收好洗净的衣物

购物

❑
❑

购买食物
其他购物和杂事

个人护理服务

❑
❑
❑
❑
❑
❑
❑
❑
❑
❑
❑
❑

穿衣
梳理和口腔卫生
洗澡
床上擦浴
大便和小便护理
月经护理
帮助行走
上床和下床
帮助上/下座椅或进/出车辆
换位
擦拭皮肤
提供假体/服药方面的帮助

辅助医疗服务

❑
❑
❑

血糖检查
注射
其他辅助医疗服务

陪同服务

❑

陪同医疗就诊

❑

陪同前往其他资源地点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县 IHSS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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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涵盖的服务
如何使用此表：
1. 阅读IHSS服务提供者通知，该通知列出了IHSS计划为您的服务接受者授权的服务。询问您的
消费者/雇主，每月授权您工作的小时数。 如果他们无法告知您，请联系县办公室询问有
关授权服务和授权小时数的信息。
2. 获得授权服务和授权小时数相关信息后，请查看以下列表，确定服务中包括的任务。
请记住，大多数服务接受者不会得到所有在列服务的授权，您的酬劳仅根据您的服务接受者
获得授权的服务和内容。另外，还请牢记各项服务被授权的时间量。

IHSS 服务
陪同前往其他资源地点

陪同医疗就诊

走动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任务
帮助消费者往返其他资源地，以便IHSS服务接受者在该地点获
得并非由IHSS提供的服务。
帮助消费者看医生、牙医或其他健康相关诊疗，以及从该地
点返回家中。如果消费者在途中和/或往返目的地期间需要帮
助完成特定的IHSS任务，则等待时间包括在内。如果服务接
受者能够自行驾车前往诊疗，但在目的地需要帮助，则等待
时间也包括在内。仅当服务提供者未履行工作职责但也不能
将时间有效用于他/她自己的目的时，才会授权等待时间（即
“当班等待时间”）。一般而言，“当班等待时间”无法预
测，并且持续时间较短。“当班等待时间”可以获得报酬。
如果服务提供者完全从履行工作职责中脱离出来，并有足够
的时间有效用于他/她自己的目的（如吃饭休息、办私事或读
书），则不会授权等待时间（即“歇班等待时间”）。服务
提供者必须提前得到通知，在指定时间之前不必恢复工作。
“歇班等待时间”不会获得报酬。

帮助消费者行走或在家中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包括：往返
卫生间；上下楼梯；移动和取回辅助设备（如拐杖、助行器
或轮椅等）；以及在执行这些任务前后清洗/擦干双手。走动
还包括帮助服务接受者从车上往返正门，包括上下车进行医
疗陪同和/或前往其他资源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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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 服务

任务

洗澡、口腔卫生/梳理

帮助消费者洗澡或淋浴；为服务提供者递洗澡巾、肥皂和毛
巾，以及最后将它们取走；打开和关闭水龙头、调节水温；
帮助消费者进出浴缸和淋浴间；清洗、冲洗和擦干消费者够
不到的身体部位；涂敷乳液、粉和香体露。刷牙、漱口、护
理假牙、使用牙线洁牙。梳/刷头发；在消费者无法去理发店
/发廊时，为其理发；使用洗发水洗头、使用护发素护发，以
及吹干头发；剃须；清洗和擦干您的双手。

大便和/或小便护理

帮助消费者上下便池或马桶；为消费者擦拭和清洁；帮助消
费者使用、倒空和清洁床用便盆/床边马桶，尿壶，造瘘、灌
肠器和/或导尿管容器；垫尿布；准备更换尿布；管理衣物；
更换一次性手套；以及清洗/擦干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双
手。 此项服务不包括插入灌肠器、导尿管、栓剂、作为瘫
痪患者大便生物程序一部分的用手刺激，或结肠造瘘灌洗。
所有这些任务均属于“辅助医疗服务”。

假体方面的护理和帮助

帮助取下或佩戴、保养或清洁假体设备（如假肢和眼镜/助听
器），在执行这些任务前后清洗和擦干双手。 此服务领域
还包括帮助消费者服药，如提醒消费者在适当时间服用处方
和/或非处方药，和/或开具药物。

家务（家务劳动）

仅限于清扫、吸尘以及清洗地板、厨房台面和水槽；清洁卫
生间；储存食物和用品；将垃圾扔到家外；除尘并整理；更
换床单；清洁烤箱和炉灶；清洁冰箱和除霜；为仅有木柴炉
子的服务接受者拿进木柴以便烹饪；更换灯泡；以及轮椅清
洁或为轮椅电池充电。

穿衣

清洗/擦干双手；帮助消费者穿脱衣服、胸衣、弹力袜、背带
和/或调紧/松开、扣上/解开纽扣、拉上/拉开拉链、系上/解
开衣服和内衣；换下脏衣服；为消费者递送工具以帮助其独
立穿衣，如穿袜器。

喂食

帮助消费者吃东西和饮用液体食物；帮助消费者够到、拿
起、抓握餐具和杯子；以及在喂食前后清洗和擦干您的双
手。 此项服务不包括胃管喂食，这种方法属于“辅助医疗
服务”。 此项服务也不包括将食物切成一口大小的小块或
将食物捣成泥，这些工作属于“准备饭菜”。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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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 服务

任务

全面清洁

彻底清洁住所，消除有害的垃圾或污垢。本项服务为一次性服
务，通常涉及将大量杂物扔进垃圾箱。 此项服务很少需要，
并且很少获得批准。 在全面清洁结束后，您应通过家务服务
（如获批准）保持住所清洁。

餐后清理

清洗、冲洗、干燥餐盘、壶、锅、餐具和电器设备，并将它
们收好；装卸洗碗机；存放/收好剩饭剩菜；擦净桌面、台
面、炉灶和水槽；清洗和擦干您的双手。

月经护理

限于外垫和更换卫生巾，以及外部清洁；以及在执行这些任务
前后擦拭和擦干双手。 即便您的消费者偏好使用卫生棉条，
您也不得帮助插入这类用品。 如果消费者穿戴尿布，则无需
月经护理，因为这段时间将作为“大便和/或小便护理”的一
部分进行评估。

上/下床（移动）

帮助消费者从一个站、坐或躺着的位置移动至其他位置，和/
或从一件设备或家具移动至其他设备或家具。 这包括从床、
椅子、沙发、轮椅、助行器或辅助装置上移动，这通常发生在
同一房间内。 这可能包括使用霍耶升降机或者类似装置或输
送带。 此项服务不包括为了防止皮肤破裂或褥疮为卧床不起
的消费者翻身。 翻身属于“擦拭皮肤和换位”服务。

其他购物和杂事

取处方药，以及购买消费者需要的非食品类物品。 这包括制
定购物清单、往返商店、购物、搬运、卸下、存放购买的用
品，以及办理合理的杂事，如支付拖欠的付费以防止切断公共
服务或取处方药。 不包括每月支付账单的时间。

辅助医疗服务

辅助医疗服务是一系列技术性任务，消费者的医生或护士已教
过您怎样做，如给服药物、刺穿皮肤以便为消费者注射、将医
疗装置插入身体孔口（如胃管喂食）、插入导尿管或灌洗结肠
造瘘、需要消毒程序的活动（如护理褥疮），或者根据执业健
康护理专业人员提供的培训需要判断的活动（如将瘫痪患者放
入站立架中。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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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 服务

任务

准备饭菜

制定餐食计划；将食物从冰箱或食品柜中取出；在准备饭菜前
清洗/擦干双手；清洗蔬菜、去皮和切片；打开包装、罐头和
袋子；测量和混合各种成分；架起壶和锅；切肉；再次加热食
物；烹饪和安全操作炉灶；布置餐桌；上饭菜；将食物捣成
泥；以及将食物切成一口大小的小块。 当食物正在烹饪并且
无需您关注时，您应提供其他服务。

保护监督

注意神志不清、患有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的服务接受者的行
为，以免他/她受伤或遭遇危险或意外事故。

清除冰雪

当必经通道上和大门前的冰雪对进出住所造成危险时，清除地
上冰雪。

擦拭皮肤和换位

擦拭皮肤以促进循环；在床上翻身，以及其他方式的换位；
各种活动训炼。 如果服务接受者长出褥疮，则注意服务不
包括护理褥疮。 此项护理将是“辅助医疗服务”的一部
分。

呼吸辅助

限于非医疗服务，如帮助进行
自己吸入氧气，帮助安装CPAP机，清洁IPPB和CPAP机。

日常床上擦浴

为消费者递取肥皂、洗澡巾和毛巾；在盆中装水，并将盆子端
给消费者；清洗、冲洗和擦干身体；涂敷乳液、粉和香体露；
清洁用于床上海绵擦浴的盆子或其他物品，并将它们收好；以
及在擦浴前后清洗并擦干您的双手。

日常洗衣

清洗和烘干衣物、缝补、熨烫、折叠衣物，并将它们存放在衣
柜中、架子上或抽屉中。当衣物在洗衣机和烘干机中时，您应
进行其他IHSS服务。

购买食物

在最近的杂货店购买食物。 不允许因消费者与您一起去商
店而产生额外时间。 购买食物，包括制定食品清单、往返
商店、购物、搬运、卸下和存放食品。

教导和演示

如果在教导消费者后他们可以学会变得独立，教导消费者如
何执行某些任务。 只允许教导和演示很短一段时间。

减少庭院危险

当草皮、杂草、垃圾或其他危险物品形成火灾隐患时，清除
隐患。这不属于园艺服务。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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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级罪行

第1级罪行包括：
•
•
•

根据《刑法》(PC) 第 273a(a) 条，规定的虐待儿童；
根据PC第368条的规定，虐待老人或无自理能力的成年人；以及
针对政府医疗保健或支持服务计划进行的欺诈。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被宣判犯有第1级罪行，或在定罪后被监禁，则您将没有资格被登
记为IHSS服务提供者，也没有资格因提供支持服务从IHSS计划中获得付费，即使您的罪
行已从您的记录中消除。
申诉申请
如果您认为自己被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错误地拒绝了资格，则您有权向服
务提供者登记申诉部门 (PEAU) 提交“申诉申请”表 (SOC 856)，方法是将填好的“申诉
申请”表邮寄至以下地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Policy and Litigation Branch
Provider Enrollment Appeals Unit, MS 9-9-04
P.O.Box 944243
Sacramento, CA 94244-2430

必须在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发出拒绝通知之日起60天内向PEAU提交“申
诉申请”。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申诉流程的问题，还可拨打 (916) 556-1156 与PEAU电话联系。
请注意，有第1级犯罪记录的人没有针对获得个人豁免或提交一般例外申请的资格。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第2级罪行
第2级罪行包括：
《刑法》(PC)第 667.5(c)条和第1192.7(c)条规定的暴力或严重犯罪；
根据PC第290(c)条，需将某人登记为性犯罪者的严重犯罪；以及
•
根据《福利和机构法典》(Welfare & lnstitutions Code, W&IC)第10980(c)(2)和(g)
(2)条中的定义，针对公共社会服务计划进行欺诈的严重犯罪。
（注意：以上所列内容并不全面；其他罪行也可能符合第2级罪行的条件。）
•
•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被宣判犯有第2级罪行，
或在定罪后被监禁，则您将没有资格被登记为IHSS服务提供者，也没有资格因提供支持服务
从IHSS计划中获得酬劳。不过，即便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根据第2级定罪记
录确定您没有资格，如果以下条件之一适用/发生，您仍可能有资格被登记为IHSS服务提供
者：
•
您向服务提供者登记申诉部门(PEAU)提交了“申诉申请”表 (SOC 856)，随后PEAU推
翻了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拒绝您成为IHSS服务提供者的决定；
您获得了“浪子回头证明”(certificate of rehabilitation)，或者根据PC第1203.4条，
您的定罪记录已从记录中消除；
•

o
不过，某些罪行并不适用 Pc第1203.4条消除定罪记录规定，因此，因下列任何第2
级罪行而被定罪的记录将导致申请人无法被登记为IHSS服务提供者：

PC 286(c) 鸡奸14岁以下的儿童或比攻击者小10岁以上的人

PC 288 涉及儿童的淫猥或淫荡行为

PC 288a(c) 口奸

PC 288.5 持续性虐待儿童

PC 289(j) 性侵犯14岁以下的儿童或比攻击者小10岁以上的人
•

您的IHSS服务接受者申请个人豁免雇用您；或者

•
您提出申请，并获得了CDSS社区护理许可司(CDSS Community Care Licensing
Division)、护理服务提供者背景调查局(Caregiver Background Check Bureau,
CBCB)的一般例外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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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可让您在被宣判犯有第2级罪行时依然也可能有资格成为 IHSS 服务提供者的几种方
法。

申诉申请
如果您认为自己被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错误地拒绝了资格申请，则您有权提
交“申诉申请”，方法是将填好的“申诉申请”表 (SOC 856) 邮寄至PEAU，地址如下：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Policy and Litigation Branch
Provider Enrollment Appeals Unit,
MS 9-9-04
P.O.Box 944243
Sacramento, CA 94244-2430
必须在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发出拒绝通知之日起60天内向 PEAU 提交“申诉
申请”。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申诉流程的问题，还可以拨打(916) 556-1156 与PEAU电话联系。
浪子回头证明或记录消除
如果您曾因第2级罪行被定罪，但已获得浪子回头证明（根据 PC 第3部分第6项第3.5章[从
第 4852.01 条开始]），或者已经根据PC第1203.4条消除了针对您的信息或指控，则如果您
满足所有其他服务提供者登记要求，将有资格被登记为服务提供者。
豁免
如果您因第2级罪行定罪记录被认定为没有资格成为IHSS服务提供者，但满足其它所有服务
提供者登记的要求，则如有特定IHSS服务接受者在了解您有刑事定罪记录的情况下仍然选择
雇用您，并向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提交个人豁免申请，则可能会允许您为该
IHSS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
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将在寄送给服务接受者的无资格通知中随附一份“IHSS
服务接受者申请服务提供者豁免”表 (SOC 862)，以及关于使您没有资格成为IHSS服务提供
者的具体定罪的信息。
根据州法律，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有权仅披露被列于第1级和第2级类别中您
的定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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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查看过无资格通知后，您的服务接受者在了解您有刑事定罪记录的情况下仍然希望雇
用您作为其服务提供者，则该（这些）服务接受者（或其授权代表）必须填写并签署SOC 862，
并在发出无资格通知之日起10天内亲自或通过邮寄方式将该表格交给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
/非营利性组织 。签署SOC 862，即表示服务接受者接受雇用您需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同意保
持州和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不受可能因授予个人豁免而产生的任何责任的损
害。
U

U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搬至其它县，而您希望继续作为该服务接受者的服务提供者工作，或者
如果您希望作为IHSS服务提供者为其他县的服务接受者工作，则您将需要在新搬入县再次提
交犯罪背景调查，并且您在该县服务的每位服务接受者也都需要填写并提交SOC 862。
请注意，如果您是服务接受者的授权代表，则您不能代表他/她签署豁免表。仅当您是未成
年服务接受者的父母、监护人或具有法定监护权时，或是成年服务接受者的看管人或登记家
庭伴侣时，才允许您代表服务接受者签署豁免表。
如果您不能代表服务接受者签署豁免表，则该豁免表必须由服务提供者签署，如果服务接受
者无法签署，则必须指定第三人作为授权代表签署该豁免表。
在服务接受者签署了豁免表，并且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批准了该豁免表后，
将仅允许您为申请该豁免的服务接受者提供IHSS服务。
如果每位选择雇用您的服务接受者都向县办公室/公共管理局/非营利性组织提交了单独的豁
免申请，则您可为其他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豁免仅对豁免表中指定的定罪记录有效。
一般例外申请
如果您因第2级排除罪行定罪记录被认定为没有成为IHSS服务提供者的资格，但仍希望成为
服务提供者，或为尚未申请个人豁免的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则您可以申请排除的一般例外。
如果您选择申请一般例外，您必须在发出您的拒绝通知之日起四十五(45)个日历日内提交
一般例外申请表(SOC 863)，以及SOC 863中注明的必要信息。
将SOC 863以及必要文件邮寄至以下地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Caregiver Background Check Bureau
744 P Street, MS 9-15-65
Sacramento, CA 9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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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举报人
作为居家支持服务(IHSS)的服务提供者，您有“强制举报人”义务。强制举报人是指：根
据法律，您必须向县成人保护机构 (APS) 或儿童保护机构 (CPS) 立即举报任何疑似虐待
行为。虐待行为可以来自您为之服务的服务接受者，服务接受者家中的其他人，或者任何
其他人（无论您是否为之工作）。

成年人虐待行为
当老人或无自理能力的成年人出现以下情况时，即发生成年人虐待行为：
• 遭到掴、打、掐、捏、踢、推等暴力对待，或被服用过多或过少药物
• 不断受到吼叫、遭受人身伤害威胁或者单独留下的威胁
• 被看护人遗弃，导致其无法获得必要的食物、水、衣物、住所或健康护理
• 被禁止接收邮件、接听电话，或者接见访客，或者被禁止外出或去公共场所
• 被通过暴力手段或在其不知情或未批准的情况下使其失去金钱、财产或贵重物品
• 应该为其提供护理、食物、水、支付房租或公共设施费用或其他账单的人对其采
取无视态度
• 在其未提供同意书的情况下带其出州
• 遭受强奸或猥亵
老年人或无自理能力的成年人的自我忽视也属于虐待行为。老年人是指任何65岁或以
上的人。无自理能力的成年人是指年龄介于18岁至64岁之间、存在身体或精神局限、
使其无法进行正常日常活动或保护自身权利的任何人。

儿童虐待行为
当儿童出现以下情况时，即发生儿童虐待行为：
• 遭受不属于意外的人身伤害
• 遭受蓄意粗鲁对待或不公正的惩罚
• 遭受性虐待或性剥削
• 遭受家长或看护人的忽视，未能提供足够的食物、衣物、住所、医疗护理或监管
如果您看到或怀疑存在虐待行为，则应尽快举报这种行为。调查疑似虐待行为由县办公
室负责，并不由您负责。您的举报将得到保密 – 不会告诉受到虐待的人或施虐者是谁提
出了举报。您可以随时举报虐待行为。电话热线将全年全天候提供回复。
如果您是正在进行的身体和/或性虐待行为的目击者，您应立即通过拨打911通知执法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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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医疗补助）欺诈和滥用

MEDI-CAL（医疗补助）欺诈和滥用
IHSS热线：
电子邮件：
网站：

1-800-822-6222
Fraud@dhcs.ca.gov
www.dhcs.ca.gov

Medi-Cal（医疗补助）欺诈是指某些服务提供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消费
者）试图蓄意从任何Medi-Cal（医疗补助）计划（包括居家支持服务 [IHSS]
计划）中获得未获授权的酬劳或好处的行为。此类欺诈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在IHSS计划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服务提供者故意记录不必要的服务或未执行的
服务。
加州健保局 (DHCS) 要求所有人一旦发现或知道可疑的医疗保健活动，立即
致电IHSS Medi-Cal（医疗补助）欺诈热线（电话号码：1-800-822-6222）进
行举报。
可以使用英语或其他10种语言收听已录制的信息：西班牙语、越南语、粤语、
柬埔寨语、亚美尼亚语、苗语、老挝语、波斯语、韩语和俄语。该电话免费，
并且来电者可以匿名。您还可以给该热线发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地址为 F
raud@dhcs.ca.gov ），或者访问在线投诉表（网址为 http://www.dhcs.ca.
gov/individuals/Pages/StopMedi-CalFraud.aspx ）。
12TU

U12T

12TU

U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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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欺诈的提示
作为居家支持服务 (IHSS) 的服务提供者，您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做出欺诈行为。措施示例如
下：
仅将您已工作的小时数记录在您的工时单上。您的工时单上的小时数不应包括用于吃
饭休息的时间。
仅在您的工时单上记录IHSS涵盖的服务的小时数。
部分IHSS未涵盖的服务如园艺、宠物护理、搬动家具或带消费者去参加社交活动。如
果您有疑问，始终参考“IHSS 涵盖的服务”宣传材料。
工时单仅用于记录您的服务接受者被授权的任务的小时数。

仅要求您的服务接受者签署填好的工时单。

仅在您的工时单上签署您的姓名。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无法签署您的工时单，则您需要
向县办公室核实，可以授权哪位其他人员代替该服务接受者签署。
仅在您的工时单上记录您的服务接受者居住在其自己家中时的服务小时数。如果您的
服务接受者在医院、疗养院、寄宿式护理机构或者监狱中，则不会获得授权小时数。
书面记录工作小时数以及每天工作内容。要求您的服务接受者也对您的工作小时数进
行记录。
如果您与服务接受者对于您的工作小时数存在异议，请向服务接受者出示您的记录，
并对您在有疑问的日期所做的工作进行说明。
仅在您的工时单上记录您（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并且希望 IHSS酬劳的时间。如果其
他人也在帮助该服务接受者，并且希望IHSS支付酬劳，则他们必须登记为服务提供
者。
请在您与县办公室的所有互动过程中陈述事实。

IHSS服务提供者入门，2017年5月

分摊费用

什么是分摊费用？
大多数接受居家支持服务(IHSS)的人都将其作为Medi-Cal（医疗补助）福利的一
部分服务。其中一部分人每月必须为其Medi-Cal（医疗补助）支付一定费用。分
摊费用(SOC)是指IHSS服务接受者/雇主每月必须支付给其IHSS服务提供者/雇员
或者药店或医生诊室的一定金额的费用。SOC也可用于支付其他Medi-Cal（医疗
补助）批准的支出。如果收入较高的人同意支付IHSS的部分费用，则SOC允许他/
她获得IHSS服务。 SOC与私人保险计划的扣除条款相似。

作为IHSS服务提供者，分摊费用对我有何影响？
相关机构将通过Medi-Cal（医疗补助）对您的服务接受者进行评估，确定其是否
拥有SOC，如果有，确定其SOC金额是多少。如果您的薪水中扣除了SOC，则您和您
的服务接受者/雇主都会收到一份“福利说明函”，告知您的服务接受者/雇主应
该支付给您的金额。您可以从您的服务接受者/雇主处获得部分薪资，再从州相关
部门获得部分薪资，也可以从州相关部门获得全部薪资。您在不同支付周期从您
的服务接受者/雇主和/或州相关部门处获得的金额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各
个支付周期内您的工时单得到处理前，您的服务接受者/雇主是否用其SOC支付了
其他医疗支出。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雇主拥有多位IHSS服务提供者，则他们将
无法选择将其SOC支付给哪位服务提供者。如他们未在其它范围支付的任何SOC，
则该笔SOC由县办公室在最先处理的IHSS服务提供者工时单中扣除。

IHSS服务提供者指南，2017年5月

第 1 页

示例：
Smith太太6月份的SOC为200美元。
她5号去看医生时在医生诊室支付了50美元的SOC。
6号配处方药在药店支付了60美元的 SOC。
Smith太太用SOC支付的总金额为50美元 + 60美元 =
她的服务提供者在16号提交其工时单。
Smith太太将需要用SOC为其IHSS服务提供者/雇员支付90美元。

0B

1B

2B

3B

4B

200美元
-50美元
-60美元
110美元

5B

6B

90 美元

示例：
Lee先生6月份的SOC为100美元。

100美元

他5号去看医生时在医生诊室支付了75美元SOC。

-75美元

6号配处方药时在药店支付了25美元的SOC。

-25美元

Lee先生用SOC支付的总金额为75美元 + 25美元 =

100 美元

他的服务提供者在16号提交其工时单。
Lee 先生的SOC已用完。州相关部门将支付给其服务提供者所有IHSS薪资。0美元

U

我应该如何获得更多信息？

 加州健保局，网址：http://www.dhcs.ca.gov/Pages/default.aspx。
 加州Medi-Cal（医疗补助）电话服务中心，电话号码：(916) 636-1200。
 Medi-Cal（医疗补助）自动电话中心，电话号码：(800)786-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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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服务提供者自行证明信息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第2014-7号通知，与服务接受者住在一起的WPCS服务提供者因提供
服务获得的薪资不被视为要征收联邦所得税 (FIT) 的总收入的组成部分。2016年3月1日，
加州社会服务部(CDSS)收到了IRS发出的规定，其中规定与服务接受者住在同一住所的IHS
S服务提供者因提供服务获得的居家支持服务(IHSS)薪资同样不包含在要征收FIT的总收入
之外。CDSS最近得到加州税务局(FTB)确认，IHSS和/或WPCS服务提供者获得的薪资不被视
为应征收加州个人所得税(PIT)的总收入的组成部分。

如何将我的薪资排除在FIT和PIT之外？
您可以填写并提交 “用于联邦和州计税薪资排除的住家自行证明表”(SOC 2298) ，选择
13TU

U13T

自行证明您的居住安排，以将IHSS/WPCS薪资排除在FIT和PIT之外。必须提供该表格上要
求的所有信息，并且该表格必须包括您的签名，以及您签署该表格的日期。

完成SOC 2298表后将表格寄回以下地址：
IHSS – IRS Live-In Self-Certification
P.O.Box 272854
Chico, CA 95927-2854

收到我的“自行证明表”以前支付的薪资应如何处理？
您在2017年之前一年的薪资或在收到并处理您的“自行证明表”之前已支付的2017年薪资
的W-2表格不会得到修正。针对相关问题，建议服务提供者咨询税务顾问，或者直接与IRS
或FTB联系。

我是否需要每年提交一次“住家自行证明表”？
只要您继续为您的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与其住在一起，您的FIT和PIT排除就会持续，您不需
要每年重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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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再与服务接受者住在一起，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居住安排发生变化，您的服务接受者不再与您住在一起，但您仍为该服务接受者提

供护理，则您应向处理中心提交 “用于联邦和州计税薪资排除的住家自行证明取消表”
(SOC 2299) 。此外，您还应向IHSS县办公室提交 “服务提供者或服务接受者地址和/或电话
变更”(SOC 840) （地址变更）。
13TU

U13T

13TU

U13T

如果我与多位服务接受者住在一起，该怎么办？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与他们住在一起，则您必须针对每位服务接受者填写并提
交一份单独的“用于联邦和州计税薪资排除的住家自证明表”(SOC 2298)。

我的“住家自行证明表”预计何时能够得到处理？
您的2017年度纳税薪资将继续包括在联邦和州应税薪资中，直到正确并完整填写的“用于
联邦和州计税薪资排除的住家自行证明表”(SOC 2298) 得到处理为止。
从您寄送“用于联邦和州计税薪资排除的住家自行证明表”(SOC 2298) 供其处理到您的
薪资开始从FIT和PIT中排除，最多可能需要30天。

请注意： CDSS和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非税务顾问，因此对于IRS或FTB排除，以及如
何提交修正后的纳税申报单，无法提供帮助。针对有关问题以及如何提交以往年份的修正
后申报单的问题，请联系IRS、FTB或您的报税协助人。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IRS网站：
( www.irs.gov ) 或：FTB网站：( www.ftb.ca.gov )。
13TU

U1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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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S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TRAINING ACADEMY

A PROJECT OF THE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与服务接受者沟通
作为服务提供者，与您的服务接受者就工作周时间安排进行沟通很重要。如果您
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或者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有多位服务提供者，则存在一些
重要注意事项。

服务提供者责任：
• 如
 果您仅为一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可以占用他/她所有授权小时数为其服务。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请确保您在每个工作周为所有服务接受者
工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66 个小时。
• 告诉服务接受者您何时有时间以及有多少个小时可用。这有利于服务接受者
决定他/她是否将需要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来负责其授权小时数。
• 工作时间或申请付款的小时数不得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指定的小时数。
• 阅读 “有关服务接受者授权小时数和服务以及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服务提供
者通知”(SOC 2271) ，其中说明了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每周最多
服务小时数以及您获权

服务接受者责任：
• 为每位服务提供者制定时间表，以便所有服务提供者工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 阅读 “有关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的服务接受者通知”(SOC 2271A)，其中说明了
服务接受者可以让其服务提供者为自己工作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 服务接受者需要知道自己的服务提供者是否为其他服务接受者工作。如果服务
提供者无法满足服务接受者全部被授权IHSS小时数，则服务接受者可以雇用
其他服务提供者。
• 必要时了解如何逐周调整服务小时数，以及何时需要或不需要获得县办公室
批准。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HSS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TRAINING ACADEMY

A PROJECT OF THE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工作周时间安排
服务提供者务必要了解 IHSS 工作周限
制，以及如何在向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
时遵循这些限制。
IHSS 工作周从星期日午夜 12:00 开始，
到下个星期六的午夜 11:59 结束。

SM T W T F S
12:00am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您有
责任确保您在每个工作周为所有服务接
受者工作的总小时数不超过 66 个小时。
如果您仅为一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您可
以占用他/她的所有服务小时数，只要不
超过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务必
确保不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
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注意：部分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需
要其服务提供者超时工作。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
是这种情况，请确保在县办公室批准您可以比正
常工作产生更多超时时间之前，不要超过该服务
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
“服务接受者/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协议”(SOC
2256) 可帮助有多位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接受者制
定工作时间表。此表格将由服务接受者和他/她
的每位服务提供者填写并签名。它可以记录每位
服务提供者在每个工作周将为服务接受者工作的
小时数。工作周协议中的总服务小时数必须与服
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一致。不过应注
意，该协议只是指南。您的服务接受者可以调整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11:59pm

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
你现在有资格在满足特定
限制的情况下对各工作
周内超出 40 小时的超时
时间获得超时时间费率。
超时时间费率是正常费率
的 1.5 倍。

您或他/她的其他服务提供者在任何指定
周内服务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
小时数的比例，只要他们不超过该服务
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且不会
导致该服务接受者的其中一位服务服务
提供者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作时间超过
66 个小时。
“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间协
议”(SOC 2255) 可帮助为多位服务接受
者工作的服务提供者制定工作周时间
表。 此表格包括行程时间，规定服务提
供者每个工作周直接从为一位服务接受
者提供服务的地点前往为另一位服务接
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的行程时间不超过
7 个小时。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看護人編號

居家照顧服務（IHSS）計劃
看護人工作週及通勤時間協議
（由同時為多位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看護人填寫）
看護人姓名：

看護人編號：

A 部分 工作週計畫
看護人規範：
• 州法（福利與公共結構，第 12300.4 條) 限制 IHSS 以及 Waiver 個人照護服務（WPCS）計劃的看護人提供超過
每週服務時數上限的 IHSS 和 WPCS 服務。為多名受看護人提供服務的看護人，每週最高工時限制為 66 小時。
• 每週最高工時限制不包含本表 B 部分所述之通勤時間。每週工作時間從週日 12：00AM（午夜）開始，至週六
11：59 PM 結束。
• 受看護人的授權服務按月批准，享受該等服務的時數則依據州法按週限制。您會按月和按週收到通知，告知您每
一位受看護人有多少授權服務時數。您不可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月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然而，在某些情
況下，您可以為受看護人提供超過其每週經授權服務時數的服務。受看護人可調整每週授權服務時數，然而，若
此更動會造成看護人本月相較平時更多加班工作，或一個工作週內為受看護人工作40 小時以上（而，經授權，受
看護人每週可享受的服務時數不超過40 小時），受看護人必須得到郡政府批准。
• 身為看護人員，您的職責包括：
確保您每週為所有您的受看護人提供授權服務的總時數，加總之後不超過每週 66 小時。
除非時數經過正確調整，確保您為任一位您的受看護人工作服務的時數不超過此人每週授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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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周调整：
有时候，您的服务接受者可能会要求您调整您的工作小时数以满足他/她的需求。 在同时
满足以下所有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您的服务接受者有权不申请县办公室的批准，对您的
每周工作小时数进行调整：

• 您是唯一的服务提供者；
• 您不为任何其他服务接受者工作；
且
• 您的周工作时间表在该月剩余工作周内进行调整，以确保您的工作时间不会超
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或者确保您在该月的超时工作小时数不
会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如果您的服务接受者的调整需要您如下工作，将需要申请获得县办公室的批准：

• 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而该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
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
或
• 您的工作时间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并且在当月的超时工
作小时数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您应始终向您的服务接受者核实，确保在以下情况下他/她已获得批准或者会尽快获得批
准：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为 40 个小时或更少但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的工
作时间已超过 40 个小时，或者您的一周工作时间超过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多服务小
时数会导致您在该月的超时工作小时数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时间。
注意：即使您获得了县办公室的调整批复，也绝不能超过该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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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时间
行程时间是服务提供者在同一天内直接 从一位 IHSS 服务接受者的地点前往另一位 IHSS
服务接受者的另一个地点所用的时间。
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且需要在同一个工作日内从一个工
作地点直接前往另一个工作地点，则您每个工作周最多可得到 7 个小时的行程时间补偿。
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为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或在工作完成后回家所用
的时间。在两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之间所用的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最
多服务小时数内，也不会从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中扣除。
部分适用于行程时间的规则：
1. 每工作周允许的行程时间上限是 7 个
小时。
2. 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指定每周服务小时
数内。
3. 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周
最多服务小时数或每月授权小时数内。
4. 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提供
服务的地点或在工作完成后回家所用的
时间。
注意： 如果您在自己的家为某服务接
受者提供服务，并且需要前往另一位服
务接受者的家提供服务，您将获得前往

另一位服务接受者的家所用行程时间的
付款，但您提供完服务回家所用的时间
不会获得付款。您回家所用的时间不应
在工时单上申请付款。
5. 无
 论您采用何种交通方式（例如开车、
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坐火车），都可
以获得行程时间补偿。 但是，您不会
获得油费、公交车票等旅行费用补贴。
行程时间将按照您前往提供护理的县的
工资率计算。
6. 请务必记录您每周的行程时间，以便可
以在工时单上报告该时间。

请认真规划您的行程时间。 记住，您每个工作周最多只能有 7 个小时的行程时间。
如果您在一个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个小时，将被记录为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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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时间常见问题解答
问：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行程时间付款？
答：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并且在同一天内直接从为一位服务接受者
提供服务的一个地点（工作地点）前往为另一位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另一个地点
（工作地点），则您有资格获得此行程时间的补偿。但每个工作周最多只能有 7 个
小时的行程时间。如果您在同一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小时，您将会
获得超额小时数补偿（最多总共 14 个小时），但将被记录为违规。

问：我是否可以获得从自己的家前往第一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所用时间的付款？
答：否。行程时间不包括您从自己的家前往为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的地点或在
工作完成后回家所用的时间。

问：我在往返两位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所用的行程时间是否包含在我服务接受者的
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内？

答：否。在两位服务接受者的地点之间所用的行程时间不计入您的服务接受者
的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内，也不会从您的服务接受者的每月授权小时数中扣除。

问：如何申请行程时间付款？
答：要申请行程时间付款，您将需要完成“行程付款申请表”。如果您有资格
获得行程时间补偿，则您将收到同时装有“行程付款申请表”和针对您为每位服务
接受者工作的工时单的信件。
行程时间在您前往的服务接受者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申请付款。例如，如果从服务
接受者 A 所在地点前往服务接受者 B 所在地点所用的时间为 30 分钟，您要在服务接受者
B 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申请 30 分钟的行程时间付款。如果您的行程跨县，则行程时
间按照您前往的县的工资率付款。
如需得到“行程付款申请表”款项，需先处理工时单。“行程付款申请表”可以与同一
支付周期的相应工时单一起提交，也可以在该支付周期后提交。
确保将填写好并签名的“行程付款申请表”邮寄到正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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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付款申请表
如果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则必须完成“IHSS 计划服务提供者工作周和行程时间协
议”(SOC 2255)。此协议解释了工作周、7 小时行程时间限制，并说明了供您规划工作周时
间表和记录服务接受者所在地点之间的每周预计行程时间的区域。
完成 SOC 2255 有利于：

• 确保您的工作时间或行程时间不超过每个工作周所允许的时间，保证不超过
66 个小时的最大工作周限制。
• 确保您将收到“行程付款申请表”。
• STATE
防止付款延迟并帮助您避免违规。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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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正确填写并提交 SOC 2255，特别是 B 部分，以便您能获得行程时间补偿。
看護人編號
B 部分 通勤時間

B
A
您將通勤往返的兩位受看護人姓名

從

到

C
受看護人住
處之間的距
離（以英哩
計算）

D
預估受看護人
住處之間所需
花費之通勤時
間（以分鐘計
算）

F
E
每週於受看護人住 每週於受看護人住
處之間通勤的天數 處之間預計的通勤
時間（欄D x 欄E)

每週預估總通勤時間
您要如何在兩位受看護人所在位置之間通勤？
自駕車*
公共交通

其他，請註明：

* 若您將開車通勤，您必須持有有效加州汽車駕照和保險證明，而您的車須有現行的牌照註冊登記。若您沒有有效的
注意：如服务提供者和/或服务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您的工作时间表发生永久
的加州汽車駕照、保險證明或現行汽車牌照，您駕駛您名下汽車以提供 IHSS 服務將被視為違法行為。您則必須選擇
变化，则您必须更新并重新提交 SOC 2255。
其他通勤方式，例如：公共運輸。若您已經選擇駕駛汽車，而您駕駛汽車的法律資格有變動（例如：您的加州汽車駕
照、汽車保險、汽車牌照登記過期或不再有效），您必須告知郡政府，並改選其他通勤方式。若您沒有告知郡政府，
您將被視為違反 IHSS 計劃規範，並可能被中止資格。

SOC 2255 (Chinese) (11/15)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PAGE 6 OF 7

县办公室收到并处理 SOC 2255 后，如果您有资格获得行程时间的付款，则您将在同一信
封内收到“行程付款申请表”(SOC 2275) 和针对您为每位服务接受者工作的工时单。 要申
请行程时间付款，您将需要正确填写“行程付款申请表”。
行程时间将显示在在您前往的服务接受者的“行程付款申请表”上。如果您在一个工作周
申请的有偿行程时间超过7个小时，您将会获得超额小时数补偿，但将被记为违规。

如有“行程付款申请表”需处理和付款，则需先处理工时单。工时单和“行程付款申请
表”应装入预先填写好地址的信封一起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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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
您服务的服务接受者获得医疗陪同授权后，您可以获得与陪同医疗就诊地和其他资源地
（在特定情况下）相关的针对“等待时间”的报酬。
等待时间由县 IHSS 社工在根据以下各项评估以后进行授权：

A. 服务接受者进行医疗就诊或其他健康相关诊疗的频率；
B. 预约的目的；
C. 服务提供者在前往诊疗途中或诊疗期间向服务接受者提供授权服务的必要性。
D. CDSS 定义了两种类型的等待时间：
CDSS 定义了两种类型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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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等待”或“当班”

“等待参与”或“歇班”

服务提供者，虽未履行工作
职责，但也不能将自己的时
间有效用于自己的目的。这
些时段通常无法预测，并且
通常持续时间较短。等待时
间是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段
时间属于您的服务接受者，
并受其控制。

服务提供者完全从履行工作
职责中脱离出来，并有足够
的时间有效用于自己的目
的，如吃饭休息、办私事或
读书。您须提前收到可以离
开工作岗位，并且在指定
时间之前不必恢复工作的
通知。

当班等待时间：
“当班等待时间”案例：您陪同服务接受者一起去例行医疗就诊，已知持续时间
为 30 分钟或更短，并且必须留在医生诊室，因为随时可能需要您帮助服务接受者
回家。

歇班等待时间：
“歇班等待时间”案例：您陪同服务接受者进行透析治疗，预计持续两个小时或以
上。您不必留在现场，但您必须在指定时间返回，去接您的服务接受者。您可以自
行有效利用这段时间从事个人活动，可以留在现场，也可以离开，读书等。
如您的服务接受者获得医疗陪同资格，且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则这段时间将被视为
歇班等待时间，无报酬：

• 您的服务接受者已事先告知您其治疗诊疗，并已充分通知您在特定
时段内不需要提供服务，可将这段时间用于自己的目的；
• 该诊疗预定持续 30 分钟以上；并且
• 诊疗期间，您无需或无法完成任何其他授权服务，例如购买食品、
其他购物/办理其他事情。

有关等待时间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县 IHSS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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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
违规是不遵循超时时间和行程时间限制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您暂时不得参加该计划，或者
终止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的资格。务必要遵循超时时间和行程时间限制，避免违规。
可能导致您违规的部分行为：
1. 在您的服务接受者每个工作周授权小时数少于 40 个小时且未获得县办公室批准的
情况下，您一工作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40 个小时。
2. 在未获得县办公室批准的情况下，为您的服务接受者工作的小时数超过该服务接受
者的每周最多小时数，导致您在该月内的超时工作小时数多于您在正常情况下的工
作时间。
3. 在为多位服务接受者工作时，一个工作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66 个小时。
4. 在一个工作周内申请付款的行程时间超过 7 个小时。

如果县办公室确定您违反了每周超时时间和/或行程时间限制，则您将获得超过工作
周和/或行程时间限制的超时时间和/或行程时间的补偿和县办公室发出的违规通知。
除了违规通知以外，您还会收到一份“IHSS 计划关于服务提供者对因超过工作周和/
或行程时间限制违规提出争议权利的通知”表格 (SOC 2272)，其中包括与如何申请
让县办公室对违规进行复核有关的信息。您的所有服务接受者也将收到通知，告知
他们您的违规情况，并解释为何他们会收到这份通知。
违规通知也可能因管理或处理错误（如在扫描工时单时发生读取错误，或者未按顺序处理
工时单）而导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此类违规可在争议复核过程中由县办公室取消。
根据您是首次、第 2 次、第 3 次或第 4 次违规，违规行为的后果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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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的行为导致在一个日历月内多次违规，将仅计为一次违规。
例如，如果工时单或行程付款申请表在 5 月份的第 1 个支付周期内发生了
一次错误，又在 5月份的第 2 个支付周期内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则第 1 次
错误将形成违规，而第 2 次错误将被系统跟踪记录。不会在同一个日历月
内发布 2 次违规通知。

第 1 次违规

第 2 次违规

第 1 次违规时，您
和您的每位服务接
受者将收到一份违
规通知，其中包括
有关如何申请县办
公室复核的信息。

如果发生第 2 次违
规，则您将有机会
完成一项一次性培
训，以避免受到第
2 次违规通知。如
果您自通知之日起
14 个日历日内未
完成该培训，则将
记录您的第 2 次
违规。

第 3 次违规
如果发生第 3 次
违规，将暂停您
的 IHSS 服务提供
者资格 90 天。

第 4 次违规
如果发生第 4 次
违规，您将失去
IHSS 服务提供者
资格 365 天。

如果您被记录为违规（除非您是首次被记录为第 2 次违规），这次违规将永久保留在您的
IHSS 记录中。（第 2 次违规可以通过完成一次性培训删除，但只有一次机会）。
但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如果您没有发生其他违规记录，则您已被记录的违规次数将减
少 1 次。只要您没有被记录任何其他违规，在删除上一次违规记录后，每年违规次数都会
减少一次。
如果您被记录了第 4 次违规，并且失去了作为 IHSS 服务提供者的资格一年，则在满一年
后，如果您仍希望参加 IHSS 计划，则必须重新登记。这意味着您必须：

• 重新提交申请；并且
• 完成所有服务提供者登记要求，包括犯罪背景调查、服务提供者情况介绍，以及
所有必填表格。
• 另外，您的违规计数将被重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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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办公室复核过程
如果您被记录违规，则自违规通知之日起，您有 10 个日历日的时间可以通过提交 “关
于服务提供者对因超过工作周和/或行程时间限制违规提出争议权利的通知”（表格 SOC
2272）来申请县办公室复核。县办公室收到复核申请后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复核并调查违
规行为，然后向您发送一份通知，说明该违规记录将保留还是会被删除。如果您未在 10
个日历日内提交 SOC 2272 表格，则该违规记录将依然有效。

针对第 3 次和第 4 次违规，如果县办公室未删除违规记录，则您可以自收到县办公室通知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 CDSS 复核。县办公室通知说明如何申请 CDSS 复核。

STATE OF CALIFORNIA -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GENCY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居家援助服務計劃
通知看護人違反超過每週工作
和/或交通時間限制爭議的權利
(ADDRESSEE)

郡:
通知日期:
受看護人姓名:
受看護人案件編號:
IHSS 辦公室地址:
IHSS 辦公室電話號碼:

致: 居家援助服務 (IHSS) 看護人
您收到違規是因為您超過您的工作週和/或交通的時間限制。如果您認為違規不應該向
您發出因為您工作的額外時間達到以下所列出的所有 3 項準則，請審閱並就以下幾頁的
問題作出回應。
如果您只為1 個受看護人提供服務，您必須回答問題 1至 5 和問題 9 至11。如果您為2個
或多個受看護人提供服務，您必須回答問題 6至11。
要求一個有關導致您違規的額外工作時數的正式審查，您必須從違規通知書所示的日期
後10個日曆天內提交此表格到郡政府。
準則：
1. 為了達到一個非意料中的需要，額外的時數是必須的;
2. 額外的工作時數是因迫切需要而不能夠被延遲直到 IHSS 計劃個人緊急後備計劃
(SOC 827)表格上所指定的後備看護人的到來有關; 和
3. 額外的工作時數與可能對 IHSS 受看護人產生直接影響的需求有關，且對於確保他
/她的安全和/或健康而言是有必要的。

SOC 2272 (CH)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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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现已针对有限的具体情况设立了两项豁免情况，允许您延长每周最多服务小时数。这两
项豁免包括住家护理服务提供者豁免（或称为豁免 1），以及特殊情况豁免（也称为豁免
2）。如果您为之工作的服务接受者获得了其中任何一项豁免，则您作为其服务提供者每
天最多可以为该 IHSS 服务接受者工作 12 个小时，每个月加起来最多工作 360 个小时，但
不得超过每位 IHSS 服务接受者每月授权小时数。
即使您被授予其中一项豁免，每个月的工作时间也不得超过 360 个小时。如果您为服务
接受者工作的时间达到了这些最大小时数，而您的服务接受者仍有 IHSS 小时数尚未用
尽，则您的 IHSS 服务接受者必须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来为其剩余的 IHSS 小时数工作。

豁免1 – 住家护理服务提供者
根据 ACL 16-07，如果您符合以下要求，则可为两位或以上的同住家庭成员服务接受
者提供服务，并且每个月最多可以工作 360 个小时。
1. 您必须同时为两位或以上的 IHSS 服务接受者提供 IHSS 服务。
2. 目前，您必须住在您服务的 IHSS 服务接受者的家中。
 必须是您服务的 IHSS 服务接受者的亲属，是他/她的父母、继父母、领养
3. 您
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者他/她的法定监护人或看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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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符合豁免 1（住家护理服务提供者豁免）资格，则需提供与您的服务接受者之间
的关系证明（如父母、法定监护人、看管人、领养父母、继父母，或者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以及居住证明。
部分关系证明文件包括：

• 出生证明
• 表明父母或法定监护关系的学校注册记录
• 指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看管人关系的法院命令
• 承认未成年人领养关系的法院命令
部分居住证明文件包括：

• 租约或租赁协议
• 抵押贷款声明
• 物业费账单/清单
• 过去 12 个月内的 W-2 表格
如果您符合前面列出的三个条件，并对此豁免感兴趣，则您必须填写 “居家支持服务计划
住家护理服务提供者超时时间豁免表”(SOC 2279) 签名并注明日期，然后将该表格交给加
州社会服务部 (CDSS)。此表格将由 CDSS 审核和处理。将寄送给您一份有关资格情况的书面
通知，告知您申请结果。

豁免 2 – 特殊情况
如果您为两位或以上的服务接受者提供服务，且他们的情况会导致其在接受家庭外照护时
面临严重风险，则豁免 2（特殊情况豁免）适用于您。
要符合特殊情况豁免的条件，您服务的所有服务接受者都必须符合以下
至少一项条件：

A. 具有复杂的医疗和/或行为需求，必须由与服务接受者住在同
一家中的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B. 住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可用的服务提供者有限，
C. 服务接受者无法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
D. 无法雇用到与其语言相同的服务提供者，以指导其自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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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CL 16-22，CDSS 将特殊情况定义为“如下一种情况：服务接受者及县办公室已经探
究并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寻找其他服务提供者为服务接受者周授权时数和月授权时数范围内
工作的备选方案，最终确定无法找到其他服务提供者。”
在判断是否存在特殊情况时，不应将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可能会对当前服务提供者产生的
财务影响作为考虑因素。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位或以上服务接受者，且他们共有的小时数超过 360 个小时，则其
在考虑特殊情况后，需雇用其他服务提供者完成改服务接收者超出 360 小时的其余授权
时间。

更多周最多服务小时数豁免及其资格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县 IHSS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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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OVIDERS OF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WHO DO I CALL?”
CALL THE IHSS MAIN NUMBER 408-792-1600 / 1-866-668-2412 or FAX 408-792-1601:
Office Location:
IHSS Social Services
353 West Julian Street
San Jose, Ca. 95110







Mailing Address:
IHSS Social Services
P.O. Box 11018
San Jose, Ca. 95103-1018

You need a time card or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paycheck
You need tax forms – W-2, W-4, DE-4, Live-In Self-Certification Form for Federal and State Tax Wage
Exclusion (SOC 2298)
You need to report a work injury
You want to sign up for electronic timesheets www.etimesheets.ihss.ca.gov
You change your address, phone number, name, etc.
For Overtime questions choose your language, choose option 2 “Providers”, then option 3 “Overtime”

CALL 1-866-376-7066 for DIRECT DEPOSIT & ELECTRONIC TIMESHEETS
CALL THE IHSS PUBLIC AUTHORITY FOR THE FOLLOWING SERVICES:
Also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pascc.org
CALL 408-350-3290 PUBLIC AUTHORITY BENEFITS WHEN:





You need information about medical, dental, or vision benefits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s of those benefits
You need to request enrollment packets to apply for benefits
You need to know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cost of coverage
You need information on the free transportation / VTA SmartPass Clipper Card

CALL 408-350-3220 PUBLIC AUTHORITY TRAINING WHEN:





You want to sign up for free home care provider training classes
You want to learn how to complete your IHSS timesheet visit www.pascc.org/services/training.html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steps and criteria to join Public Authority Registry as an Independent Provider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status of your registry application

CALL 408-350-3251 PUBLIC AUTHORITY REGISTRY WHEN:




You are a Registry provider and you start or stop working or go on any type of extended leave
You want to remove your name from the Public Authority Registry
You need to update your registry profile if you had a change in address, phone number, name, schedule,
etc.
*If you are a Registry provider and you are reporting your work availability once every month,
CALL 408-350-3253

CALL 408-350-3252 PUBLIC AUTHORITY ENROLLMENT WHEN:




You have a client who wants you to work for them
You ne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te requirements for becoming an IHSS provider
Visit the Public Authority Website at: www.ihss.pascc.org to begin the enrollment process

CALL 855-810-2015 FOR SEIU LOCAL 2015 UNION MEMBER AC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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