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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概述  
俄勒岡州議會於 2021 6 月通過了 HB 3073，其中包括成立新的早期學習機構，即早期學習和護理

部（DELC）。早期學習部（ELD）於 2021 開始了 DELC 使命、願景和價值觀（MVV）工作，與 ELD

和俄勒岡州公共服務部（ODHS）員工舉行了兩次內部員工參與會議。 

該專案的總體目標是在共同創建 DELC 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時，讓不同的聲音參與進來。通過

兩種參與策略，MVV 回饋調查和 MVV 社區對話，團隊與來自全州的俄勒岡人接觸，以幫助創建

反映、代表和支持俄勒岡社區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聲明。該參與專案是俄勒岡州社區第一次有

機會幫助指導未來的 DELC 工作，並為新機構建立包容性基礎。這項工作的見解和思考也將有助

於指導未來參與機會的最佳實踐。  

MVV 回饋調查共收到來自俄勒岡州每個縣的 400 份

回復，其中 367 份為英語，33 份為西班牙語。當被

要求從受眾列表中選擇時，大多數受訪者（51%）選

擇了“我提供早期護理和教育服務”。在“以下哪

一個種族或族裔群體描述了您的背景？”問題中，

調查受訪者共用的種族和族裔見表 1（回答要求選擇

所有適用項)。  

共有 104 人註冊參加MVV 社區對話。在登記的 104

人中，有 78 人參加了會議。在每次會議上，俄勒岡

州的城市、郊區和農村地區都有相應的代表參與。

早期學習中心和兒童保育資源（CCR&R）課程的參與

者最多。 

有關此專案的其他詳細資訊和數據，請查看完整報

告.  

調查結果  

MVV 回饋調查  

受訪者被要求審查任務、願景和價值觀，並根據利克特量表（強烈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同

意、不同意和強烈不同意）對以下陳述進行評分。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人 4% 17 

非裔美國人或黑人   2% 8 

亞裔 2% 8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19% 74 

夏威夷土著或太平洋島民 1% 5 

中東或北非 1% 4 

白人 66% 263 

其他 2% 8 

不知道/不願回答 8% 32 

沒有回答  5% 20 

表 1，回饋調查：族裔和種族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HB3073#1656700580191-55cca25f-7916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wp-content/uploads/2022/09/FINAL-MVV-Engagement-Report_Summer-2022.pdf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wp-content/uploads/2022/09/FINAL-MVV-Engagement-Report_Summer-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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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體而言，我對擬議的[使命、願景或價值]聲明感到滿意。  

2. 擬議的[使命、願景或價值]陳述簡單明瞭。 

3. 擬議的[使命、願景或價值]聲明與我在俄勒岡州為兒童、家庭和早期教育者制定的個

人目標相關聯。  
 

大多數受訪者 (80.1%, 79.8%, 和 80.3%) 選擇“強烈同意”或“同意”所有三種說法。對於願景

(80.6%, 79.5%, 和 82.3%) 和價值 (89.5%, 87.5%, 和 90.5%),陳述，也有類似的回饋，大多數受訪者選

擇“強烈同意”或“同意”。   

調查還包括四個開放式提示： 

• 用您自己的話來說，您將如何為 DELC 編寫[使命、願景或價值觀]？ 

• 如果您認為需要更改某個特定部分，您將如何更改？ 

 在所有問題中，調查參與者表示，應在任務、願景和價值觀（如資源、工具、價值、途徑、薪酬

等）中納入對早期學習勞動力的更多支持。受訪者還表示，在所有聲明中，希望加強支持家庭的

語言（例如，承認與家庭的夥伴關係、父母/監護人角色、獲得服務/資源等）。  

對於使命和願景，受訪者表示，應包括或強調與品質、發展、多樣性、公平、包容和獲取有關的

語言。受訪者還對擬議任務、願景和價值陳述的閱讀水準表示擔憂。一些受訪者還表示，所有願

景陳述都需要簡化（例如，傾向於一種陳述、令人困惑的語言、行話、缺乏清晰性等）。  

受訪者經常提到這些價值觀：公平、多樣性/包容性、尊重和持續改進。受訪者承認這些價值觀的

描述存在差距，並提出了編輯和改進建議。 

MVV 社區對話 

社區對話參與者強調了參與、合作和支持家庭作為兒童第一任教師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受眾群體

中，參與者表示強烈希望俄勒岡州的系統滿足所有兒童的需求，並希望 DELC 致力於這樣做。包

括將多樣性與包容區分開來的建議。來自農村社區的與會者強調，由於資源有限，需要額外的支

持和跨部門的專門知識。  

早期學習中心和 CCR&R 參與者認為 DELC 是構建和支持系統的合作夥伴。他們依靠 DELC 為夥伴關

係和合作提供管道。與會者表示強烈希望 DELC 繼續與社區合作和共同創造。西班牙語和俄語會

議的與會者強調了主題領域語言和清晰度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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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機構和系統調查結果 

除了與草案語言直接相關的回饋之外，MVV 參與參與者還為 DELC 提供了意見、想法和建議。以

下是參與者回饋的總結： 

• 認識並回應早期學習勞動力的需求。 

• 優先擴展早期學習和護理計畫、服務和資源。  

• 解決權力動態，支持許可專家和兒童護理提供者之間的信任和尊重關係。 

• 通過共用對機構目標的持續評估，保持透明度和問責制。  

• 改善客戶服務和與外部受眾建立關係。  

• 確保社區驅動的早期學習系統。回應社區的經驗和意見。 

• 增加殘疾兒童獲得資源和支持的機會。支持包容性和回應性的早期學習和護理環境。   

• 擴大家庭支助網路（特別是有殘疾兒童的家庭）。  

• 將父母、監護人和家庭視為早期學習系統中的合作夥伴。 

• 繼續與社區進行對話和共同創造。擴大參與努力，包括社區補償。  

• 需要語言和文化多樣的工作人員來支持難民家庭和兒童。 

有關此專案的其他詳細資訊和數據，請查看完整報告.  

建議 

修訂過程 

在審查了調查和對話的主要結果後，專案團隊於 2022 年 7 月起草了任務、願景和價值（MVV）聲

明的修訂版。專案團隊於 2022 年 7 月 21 日向執行團隊提交了該版本。在本次介紹之後，還開展

了兩項參與活動。7 月 27 日，ELD 主辦了一次“宣導者參與會議”，分享修訂版，並從代表 7 個夥

伴組織的 16 名參與者那裏獲得回饋。該團隊於 8 月 3 日向早期學習部（ELD）和俄勒岡州公共服

務部（ODHS）的工作人員提交了修訂版。2022 年 8 月，該團隊根據三次會議參與者的意見，以

及 MVV 回饋調查和社區對話，完成了建議聲明（包括以下內容）的起草工作。   

建議的使命、願景和價值陳述 

原始使命說明 

俄勒岡州的幼兒得到了由早期教育者和護理專業人員組成的社區的公平支持，他們有能力幫助兒

童和家庭茁壯成長。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wp-content/uploads/2022/09/FINAL-MVV-Engagement-Report_Summer-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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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說明（修訂） 

我們的使命是建立一個協調的、文化上適當的、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系統，該系

統承認並尊重所有兒童、家庭以及早期學習和保育專業人員的優勢和需求。 

原始願景說明 

一個協調的、文化上有反應的、以家庭為中心的早期學習和兒童保育系統，支持在不同環境中分

娩的兒童的各種需求。  

健康、安全和穩定的環境，使兒童能夠學習和成長。  

俄勒岡州的首選雇主，重視員工的不同背景，支持每個團隊成員實現個人目標。 

願景聲明（修訂版） 

我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公平的早期學習和護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所有兒童、家庭、早期護理

和教育專業人員以及社區都得到支持和授權，使其茁壯成長。 

原始價值觀說明 

信任：我們是值得公眾信任的管理者；我們誠實、透明，並遵守我們的承諾。 

尊重：我們相信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我們的員工和社區合作夥伴都是擁有寶貴知識的專業

人士。 

誠信：我們對我們的行動、決策和工作負責，以可靠地實現高質量的成果。 

公平：我們致力於優先考慮公平問題，並通過公平獲得服務解決歷來服務不足的社區之間的差

距。 

安全：我們將兒童和專業人員的安全和福祉放在第一位。 

多樣性和包容性：我們培養了一個文化多元環境，重視多元化思維，鼓勵自我真實性。 

社區夥伴關係：我們支持、合作並依靠合作夥伴的專業知識來加強我們的社區。 

持續改進：我們設定目標，尋求輸入，並使用數據來提高服務品質和效率，並推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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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聲明（修訂版） 

公平：我們致力於消除壓迫制度，這些制度傷害和造成歷史上和制度上被排斥的社區的不平等。

我們致力於通過採取反種族主義原則、擴大獲得服務的機會以及確保社區代表性和機構工作中的

共用權力來解決這些差距。 

多樣性：我們歡迎並重視員工和社區中的不同身份、背景、思想和文化。我們致力於挑戰占主導

地位的白人文化，並培養一個文化回應環境。 

包容性：我們為所有個人（無論種族、性別、性取向、外貌、語言或能力）創造參與和參與的機

會，體驗歸屬感，並獲得專案、服務和資源。  

尊重：我們相信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我們致力於培養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家庭夥伴關

係。我們認可並重視家庭、早期護理和教育專業人員以及社區合作夥伴的知識和經驗。 

信任：我們通過誠實、透明和信守承諾來重視公眾的信任。 

關係：我們認識到在實地和社區培養關係的重要性。我們傾聽、支持、合作和慶祝社區中的專業

人士、家庭和兒童。 

安全：我們將兒童、家庭以及早期學習和護理專業人員的安全和福祉放在首位。  

持續改進：我們設定目標，徵求社區意見，並使用數據來提高服務和計畫的品質，提高品質和效

率，並推動創新。 

下一步 
專案團隊將向參與者發送該執行摘要（英文、西班牙文、俄文、越南語和繁體中文），以分享他

們的意見和回饋如何被納入建議修訂。團隊還將向早期學習部（ELD）領導層提交總結和完整報

告。2022 年秋季，ELD 領導層將與早期學習宣導者合作，計畫聽力課程，並與家庭、早期護理和

教育專業人士探討這些陳述的含義。關注早期學習部門網站上的MVV 更新。  

有關此專案的其他詳細資訊和數據，請查看完整報告.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wp-content/uploads/2022/09/FINAL-MVV-Engagement-Report_Summer-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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