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申請 #746-早期教育獎學金：家庭托兒的問答，第一部分:
Part 2, Feb 15, 2017
以下的答案是在資訊會議中以書面的方式提出的問題和電郵到 Steve.Kim@sfgov.org 的問題。這
份文件只回答了至今為止的部分問題。 OECE 會在之後的日子里繼續公布額外的問題和答案。

問題和答案是根據以下的標題分類：
獲得撥款的基本要求:
品質評定和改善系統 (QRIS):
早期教育獎學金:
全民學前教育:
目標人口:
其他:
獲得撥款的基本要求:
問題：如果家庭托兒獲准得到 ELS 學卷的撥款，但沒有收到學卷的兒童，該怎麼做？
答案：你依然可以申請 ESL 的撥款。所有尋求平均每月服務兩位低收入的兒童的家庭托兒都鼓
勵申請這項撥款。獲得 ELS 的基本標準是保持每月服務兩位 0-4 歲低收入的兒童。如果你現在
是 PFA 的供應商，你可以申請 PFA9 個月或 PFA12 個月的撥款類型服務 4 歲的兒童來，不論
家庭收入。

問題：如果我只服務一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我是否可以呈交 NOFA？
問題：如果我只服務一位自付學費的兒童，而且我沒有被 QRIS 評估，我可以填申請表嗎？

答案：所用家庭托兒尋求平均每月服務至少服務兩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在洲的中等收入 70%
以下）的庭托兒都鼓勵申請 ELS. ELS 撥款的基本要求是每月平均至少服務 2 名低收入 0-4 歲
的兒童。如果你現在是 PFA 的供應商，你可以在 PFA9 個 FA12 個月服務 0-4 歲的兒童，無
論任何家庭收入。
如果家庭托兒沒有得到 QIRS 的評估或得到 QRIS 評級 3 級以下，家庭托兒者都可以申請 ELS
的撥款。OECE 將要求申請人同意在 2020 年六月三十日前達到 QRIS 評級 3 的標準. OECE 将
与選定獲得 ELS 撥款的家庭托兒合作，为 2017 年 7 月之后的 QRIS 评估安排培训和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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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QRIS 評估又被因選的家庭托兒者可以得到按 QRIS 評級 3 發放的撥款直到 2020 年六月
三十日為止。
問題：我怎樣可以招收兩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
答案：可以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要視乎不同的因素包括你家庭托兒的地點，教學的質量，市場
及促銷，服務低收入家庭的經驗，學費，和其他的因素。如果你有興趣平均每月服務兩位低收入
的兒童（在洲的中等收入 70%或以下）。我們都鼓勵你申請 ELS 的撥款。對家庭托兒的基本要
求是必須保持平均每月服務兩位 0-4 歲的低收入兒童。如果你現在是 PFA 的供應商，你可以申
請 PFA9 個月或 PFA12 個月服務 4 歲的兒童，無論家庭收入。

問題：要獲得 ELS 的撥款，怎樣知道將會有幾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呢？我現在沒有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
提供服務，我應該怎樣在框格填寫數字呢？
答案：如果你沒有為低收入的兒童提供服務，可能你沒有办法知道明年的招生情況。所有家庭托兒者尋
求平均每月服務兩位低收入的兒童（低於洲的中等收入 70%以下）的，我們鼓勵你們申請 ELS 的撥款。
獲得早期教育獎學金的最基本要求是平均每月服務至少兩位低收入 0-4 歲的兒童。如果你現在是 PFA 的
合約商，你可以申請 PFA9 個月或 PFA12 個月服務 4 歲的兒童，不論家庭收入。

品質評定和改善系統 (QRIS):

問題：雖讓我在 2014 年就參與了 QRIS，我到現在還是沒有 QRIS 的評級。因為我已有人 ERS
和評分的大綱，我可能知道我 QRIS 的評級。我的顧問告訴我只有少部分的家庭托兒得到評級，
那麼就是說大部分的家庭托兒不符合拿到更多的撥款。我現在沒有 QRIS 的評級，我在哪裏可以
得到呢？
答案：如果家庭托兒沒有被評估或評級，和過期的 QRIS 評級，或 QRIS 的評級在 3 以下，都
可以申請 ELS 的撥款。 OECE 將要求申請人同意在 2020 年六月三十日前達到 QRIS 評級 3 的
標準. OECE 将与選定獲得 ELS 撥款的家庭托兒合作，为 2017 年 7 月之后的 QRIS 评估安排培
训和技术援助，你不需要聯絡任何人。沒有 QRIS 評估又被因選的家庭托兒者可以得到按 QRIS
評級 3 發放的撥款直到 2020 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問題：如果 QRIS 的評估會一直到 2010 年的六月一日，那我們要等到那時候才能拿到每個兒童
$300 的品質津貼撥款嗎？
答案：是的。你的 QRIS 評級在 4 或 5 才能拿到這項撥款，

問題：至於 QRIS 的評級，應該怎樣填寫呢？
答案：請開 QRIS 的評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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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每個人都能拿到評級 3，我要怎樣才能得到更高的 QRIS 評級呢？
答案：目前，OECE 為評級 4&5 的家庭托兒提供年度的品質津貼。以後希望有更多的資源為評
級 4 和 5 的家庭托兒提供更高的費率。

問題： 我的家庭托儿所的 QRIS 还没有得到评分，我也不确定我以后我的家庭托儿是否能獲得
QRIS 評級 3，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申请吗？
答案： 无论你的家庭托儿的 QRIS 是低于评分 3 还是没有得到评分。 你都可以申请. 但你必須
同意積極參與 QRIS 技術援助和訓練（T&TA）合約商合作，並在 2020 年六月三十日前取得級別 3
的評級。才會被考慮是否符合 ELS 撥款的資格。
問題： 如果於 3 月 3 号都没得到 QRIS 的评估结果，我还可以申请这个早期教育奖学金吗？
答案：是的。可以申请。
問題： 如果現在我的家庭托兒 QRIS 评级是 4 或 5，那麼在 7 月 1 号会收到更多的拨款呢？
答案：是的
早期教育獎學金:
問題： OECE 考慮的低收入是什麼定義？
答案：收入在洲中等收入 70%或 70%以下。請看家庭托兒申請 NOFA 中的附錄 C.

問題：一個有可以照顧 14 個兒童的牌照，如果所有的兒童都是接受資助的，那麼家庭托兒收到
的撥款給所有的兒童還是只是部分的兒童？
答案：所有家庭在 2017 年七月一日正接受洲或本地的資助并通过该 NOFA 流程批准的家庭托
兒，将继续根据新的 ELS 撥款制度接受补贴。任何新的家庭正在尋求 ELS 的補助必須通過中央
資格表，現在是 SF3C 負責。

問題：15 個家庭托兒服務 40 個兒童在早期啟蒙計劃，他們都是有優先入學權的目標人口的兒童
。在預計最高招生人數表里，沒有可填寫的框格。應該怎樣填寫這些兒童的資料呢？服務早期啟
蒙計劃的家庭托兒可以怎樣預計招生人數呢？你會給幾個小孩發放撥款呢？
答案：請注意，這個 NOFA 是為合符資格的家庭托兒從當地的撥款增加費率。家庭托兒服務早期
啟蒙計劃的兒童，可以把服務這些兒童的人數填在第 5 部分的現在招生情況-“其他資金來源沒有
列舉在以上”和在 FY 017-18 預計最高招生人數表的第 6 部分，“其他資金來源沒有列舉在以上 -可
能通過 ELS-差距”。在 ELS-差距的撥款種類上，OECE 目標是盡最大的能力使用洲和聯邦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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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我的員工將在五月底獲得兒童發展的副學士，那麼我可以把我的員工填寫在申請表（
NOFA）上嗎？
答案：可以。預計最高招生人數的表上，有課室主任教師的教師執照類別，但這只適用於決定
PFA9 個月和 12 個月的費率。NOFA 的申請表格是不需要填寫員工的教育水平。

問題：可以解釋洲和聯邦撥款的區別嗎？
答案：洲的早期教育撥款是從加洲教育部門或加洲公共福利來的。本地早期教育的撥款（早期教
育獎學金和 PFA）是來自三藩市納稅人。

問題：如果我的家庭托兒不在這撥款的制度，那麼我還可以招收有 CalWORKS 和洲學卷的兒童
嗎？
答案：可以，有 CalWORKs 和 CAPP 洲學卷家長可以為他們的孩子選擇任何一個有牌照的又接

受學卷的家庭托兒。家庭托兒沒有申請或沒有被批准獲得 ELS 撥款，那這家庭托兒中心就不能
得到 ELS 的提高費率，評級 3 的費率，而且這家庭托兒中心不獲得批准服務有 ELS-City（學
卷，預留，或橋樑）資助的家庭。

問題：如果我們有同樣的付款方式，那麼有多少位嬰兒會收影響呢？
答案：家庭托兒自行決定，可以服務不同的年齡組別。

問題：怎麼決定家庭托兒得到 ELS 的撥款？是否有審查過程或現場訪問來衡量質量和對質量的
承諾？ELS 的評審基準是什麼呢？
答案：評審家庭托兒是否獲准 ELS 撥款的基準以列舉在 NOFA 的第 11-12 頁。
問題：ELS 的講義有包括學前教育的費率嗎？
答案：ELS 講義可以在 www.sfoece.org 上找到。
問題：ESL 的 NOFA 是否跟教師工資補助申請一樣，撥款多與少會跟隨兒童入學的人數有所改
變。
答案：是的， 請查看 NOFA 第 6 頁，ELS 給嬰兒，幼兒，和學齡前兒童的費率。
問題：有多少個家庭托兒參與了綜合財政分析？怎樣決定哪些家庭托兒參與訪問？哪些地區的家
庭托兒被選上參與的？什麼牌照類型的家庭托兒參加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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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綜合財政分析創建了 8 個家庭托兒的檔案主要涉及兒童的年齡，收入的資源， 和家庭的
規模。

問題：在最高預計招生人數表里，在哪裏可填寫無家可回的家庭呢？（不是 ACCESS）？
答案：ELS-City （預留）。

問題：我們可以根據月份填寫現在的最高招生人數嗎？
答案： 可以

問題： 費率有多大的變化？ELS 會根據生活成本而增加嗎？費率在未來會增加或變化的可能性
有多大？有生活成本增加嗎？ 誰將評估情況？費率會因每年的生活費用增加而增加嗎？ 付款會
進行一次支票還是會分兩期支付？
答案：OECE 的目的是使費率代表質量成本，隨時間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因此我們希望能根據可
用的資金進行調整。

問題：我會填寫預計最高招生人數，但我第二年的招生會跟之前的完全不樣，那我要填寫兩份表
格嗎？
答案：你可以在最高招生人數的表上是預計明年的招生情況。如果你所指的是變化是 18-19 年
的，你可以寫上你改變的日期和程序。

問題：我要怎樣讓家庭知道他們符合 ELS 的撥款呢？如果他們打電話給我們，那麼我們該怎樣
回答呢？
答案：要符合 ELS-City（學卷和預留）的撥款，家庭的收入要在洲的中等收入 70%以下，但
他們的家庭收入在地區中等收入的 110%以下，還是可以有補助的。ELS--City （中等）就是
給收入在洲的中等收入 70%以上和地區中等收入的 110%以下的家庭。

問題：在 ELS- 差距的舉例中，ELS-差距會為有 CalWORK 的兒童發放這項撥款， 例如每個
兒童將獲得$4,286 的撥款對碼？這費率是給嬰兒在全職／全天托兒的費率嗎？
答案： 是的。

問題：私校的入學日期是在 ELS NOFA 截止後的一個星期。在此之前，私校不會知道招收寫什
麼學生。那該怎樣填表呢？
答案：盡你最大的努力預計 2017-18 年的招生情況，填妥你的預計最高招生人數，並與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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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提交。

問題：怎樣在框格填寫數目呢？家庭托兒同時照顧四位嬰兒不是件容易的事。
答案：那只是一個假設。請根據你家庭托兒的情況選擇收生的規模。

問題：我有 PFA 也有其他的計劃，那我要填寫兩份申請表嗎？
答案：填寫一份申請表和一份最高招生人數表。如果你想為其他獲得 ELS 撥款的家庭提供服務
，你就不要填寫“僅適用 PFA 最高招生人數表”。

問題：ELS 的撥款是從今年開始，還是明年？
答案：ELS 的撥款是從 2017 年七月一日開始。

問題： 那些已經入讀而且有獎學金的兒童怎麼办呢？如果家庭托兒獲得 ELS 的撥款，這些兒童
將自動轉到 ELS 里嗎？那些那些已經入讀而且有學卷的兒童怎麼办呢？如果家庭托兒獲得 ELS
的撥款，這些兒童將自動轉到 ELS 里嗎
答案：已經有洲和本地學卷的兒童將會在七月一日轉到 ELS 的撥款里，但你必須把有學卷的兒
童人數天在最高招生人數表里，並與 NOFA 申請表一起提交。

問題：家庭托兒在申請中是使用 PFA 才能停止獲得 C-Wages 資金？C-Wages 是怎樣計算到
ELS 里的呢？在新的撥款制度里，我們會獲得 C-Wages 還是 C-Wages 會停止。我可以奪得
ELS 和 C-Wages 嗎？
問題：在“預計最高招生人數表”里，“現在招生”的部分，沒有可以填寫 C-Wages 的框格，那
我要怎樣填寫 C-Wages 的資料呢？

答案：你不需要把 C-Wages 的資料填寫在最高招生人數表上。 C-Wages 在 2017 年六月三
十日就會停止。根據全市早期幼兒教育計劃，ELS 的費率已經是按照營運一個 QRIS 評級 3 的
成本計算。包括員工的工資。

問題：資料我已經收到了，那個具體的金額是變動還是固定的？
答案：是變動的。

問題： 在最高招生人數表上的 ELS City （保留）需要提供什麼文件呢？我們要怎樣預計 （
學卷和 CalWORKs ）的兒童呢？
答案：表格和有關的文件決定需求和資格，就想任何家庭申請洲和本地的學卷一樣，這責任是有
ECE 綜合服務機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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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家庭托兒是大牌（14 位兒童），那麼收到 ELS 的撥款按所用 14 位兒童還是只是部
分？
答案：如果你的家庭托兒通過審核，你就會收到所有 0-5 歲符合 ELS 資格的撥款金額。無家可
歸的家庭和有兒童在兒童福利的系統里將得到 ELS 給年長的哥哥或姐姐的撥款直到他們 12 歲
。

問題：如果我預留了學位給 ELS-City （預留），這意味著這學位是給那些特訂的兒童嗎？如
果沒有兒童入讀這預留學位，我會收到撥款嗎？如果我不能收到撥款，為什麼要預留學位呢？
答案：家庭托兒向 OECE 申請 ELS-City （預留）的學位給和資格的家庭，是確保在 SF3C 中
註冊的合格家庭有學位。家庭托兒得到的撥款是從有合格的兒童入學算起。如果沒能在你所估計
的時間里招收符合 ELS-City （預留）資格的學生，你可以招收自費或其他的兒童，沒有懲罰
。設立了預留學位的家庭托兒將會和 ECE 綜合服務機構直接聯繫招收符合預留學位資格的兒童

問題：家庭托兒能收幾位低收入有學卷的兒童，有最低和最高限制嗎？
答案：最低是要服務至少兩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沒有最高限制。
問題：今年會有撥款給 ELS-City （中等）嗎？
答案：要視乎可用資金和申請的人數。希望有可能給 ELS-City （中等）發放撥款。

問題：如果 3 歲的兒童有橋樑學卷到 4 歲入讀私校，那這兒童是申請 ESLanchor, 橋樑，或是
PFA 呢？如果這家庭不能付學費，而且這私校沒有獲得 ELS 橋樑的撥款，那麼這家庭可以被告
知回到 CEL 找其他的托兒選擇嗎？
答案：在財政 17-18 年，所有現在的 PFA 計劃都會轉到新的 ELS-橋樑。你不需要在預計最
高招生人數表里填 PFA 橋樑的人數。OECE 會審核在 17-18 年失去洲或本地資助的每個個案
決定 ELS 橋樑撥款的資格。

問題：一般的家庭托兒有資格招收有風險的兒童嗎？
答案：通過申請 NOFA 的程序，家庭托兒獲得早期教育獎學金的就符合資格。

問題：ELS 的可用資金是多少呢？
答案：ELS 的撥款和行政費用大概是 48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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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CACFP 是怎樣計算“適合”的費率？
答案：CACFP（食物補助）給家庭托兒大概是$996 每位小孩。

全民學前教育:

問題： PFA 給家庭可以退還學費信貸的選擇在 2017-18 年是否取消？
答案：PFA 9 個月和 PFA12 個月的撥款只適合現在是 PFA 9 個月和 PFA12 個月的家庭托兒，
所有在 PFA 現行的組件將會繼續，包括退還學費信貸 。
問題：如果家庭托兒只申請 PFA，那麼根據這份申請提出的撥款是否適用三年？
答案：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是為現在有 PFA 合約的家庭托兒提供兩個財政年度的資助，
2017-18 和
018-19. OECE 有權延長期限。OECE 的撥款是根據家庭托兒的實際入學人數。預計入學率可
以每年調整。

問題：聽起來市政府會在兩年內繼續提供撥款給 PFA，無論家庭收入。現在是 PFA 的供應商招
收 4 歲以下的兒童，那麼是否要通知家長兩年後當他們的小孩是 4 歲的時候將不能享受 PFA 的
學費退費呢？
答案：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是為現在有 PFA 合約的家庭托兒提供兩個財政年度的資助，
2017-18 和 018-19. OECE 有權延長期限。OECE 不鼓勵在 2019 年六月三十日後入學的 4
歲兒童的家長承諾 PFA 的退還學費信貸的優惠。
問題：你是否要申請 PFA？我們預期 PFA 可能在三年內都不會接受新的申請，是嗎？
答案：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是為現在有 PFA 合約的家庭托兒提供兩個財政年度的資助，
2017-18 和 018-19. OECE 负责评估如何最好地投资当地资金，为儿童 0-5 创造一个高质量
的连续照顾，包括 PFA 在内的计划的变化也會納入考虑之中。
問題：如果家庭托兒這次只申請“僅是 PFA”，那麼稍後的幾年，這家庭托兒不能申請 ELS 嗎？
答案：“僅是 PFA”的撥款是為現是 PFA 的家庭托兒通過申請 ELS 繼續得到 PFA 的撥款。現階
段，OECE 不会在未来三年内预测將來的申請，但可能会根据需求和资金可用性而做變動。

目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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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那些要付家庭費用的家庭，但他們不是目標人口，該怎麼辦呢？
答案：家庭費用將要繼續按相關的費用收取列表向所有家庭收費。
問題：目標人口的解釋有誤。目標人口中的拉丁裔和非裔是不管收入的多少，不只僅是低收入的
拉丁裔和非裔兒童。
答案：OECE 設想有一天，所有從出生到五雖的兒童，無論種族或社會經濟地位都能普遍獲得高
品質的早期教育體驗。但是，三藩市沒有足夠的早期教育資金執行這個憧憬。所以，OECE 必須
在何處分配本地資源方面做出困難的選擇。根據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將早期教育的資源用於低收
入家庭，在許多個人和社會福利指標上顯示了公共投資的巨大回報。這就是，最需要早期教育的
孩子，也似乎從中受益最多。我們希望，當資金允許，我們可以擴充 ELS-City （中等）的撥款，
以幫助中底收入的家庭應付在三藩市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和幫助目標人口的家庭無論家庭收入
。
問題：我有一個以顧客為基本的計劃，我希望我能幫助無家可歸的母親和兒童，但我現在沒有這
類型的顧客。
答案：我鼓勵家庭托兒者通過提出撥款的申請，讓我們知道他們有興趣給目標人口的兒童提供服
務。

其他:

問題：如果我有問題，在哪裏可以得到幫助完成填寫申請表
問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 EXCAL 的文檔，我必須要以手填寫的方式。哪裏可以得到幫助填寫
NOFA？
答案：OECE 不允許向任何申請者提供幫助。OECE 知道一些機構，包括 FCCQN 和三藩市
First 5 ，計劃提供幫助。申請人有問題可以在二月十四日中午 12 點前電郵到
Steve.Kim@sfgov.org。所有的回覆會上傳到 http://sfoece.org/funding-opportunities/.

問題：最後的一場講座是否有信息分享？
答案：沒有。 OECE 會把更新的 NOFA 申請文檔上載在 OECE 的網站上，並鼓勵申請人到
http://sfoece.org/funding-opportunities/查看新的資料。所有的問題必須在二月 12 日中午十二點前
電郵給 Steve.Kim@sfgov.org 。問題和答案會公布在 http://sfoece.org/funding-opportunities/.
問題：是否有最低限度的申請將被接受？
答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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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請解釋 FCCHN 和 FCCHEN 是不是一樣的呢？
答案：是-家庭托兒網絡（FCCHN）和家庭托兒教育網絡（FCCHEN）是一樣的。

問題：家庭托兒有規定為某一個年齡組別提供服務嗎？
答案：沒有要求針對任何年齡的組別提供服務。但 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的服務只提供給 4
歲的兒童。 有意向為低收入的嬰兒和幼兒提供服務的在因選的過程中加 5 分。
問題：我可以最早的什麼時候提交我的申請？
答案：你可以在 2017 年三月三日下午 5 點前的任何時候呈交。

問題：我可以什麼時候拿申請表和能找誰能幫助我？
答案：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從早上 8 點到下午五點，到 1650 Mission Street，300 室拿

表格。任何 OECE 和 HSA 的職員都不允許向申請人提供協助，或回答任何問題。所有的問題必
須在二月 12 日中午十二點前電郵給 Steve.Kim@sfgov.org 。
問題：是否所用在 OECE 的網站連寫鏈都有翻譯或只是 NOFA？
答案：現階段，只是有關家庭托兒的 NOFA 文檔有翻譯成西班牙文和中文。

問題：如果獲得 ELS 的撥款，但沒有有學卷的兒童入學，怎麼办呢？
答案：這不意味你不符合申請 ELS. 如果你申請了也表示為有學卷的兒童提供服務，你就有機會
為這些兒童提供服務。 如果這些兒童入學，你將奪得 ELS 的費率。

問題：你可以提供所有在 EXCEL 的公式，以供其他用手寫方式填寫的申請人計算金額嗎？我擔
心那些 不會用電腦的申請人。
答案：點擊框格就能看到公式，你也可以用費率表指引計算你的金額。
問題：洲的標準費率是怎樣決定的？
答案：這完全是由洲決定的。 ELS 差距是品質 3 的費率，比洲的費率要高。
問題：那些從 SF3C 轉介正在尋找托兒服務的家庭該怎麼办呢？
答案：如果家庭以獲得學卷而在是 SF3C 轉介的，ECE 綜合服務機構將為尋找學位提供協助。

問題：我沒有為我的主管教師牌照續牌已有兩年了，這對我獲得 NOFA 的撥款後影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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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如果你是 PFA 的合約商會會有影響，因為 PFA9 或 12 個月的費率是按找老師的教學牌
照類別發放撥款的。

問題：親自提交申請的地址是在哪裏？
答案：1650 Mission Street SF,CA. 94103, 3 樓，在 OECE 辦公室的對面。地址也已列在
NOFA 里。
問題：在 FY18-19 和 FY19-20 的學年，有機讓新的托兒者提出撥款的申請嗎？
答案：OECE 現在沒有計劃在 FY18-19 和 FY19-20 接受更多的申請；但這有可能要視乎可用
資金。

問題：我們的入學是每年變化的。在以後的三年里，我們的撥款也會跟著有所波動嗎？
答案：是的，因為我們是根據實際入學人數計算撥款的。

問題：Children’s Council 還會有撥款給家庭嗎？還是有 OECE 撥款？
答案：Children’s Council 會為直接涉及洲合約的繼續提供撥款：CalWORKs 第三階段,

CAPP, 和家庭托兒教育網絡(FCCHEN)。ECE 綜合服務機構會代表 OECE 其他洲和本地資金來
源負責行政工作。由誰擔任 ECE 綜合服務機構還沒有決定。
問題：在網上填寫的表格可以打印出來，讓行政人員閱讀嗎？
答案：不可以，一旦您提交申請，它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您，您可以打印電子郵件。

問題：OECE 是否先考慮有洲和聯邦撥款的幼兒機構，在考慮其他非牟利機構嗎？
答案： 是的。

Pregunta:Enviamos un formulario de inscripción para nuevos sitios?
Respuesta: Sí, un formulario de inscripción por sitio
問題：我們新開了一個新的分中心，需要填表了嗎？
答案：每個中心要申請撥款都需要填寫申請表。

問題：我們要多久提出一次申請呢？
答案：未來的三年內只需要提交一次。

問題：我們打算在未來的一兩年內開兩個新的托兒中心，我們需要為這兩間新的托兒中心填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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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嗎？
答案： 是的。

問題：我們一定要用 COCOA 電子簽到／簽走嗎？在和家長溝通和簽到／簽走，我們現在用其他
的軟件。我們不希望使用其他的軟件，因為這會影響我們和家長的關係。
答案：OECE 希望和托兒者合作，使簡化和提交報告的要求適合托兒會和 OECE。我們樂於與托
兒者合作，探索如何使用其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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