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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2日 

尊敬的保育服務提供者，  

我們知道，保證俄勒岡州能夠繼續提供兒童保育服務是十分重要的。再次感謝您在這個關鍵時刻

為社區兒童和家庭提供的支援。隨著COVID-19發病率持續下降，我們正在面臨疫情新階段。俄勒

岡州目前正從緊急回應狀態過渡，逐步開始關注從COVID-19狀態中恢復。  

早教部（ELD）將分享關於健康和安全實踐的最新建議，以配合未來將面臨的新常態。ELD還將開

始從緊急兒童保育（ECC）結構過渡。通過過渡，我們將繼續致力於保護兒童保育提供者，為其

提供支援。我們將儘量努力減少對向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的干擾。   

政策過渡意味著，一些獲准提供幼兒保育服務的機構可能需要在未來幾周內採取額外措施，來繼

續開展業務。我們將繼續提供資訊，説明支援提供者，方便服務過渡。  

政策的變化將影響許可、記錄和臨時無許可ECC設施的運行，也會影響緊急背景檢查（EBC）的使

用。政策變化將通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各個保育專案。詳情如下： 

• 許可兒童保育，包括認證中心、認證家庭和註冊家庭兒童保育： 

o 在未來幾天，ELD將發佈健康和安全實踐建議指南。本指南是建議性的，並非必需要求，

也不受兒童保育辦公室（OCC）的監督。現有的COVID-19健康和安全指南在新的諮詢指南

發佈後將失效。 

o ELD將於6月24日與早教委員會合作，批准許可專案適用的臨時規則，允許在某些情況下繼

續使用洗手液，擴大二級助理員工的職能範圍，並允許線上CPR培訓設立過渡時間，以滿

足許可要求。 

o 2021年6月28日後不久，許可專案需經批准，認證為ECC設施的要求將終止。 

o 自2021年6月29日起，任何具有有效許可證的許可計畫，如果之前未被批准作為ECC設施運

行，將被允許運行。  
 

• 臨時無許可證ECC： 

o 允許臨時無許可證ECC機構作為保育機構運行的政策預計將於2021年8月31日終止。 

o 2021年6月7日，OCC暫停受理未經許可的臨時幼兒保育申請。由於我們準備在2021年6月

29日恢復許可證發放程式，因此不會接受新的臨時無牌ECC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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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LD將發佈健康和安全實踐建議指南。本指南是建議性的，並非必需要求，也不受兒童保

育辦公室（OCC）的監督。  

o 專案必須根據臨時無許可證緊急兒童保育檢查表，在概述的健康和安全標準範圍內繼續運

作。 

o 本表所附圖表提供了具體指導，幫助您準備過渡。  
 

• 獲得ECC批准並在登記專案容量範圍內運營的記錄專案： 

o 2021年6月28日，記錄專案需經批准，認證為ECC的要求將終止。 

o ELD將發佈健康和安全實踐建議指南。本指南是建議性的，不受兒童保育辦公室（OCC）的

監督。 
 

• 緊急背景調查（EBC）： 

o 2021年6月7日，ELD暫停接受EBC申請。為準備在2021年6月29日恢復一般中央背景登記

（CBR）註冊程式，將不再接受新的EBC申請。 

o 2021年8月31日，獲得EBC批准的個人將不再獲批從事持證的兒童保育工作。對於2021年8

月31日之後繼續或開始在持證兒童保育機構工作的個人，必須提出申請，並根據要求或主

動參加CBR。 

o ELD向僅獲得EBC批准的個人發送了特定通知，告知其CBR註冊要求。 

o 俄勒岡州立法機關通過SB757法案，預計將縮短之前居住在州外、目前在俄勒岡州居民在

CBR中獲得有條件註冊的處理時間。 

o 我們敦促所有持有EBC的個人立即提交CBR申請，預留一定的處理時間，避免在持證兒童保

育機構的就業中斷。您可以在下載連結CBR應用申請表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providers-educators/providers-educatorscbr/。  
 

如果有其他問題，請聯繫許可證專家或通過ProviderContact@state.or.us向我們發送電子郵件詢

問。  

對您一直以來對俄勒岡州的家庭和兒童做出的貢獻，我們深表感謝。  

謝謝您的配合，  

早教部門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form_sets/temporary-emergency-child-care-facilities-checklist/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form_sets/temporary-emergency-child-care-facilities-checklist/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providers-educators/providers-educatorscbr/
mailto:ProviderContact@state.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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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無許可證緊急兒童保育機構（ECC）：  

COVID-19 恢復方案 

 
兒童保育辦公室（OCC）瞭解，針對各個機構情況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提供了一些可能的

方案，説明您規劃過渡進程。   

方案 獲許可選項 記錄專案選項 關閉程式選項 

在疫情之前，我沒

有在這個地方提供

兒童保育計畫。 
 

我有興趣繼續經營

我的機構，成為全

天服務的持證兒童

保育設施。我將聯

繫我的授權專家，

立即開始授權過

程。我明白，如果

我不能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獲得許

可證，則必須關閉

機構，直到獲得許

可。 

我對記錄專案感興

趣。我將撥打 1-
800-556-6616 聯繫

OCC 進行申請，立

即開機記錄專案申

請。我明白，如果

我不能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獲得記

錄專案批准，則必

須關閉機構，直到

獲得 OCC 批准。 
 
 

我將停止兒童保育

機構運營。我會以

電郵方式通知

OCC，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關閉我的

臨時無許可證緊急

兒童保育設施。 
 
注：如果 OCC 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

前沒有收到您的消

息，OCC 將關閉您

的 ECC 設施，並進

行驗證訪問，以確

認您不再運行。 
在疫情之前，我運

營學齡前或學齡兒

童記錄專案。  

我有興趣繼續經營

我的機構，成為全

天服務的持證兒童

保育設施。我將聯

繫我的授權專家，

立即開始授權過

程。我明白，如果

我不能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獲得許

可證，則必須關閉

機構或恢復記錄專

案級別，直到獲得

許可。 

我將停止提供全日

制兒童保育，並將

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前關閉我的臨

時無許可證緊急兒

童保育（ECC）機

構。我明白我的專

案必須按照記錄專

案的要求運行。  
 
注：如果您重新開

始經營學齡兒童記

錄專案，您將無法

獲得 ERDC 補貼報

銷。 

我將停止運營臨時

無許可證 ECC 機構

和記錄專案。我將

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通知 OCC，結

束這兩個專案。 
 
注：如果 OCC 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之

前沒有收到您的消

息，OCC 將關閉您

的 ECC 設施，並進

行驗證訪問，以確

認您不再作為 ECC
機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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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獲許可選項 記錄專案選項 關閉程式選項 

 
疫情前我是許可證

豁免機構。 
我希望獲得兒童保

育機構許可證。我

將聯繫我的授權專

家，立即開始授權

過程。 
 

我希望能夠經營學

齡前或學齡兒童記

錄專案。我將撥打

1-800-556-6616 聯繫

OCC，立即開機記錄

專案申請。 
 
 

我將繼續作為許可

證豁免機構運營。 
 
有關許可證豁免的

問題，請致電 1-
800-556-6616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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