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教從這裡開始

平等
早期幼稚教育服務資源有限，且不同家庭之間存在收
入差 距，有些家庭無法接觸早教項目。因此，許許多
多的兒童根本沒有機會發掘自己的潛力。正因如此，
早教帳戶中的投資主要針對低收入家庭中的幼兒。通
過法案，超過15,000位兒童能夠通過項目名額擴張或項
目升級獲得幫助。

3-4歲兒童幼稚園入學情況

16,000
名低收入家庭的
3-4歲兒童在高品
質幼稚園接受教
育服務*

27,000
名低收入家庭
的3-4歲兒童無
法在高品質幼
稚園接受教育

服務*當前及預期資料

以家庭為中心的投資

為子女教育提供資金支
援。

通過救濟托兒所和俄勒
岡健康家庭訪問，為有
可能加入兒童福利系
統、或已加入兒童福利
系統的家庭提供支援。

建設特定文化組織的能力

這是一項歷史性的工作，支援特定文化組織通過股權基金提供早教服務，將
惠及約3000名兒童。

讓學生贏在起跑線上
孩子生來就在學習。並不是說，進入了幼稚園或學前班他們才開始學習，出生伊始他們就在汲取知識。優質的早教服務能夠
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學生成功法案》設立了一個新的早教帳戶，專門為5歲以下兒童及其家庭提供資金。資金將支援擴充現有項目、創立
新項目、支援社區提供早教服務。與當地社區管理的組織（如早教中心、育兒資源和轉診實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對工作
的成功推行至關重要，也有助於提高俄勒岡州家庭及提供者的參與熱情。

新的項目及擴展項目將幫助縮小高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增加低收入人群獲得早教服務及接觸教育專案的機會。

早教帳戶

每年$2億美元 (即學生成功法案共
計10億美元投資的20%) 的投資將幫助15,000
名5歲以下兒童，主要通過以下服務：

嬰幼兒 

通過早期啟蒙服務為超過1,000名嬰幼兒提供
高品質教育機會。  

學齡前兒童 

提供更加優質的高品質專案名額，服務更多
兒童。

提供資金，確保所有接受早期特殊教育的兒
童獲得解決發育遲緩和殘疾所需的服務。

63+37

啟蒙方案

小學



早教帳戶將如何支持幼稚教育者？

該立法專門撥款1,250萬美元用於專業學習，通過培訓、

技術援助，指導和其他關鍵支持，支持幼稚教育者。此
外，帳戶還將支援“早期啟蒙服務”，“學前教育承諾”
和“俄勒岡州幼稚園學前教育”的指導工作。

帳戶中還有哪些資金用於支援社區？

帳戶將撥出額外的資金，支持對設施的輕微改進，以達

到計畫標準。專案還將撥款給早期學習和教育計畫的早教
中心，同時撥款促進學前教育計畫之間的入學協調。

想獲得《學生成功法案》中早教投資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student-success-act.

#StudentSuccessAct

學生成功法案時間表中的早教服務

現在——2021初期

社區主導規劃
早教中心將與當地組織合作，領導制定計劃，針對社區提供服務，並
期望為該地區所有兒童提供服務。

三月——2020年七月

資金決策
早教部門將主導流程，將早期學習帳戶中的資金分配給社區，説明進
行早期啟蒙服務、俄勒岡州幼稚園學前教育、學前教育承諾，俄勒岡
州健康家庭，並建立股票基金。

俄勒岡州教育部將為早期幹預和幼兒特殊教育額外撥款。

早教部門還將為0到5歲幼稚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支援。

八月——2020年九月

開始為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
超過15,000個兒童和家庭將開始通過股票基金、學前教育承諾，早期
啟蒙服務、育兒教育、俄勒岡州健康家庭、救濟托兒所獲得服務，或
獲得升級的俄勒岡州幼稚園教育名額。

這些基金旨在確保所有參與早期幹預和幼兒特殊教育方案的兒童都能
獲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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