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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對社區規則修訂工作組的關注。兒童保育辦公室(OCC)正在修訂俄勒岡州認證兒童保育中心
行政規則 (OARs)。OCC 正在主持一個支持此規則語言開發的工作組。參與者將獲得為該工作組投入
的時間的補償。 

我們正在尋找一個來自全州社區的多元化個人群體來參與此工作組。 

• 認證兒童保育中心的董事/代表; 

• 在兒童保育機構中與幼兒合作的社區夥伴; 

• 接受認證中心計劃照顧的兒童的父母或家庭成員; 

• 部落民族代表; 與 

• 兒童保育資源與轉介和早期學習中心代表。 
 
此多樣性包括但不限於種族、民族、社會經濟地位、地理位置、文化程度和主要語言。我們也在尋找
代表特定文化組織 (CSO) 的個人，這些組織正在或有興趣為認證兒童保育中心的兒童和家庭提供
服務。社區規則修訂工作組的選定成員將是代表所服務人群不同觀點的個人。 

重點是什麼? 

該工作組將為俄勒岡州認證兒童保育中心的行政規則 (OARs) 提供意見和建議。在 2022 年 9 月和
10 月舉行的 OCC 聽證會期間，與會者交換了有關以下主題的意見。  

• 員工職位資格和職責  

• 小組規模和員工與兒童的比例 

• 嬰兒保育   

我該如何申請? 

如需申請，請填寫第 3 頁至第 5 頁的申請表，並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5 點前提交給兒童保
育計劃分析師 Abby Strom。 提交申請有兩個選項: 

1. 通過電子郵件將 PDF 發送給 Abby Strom: abby.strom@ode.oregon.gov. 或 

2. 列印並郵寄副本至:  
OCC Community Rule Revision Workgroup C/O Abby Strom, ELD 
700 Summer St NE Suite #350  
Salem, OR 97301.  

 

mailto:abby.strom@ode.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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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每週將會舉行一次虛擬會議，並按照參與者的反饋及是否有空進行安排。工作組將舉行三到五次
會議。會議將於 2023 年 1 月開始。與會者應參加前三次會議。工作組只會在必要時召開三次以上
會議。 

問題? 

請聯繫 ELD 兒童保育計劃分析師 Abby Strom，電話 503-731-4529 或 abby.strom@ode.oregon.gov. 

我們期待與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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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是由早期學習部兒童保育辦公室主辦的社區規則修訂工作組的申請表。請完成以下申請
並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5:00 前提交。提交申請有兩個選項: 

1. 通過電子郵件將 PDF 發送給 Abby Strom，abby.strom@ode.oregon.gov. 或  

2. 列印並郵寄副本至:  
OCC Community Rule Revision Workgroup C/O Abby Strom, ELD 
700 Summer St NE Suite #350  
Salem, OR 97301.  

除非另有說明，您必須是俄勒岡州居民才能申請。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Abby Strom，電話 

503-731-4529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abby.strom@ode.oregon.gov.  

寄回申請表的方式: 

郵寄: OCC Community Rule Revision Workgroup, C/O Abby Strom, ELD, 700 Summer Street NE, Suite 
350, Salem, OR 97301 

電子郵件: abby.strom@ode.oregon.gov (所有附件須為 PDFs) 

注意: 本申請受公共記錄法約束，可應要求予以披露。個人資訊將被編修。 

組織/工作:   

名銜:   

合作夥伴組: ☐ 認證中心代表 

☐ 社區夥伴  

☐ 父母或家人 

☐ 部落民族代表 

☐ CCR&R 代表 

☐ 早期學習中心代表 

☐ 工會或宣傳代表  

☐ 其他 

如有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姓:  

首選名稱:  

電子郵件:  首選電話:  

mailto:abby.strom@ode.oregon.gov
mailto:abby.strom@ode.oreg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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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我們如何實現確保社區在機構工作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的目標，特別是在歷史和制度上被排斥的社區，請考
慮分享有關您性別、性取向、種族、民族和身心障礙的資訊。請注意: 這些問題是自選的。我們將審查這些問題的答
案，以確保最終工作組的成員反映不同的社區。根據州和聯邦法律，這些資訊不得用於歧視您。感謝您的參與。 

性別認同: 請選擇所有適用項。 您是變性人嗎? 

☐ 無性別 
☐ 酷兒或流動性別 
☐ 男性 

☐ 非二元性別  
☐ 有所疑問或不確定 
☐ 女性 

☐ 未列出的性別/認同 
 (請在下面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不懂這個問題在問什麼 

☐ 我不想回答 
 

☐ 是   

☐ 否 

☐ 不知道   
☐ 有所疑問   
☐ 我不懂這個問題在問什麼 
☐ 我不想回答  

性取向或身份:  

您認為您的性取向或性認同是什麼? 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 無性戀 

☐ 雙性戀 

☐ 男同性戀 

☐ 女同性戀 

☐ 泛性戀  

☐ 酷兒  

☐ 有所疑問 

☐ 同性別相愛  

☐ 同性相愛 

☐ 異性戀 (主要吸引或只吸引其他性別或異性)  

☐ 不知道  

☐ 未列出。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不懂這個問題在問什麼 

☐ 我不想回答 

種族/民族: 請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 美籍非裔或黑人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 亞洲人 
☐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 中東裔或北非裔 

☐ 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島民 

☐ 白種人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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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您是否精通以下語言? (選擇所有適用的選項) 

☐ 中文 

☐ 英文 

☐ 俄文 

☐ 西班牙文 

☐ 烏克蘭語 

☐ 越南文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  

☐ 我不想回答 

身心障礙: 您是否有身體、精神和/或情緒障礙或狀況?   

☐  是   

☐  否 

☐ 我不懂這個問題在問什麼  

☐ 我不想回答 
 

請對以下問題提供簡短的回答 (1-3 句即可)。 
 
 

 
 
 
 
 
 
 
 

 
 
 
 
 
 
 
 
 

 
 

1. 請簡要說明您希望加入此工作組的原因。 

2. 請說明您感興趣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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