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29 日 

尊敬的供應商和合作夥伴， 

隨著 2021 年立法會議的召開，州長辦公室要求早教部（ELD）和俄勒岡州人力資源部

（ODHS）提供有關早教和兒童保育的重要立法資訊。  

布朗州長仍然致力於幫助俄勒岡州建立一個健全的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系統，促進對提供

者、兒童和家庭的種族平等。相關措施包括支持眾議院法案（HB）3073-4，這項法案建

立了一個獨立的機構早早教學部門，提高了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的地位。HB 3073 由代表

Power、Zika、Alonso Leon、Neron 和參議員 Taylor 發起，成立了新的早期學習和護理

部，目的是： 

 幫扶兒童和家庭，幫助他們獲得負擔得起的、高品質的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服

務；

 維護混合交付系統的穩定運行，您可在該系統中獲得包括家庭、朋友和鄰居的照

顧；家庭兒童保育；以中心為基礎的護理、Head Start 計畫、學齡期護理夥伴和 K-

12 夥伴計畫；及

 實施強有力、高效、能夠快速回應的計畫，如兒童保育許可、專業發展和公共資

助計畫，包括 ELD 的現有計劃，以及兒童保育補貼計畫（如就業相關日托

（ERDC））。

我們希望該法案能幫助俄勒岡州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系統，並在這個過

程中為您提供額外的支援。法案在立法過程中可能會進行修訂: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VZSKWP2 。 

因此，州長辦公室要求我們兩個機構能夠給您提問的機會，為供應商和合作夥伴提供支

持。我們鼓勵您通過以下[連結]提交問題。ELD 和 ODHS 將參加由州長辦公室主辦的網路研討

會，分享資訊並提供資源，您可以獲得如常見問題解答、法案摘要和繼續討論 HB 3073 法

案的機會。  

2021 年 5 月 11 日 

下午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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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網路研討會：https://zoom.us/j/97960874011  

或電話：+1 669 9006833   

網路研討會 ID: 979 6087 4011 

 

如果您需要網路研討會翻譯服務，請發電子郵件至 troy.duker@state.or.us 提出請求。 

我們期待能夠與您共同努力，支持州長的願景，為俄勒岡州的兒童和家庭創造公平的機

會。感謝您所做的一切，期待與您繼續合作。  

謝謝您的配合， 

Alyssa Chatterjee     Fariborz Pakseresht 

代理早期學習系統總監    俄勒岡州公共服務部主任 

 

2

https://zoom.us/j/97960874011
mailto:troy.duker@state.or.us


1 

常見問題解答:  
新成立的早期學習和護理部，眾議院法案 3073 

訪問 https://olis.oregonlegislature.gov/liz/2021R1/Measures/Overview/HB3073 瞭解更多關於

眾議院法案（HB）3073 的資訊，包括證詞和法案狀態。  

問：建立一個新的早期學習和護理部門流程是什麼？

創建早期學習和護理部包括四個步驟：

1. 立法機關通過 HB 3073，同時將確立立法意圖和時間表，以建立新的早期學習和護

理部。

2. 俄勒岡州教育部和俄勒岡州公共服務部的早期學習部門將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

向俄勒岡州立法機構報告，並計畫成立新的獨立機構，負責組織早期學習專案。

3. 到 2022 年 2 月，機構將向立法機關提交新機構的立法構想和預算申請。

4. 2022 年 3 月 15 日通過後，各機構將開始對專案進行修改。  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早期學習和護理部將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負責管理兒童護理專案，並有

權為這些專案制定政策。

問：HB 3073 將如何影響兒童和家庭？ 

HB 3073 將為您提供獲得幼兒保育服務的方式，並為家庭提供工具，確保兒童保育服務能

夠符合個人需要。通過機構統一組織幼兒服務，HB 3073 能夠説明家庭找到高品質、可負

擔的幼兒保育和教育服務，過程更為便捷。

問：HB 3073 將如何影響兒童保育服務提供者？ 

HB 3073 將提供更多的機會，更好地服務於所有類型的供應商，包括許可證豁免供應商。

俄勒岡州目前正在努力在程式監控和支援高品質程式方面將已獲許可證的提供商及無需許

可證的提供商分開。將所有兒童保育計畫類型合併到新的早期學習和護理部之下，可以增

加無需許可證的提供商進行專業學習的機會。目前的情況是，無需獲得許可證的提供商可

能較少參與早期學習部門的工作。

無需許可證的提供商可以獲得已獲許可證的提供商有權獲得的各種支援。這些變化的基礎

是提供者和項目類型多樣。新系統將繼續重視並優先早期護理和教育中的混合交付系統。

https://olis.oregonlegislature.gov/liz/2021R1/Measures/Overview/HB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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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HB 3073 將如何影響兒童保育計畫，包括公共資助的專案，如學前承諾和俄勒岡州學

前幼稚園？HB 3073 將如何影響許可或背景調查過程？ 
 

HB 3073 不會改變公共資助的早期護理和教育專案的管理方式，如學前承諾或俄勒岡州學

前幼稚園。該法案不會擾亂許可或背景調查程式。  
 

問：為什麼 HB 3073 將就業相關的日托（ERDC）計畫轉移到早期學習和護理部？ 
 

目前，俄勒岡州沒有一個中央機構負責早期護理和教育政策及專案管理。雖然早期學習部

的兒童保育辦公室是聯邦基金的牽頭機構，就業相關的日托（ERDC）計畫目前是由俄勒

岡州公共服務部負責管理的。兒童、家庭和提供者需要一個更簡單、更高效的早期護理和

教育服務系統。  
 

問：HB 3073 如何改變就業相關日托（ERDC）計畫？ 
 

除了將 ERDC 計畫轉移到新的早期學習和護理部門之外，HB 3073 還將對 ERDC 計畫進行

以下更改： 
 

● 擴大基本資格要求，並保證計畫資格至少延續 12 個月 
● 將家庭共同支付額限制在其收入的 7% 
● 根據入學率而非出勤率向兒童保育提供者提供補償 
● 允許新機構使用“真實保育費用”費率方法來確定提供者的補償費率，而不

是根據市場費率確定 
● 為特殊服務提供各種財政獎勵 

 
問：關於向收到 ERDC 的家庭支付款項的相關事宜，法案通過後會發生什麼變化？ 
 
HB 3073 通過，ERDC 的供應商的付款方式也不會立刻改變。但是，該法案確實建立了相

關程式，要求根據保育的真實成本而不是市場價格來設定保育機構的補償率。該法案試圖

通過要求根據入學率而非出勤率支付款項來維持家庭安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孩子未出

勤，提供者也可以有穩定的收入。此外，該法案還擴大了兒童保育提供者獲得更高補償和

財政獎勵的機會。  
 

問：我是否需要通過其他程式才能獲得新機構的 ERDC 批准？ 
 

不，HB 3073 不會中斷保育機構參加 ERDC 計畫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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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關於哪些個體和機構需要獲得許可證才能提供早期護理和教育服務方面，HB 3073
是否會對相關劃分做出修改？ 

 
不，對於那些項目必須獲得許可證，法案並沒有做出更改。 

 
問：HB 3073 是否改變了早教委員會和兒童保育辦公室的角色和職責？ 

 
是的。  

 
在 2013 年成立早教學部門時，立法機關沒有根據新的機構結構調整所有相關法規。HB 
3073 闡明了與 HB 3234（2013）中立法機關意圖一致的角色和責任，以及 ELD 的當前實

踐情況。 

 
問：這項法案對為智力或發育殘疾兒童和/或長期特殊保健需要的兒童提供服務的專案意

味著什麼？ 
 

HB 3073 加強了早期干預/幼兒特殊教育與早期學習部以及州教育委員會和俄勒岡州教育

部之間的聯繫。法案並沒有對專案進行重新劃分，而是要求早教學部主管與管理部門合

作。 
 

問：我如何瞭解立法會的其他政策建議？ 

2021 年的立法會議重新成立了眾議院幼兒委員會。與這一領域有關的大多數法案已提交

本委員會。訪問

https://olis.oregonlegislature.gov/liz/2021R1/Committees/HEC/AssignedMeasures 進一步瞭解

提交本委員會的法案內容，並查看聽證會  

 

問題？請通過以下連結提交您的問題：https://www.surveymonkey.com/r/VZSKW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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