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 2021 年立法會議期間，立法議會通過了 HB 3073。這項立法的目的是創建統一的早教學習系

統，建立兒童保育部門。HB 3073 要求早教學習部(ELD)為新的早期護理和教育機構制定計劃，該

機構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成立。根據 HB 3073 第 85 條，經濟及社會事務部提交以下報告。第 85
條要求 ELD、俄勒岡州人類服務部(ODHS)和俄勒岡州教育部(ODE)完成四份關於創建 DELC 和將就

業相關日托(ERDC)方案移交給新機構的報告。該法案要求 ELD 與 ODHS 和 ODE 合作，在四份報告

中的第一份報告中彙報制定和實施計畫的進展情況。 

新的機構，即早教學習和護理部(DELC)將根據 HB 3073 建立，將把早期護理和教育服務合併為一

個州立機構，負責包括兒童保育許可、登記以及州和聯邦兒童保育基金的分配等相關工作。HB 
3073 還將 ERDC 計畫轉移到新的機構。ERDC 是一個兒童保育補貼項目，為低收入的工薪家庭提供

兒童保育機會。ODHS 目前負責管理 ERDC 方案。兒童保育發展中心的部分資金由聯邦兒童保育發

展集體贈款(CCDBG)提供，由 ELD 作為牽頭機構。 

2021 年 4 月，ELD 和 ODHS 開始對將 ERDC 計畫從 ODHS 轉移到 DELC 所需的工作進行初步分析。

ODHS 和 ELD 同意聘請一名顧問，Alvarez 和 Marsal(即 A&M)來調查 ERDC 專案管理在 ODHS 之間的

相互關係。A&M 最初的工作內容是完成對 ERDC 專案管理現狀的評估。該項工作在完成與就業有
關的日間護理計畫摘要即告結束。該文件從家庭和提供者的角度詳細說明了 ERDC 服務和流程，

建立流程圖，說明該方案如何在 ODHS 中發揮作用。評估包括關於核心業務、支援系統和預算的

部分。檔還詳細說明了過渡因素，過渡因素包括一系列問題，在構建將 ERDC 轉移到 DELC 的基礎

設施時，ELD 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工作。評估和伴隨的過渡考慮將作為建立 DELC 和將 ERDC 方案

管理移交給這個新機構的第二階段工作的指導。  

在與 ODHS 完成 ERDC 當前狀態評估後，ELD 與 A&M 簽訂了合同，在負責 ERDC 移交工作的同

時，作為 DELC 代理機構行使責任。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ELD 領導團隊將與 ODHS 的主要代表密

切合作，審查 ERDC 的過渡考慮，確定遷移戰略，並做出必要的決定，為 DELC 的設計提供資訊。

ELD 有望制定一項實施計畫，並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法定最後期限前提交立法機構。ELD 繼續與

A&M 合作，建立使命、願景和指導原則，為 DELC 提供資訊；完成當前運營狀態分析；創建未來

的運營狀態；最後確定資源、預算和設計考慮；最後，為 2022 年 1 月的報告制定實施計畫。 

 
早期干預與幼兒特殊教育  

立法機構要求提供最新資料，說明在全州範圍早教學習系統內如何協調加強幼兒特殊教育和早期

干預服務。ODE 和 ELD 要求西北教育(EDNW)在政策審查和州掃描報告中協助確定最佳做法。在報

告中，EDNW 分析了同行評議的文獻，並完成了一項全州範圍內的綜合調查，比較了包括俄勒岡州

在內的 12 個州的治理、服務提供和資金模式。EDNW 受到關於 EI/ECSE 治理模型的有限研究的挑

戰，但使用通過全州綜合調查的形式來確定各個系統的優勢和挑戰。報告分享了合併和分散方案

管理的機會和障礙。 

EDNW 將在 2021 年秋季通過社區外聯和傾聽會議繼續相關工作。各種社區夥伴參與了這一進程，

其中包括：入學協調員、教育/教育促進教育服務提供者和家庭訪客、學區主管、教育服務地區主

管、早期護理和教育機構和方案的主任以及接受 EI/ECSE 服務的家庭。EDNW 將收集關於 EI/E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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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資訊，確定成功的實踐方案，並記錄額外支援的機會。EDNW 將在報告中公佈調查結果，

該報告可能用於為部門或立法層面的政策變化提供資訊。相關調查結果將寫入 ELD 2022 年 1 月的

報告中。除了與 EDNW 的合作外，ELD 和 ODE 還將與 BUILD 項目合作，就早期護理和教育管理進

行進一步的研究和推廣，包括 EI/ECSE 管理的最佳做法。  

 
學齡兒童保育規則 

根據早教學習委員會(ELC)通過的許可規則，ELD 擁有監督和管理俄勒岡州兒童保育的法定權力。

俄勒岡州的兒童保育許可規則目前是按專案類型（註冊家庭、認證家庭和認證中心，以及受監管

的補貼提供者的規則）組織的，而不是按專案所服務的兒童的年齡組織的。規則最新修訂為 2019
年版本，主要側重 6 周至 5 歲兒童的需求，但並不全然考慮俄勒岡州的課後專案和其他主要為學

齡兒童服務的專案 

最近，兒童保育辦公室與國家幼兒品質保證中心合作，協助兒童保育辦公室調查所有兒童保育類

型的現行規則，並區分適用於五個出生方案的規則和適用于為學齡兒童服務的方案的規則。此

外，ECQA 中心還分享了國家最佳做法，以協助制定適合學齡兒童的規則。OCC 正在努力審查和納

入 ECQA 中心提供的建議和國家最佳做法，以提出新的規則。OCC 於 2021 年 8 月下旬開始參與利

益攸關方的工作，以解決學齡兒童保育提供者和課後項目的問題。更新完整的規則將需要 18-24
個月。ELD 將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 HB 3073 要求的報告中向立法機構通報其計畫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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