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申請 #746-早期教育獎學金：家庭托兒的問答，第一部分
（於 2017 年二月七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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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ELS 的撥款，有沒有規定兒童入學的最低人數？
答案：要獲得 ELS 的撥款一定要招收至少兩名的低收入兒童。如果你現在是 PFA 的合約商，你
可以申請 PFA9 個月或 PFA12 個月的撥款類型服務 4 歲的兒童來，不論家庭收入。

問題：我只服務 2 歲半到 5 歲的兒童，會影響我的資格嗎？
答案：不會，給 0-5 歲的兒童提供服務的機構都適合 NOFA 的資格。

問題：參加這撥款的要求是什麼？
答案：獲得 ELS 或 PFA 撥款的基本要求已列舉在英文版 NOFA 第 11-12 頁。
問題：有良好的信譽的定義是什麼？
答案：家庭托兒現在必須沒有牌照局的 Type A 的違規現象。
問題：如果我只為嬰兒提供服務，我可以申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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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以。

問題：準時的定義是什麼？
答案：家庭托兒者必須保證及時完成兒童入學的報告，以保證撥款會準確和準時。

問題： 在 NOFA 申請要求上的“財政義務”定義是什麼？
答案：在 NOFA 第 13 頁已列舉了“財政責任”，這只是声明，OECE 或市政府不接受家庭托兒為
此 NOFA 所产生的任何费用（例如，打印成本，咨询费用等）的财务责任。

品質評定和改善系統 (QRIS):
問題：只有一個框格可以填寫 QRIS 的評級。可不可以填寫 FCERS 的評分？如果最後的一次評
級是 CLASS 該如何？應該填寫什麼分數？是寫所有評分的平均數嗎？
答案：這框格只能填寫 QRIS 的評級。QRIS 的評級是 1-5，這評級將包含 FCERS 和 CLASS
的評估。如果家庭托兒沒有 QRIS 的評估或沒有 QRIS 的評級，那麼家庭托兒者必須同意積極參
與 QRIS 技術援助和培訓（T&TA）合約商合作，在 2020 年六月三十日前取得級別 3 的評級。
OECE 將根選定的家庭托兒合作，安排有關 QRIS 評估的技術援助和培訓（T&TA）。
問題：如果我沒有 QRIS 的評級，我可以申請 ELS 的申請嗎？如果沒有得到評級 3，幹怎辦？
家庭托兒將可以得到多少撥款？怎樣才可以得到 QRIS 的評估？應該聯繫誰呢？
答案：如果家庭托兒沒有得到 QIRS 的評估或得到 QRIS 評級 3 級以下，家庭托兒都可以申請
ELS 的撥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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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打電話給任何人。沒有 QRIS 評估又被選定的家庭托兒者可以
得到按 QRIS 評級 3 發放的撥款直到 2020 年六月三十日。
問題：得到 QRIS 的評級會影響撥款嗎？如果我在明年得到 QRIS 的評級是 4 或 5 級，我將會
得到獎金（學卷）嗎？
答案：如果你得到 ELS 的撥款，而你 QRIS 的評級在以後幾年上升到 4 或 5 的評級，那麼你的
家庭托兒將符合得到品質補貼的撥款。
問題：我在三月三日有個關於 QRIS 評級的會議，我怎樣知道我的評級呢？我 QRIS 的評級將在
三月二十一日，那我要怎樣填寫 QRIS 評級的框格呢？
答案：如果你在 2017 年七月一日到 2018 年六月三十日得到 QRIS 評級，OECE 都會接受你最
近 QRIS 的評級。
問題：如果我 QRIS 的評級在 3.0，那麼我有符合申請 ELS 的撥款嗎？
答案：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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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PFA 退還學費信貸的資助也要符合 QRIS 的評級標準嗎？
答案：PFA9 個月 12 個月的合約商必須達到和至少保持 QRIS 評級 3 的標準。

早期教育獎學金:
問題：聽起來，ELS-City（學卷）給非目標人口的家庭只有一年的撥款，這些家庭要想繼續
得到第二年的服務，需要從回 SF3C 的系統，這是真的嗎？
答案： 托兒服務的資格將每年都要重新認證，以確定家庭符合繼續獲得所有 ELS 資助的資格。
有家庭可能有資格獲得洲或聯邦的補助，或仍有資格獲得 ELS 的資助，在這種形況下，他們將
繼續可享有超過一年的服務。ELS-橋樑的撥款是用於提供持續性的照顧給家庭失去洲或聯邦的
補助，這撥款要通過 OECE 的認證。已被因選的家庭托兒對已經失去洲和聯邦補貼的 0-5 歲的
兒童繼續提供服務，家庭托兒將以 ELS FCC 的費率得到至少一學年的撥款。如果是目標人口的
兒童不能重新獲得洲或聯邦補貼的資格，他們的資助可直到他們入讀幼兒園，這資助將取決於可
用資金。
問題：要能讓 ELS-City（中等）的框格在 EXCAL 的 文檔上反應出來，怎麼類型的獎學金適
合這些家庭？
答案：ELS-City（中等）的撥款是提供給中低家庭收入 4 歲以下的兒童需要托兒服務，但不
符合洲或聯邦的補助。獲得資助的中低收入家庭可選擇入讀任何 OECE 批准的合資格的家庭托兒
。獲得批准的兒童可能獲得至少一學年的早期教育獎學金的資助。ELS-City（中等）的撥款
將視乎可用資金。填寫相關的資料在“預計最高入學率的表格”將向 OECE 表明中低收入家庭對
托兒服務的需求。
問題：我有一個 PFA 的兒童入讀我的家庭托兒，我需要填寫兩份表格嗎？
答案： 如果你只想申請 PFA9 個月／12 個月，那你就填寫 NOFA 申請表和家庭托兒預計最高招
生人數表-僅是 PFA 的表格，否則，你需要填寫 NOFA 申請表和家庭托兒預計最高招生人數表。
問題：什麼是 “全職”的定義？
答案：根據 ELS- 差距在洲學卷的定義是每星期服務三十或三十個小時以上。根據 ELS-City（
學卷／預留）和（橋樑）是每天服務 6.5 或 6.5 個小時以上。請看 NOFA 第五頁。

全民學前教育:
問題：我的家庭托兒有大的牌照，我的家庭托兒正在 QRIS 的評審當中，我可以申請 ELS 嗎？
答案：你可以根據你預計的入學人數可以申請 ELS。 現在是 PFA9 個月和 PFA12 個月的合約
商可以申請 PFA 的撥款。如果家庭托兒還沒有得到 QRIS 的評級，他們必須同意積極參與
QRIS 技術和培訓（T&TA）合約商合作，在 2020 年六月三十日前取得級別 3 的評級。OECE
將根選定的家庭托兒合作，安排有關 QRIS 評估的技術援助和培訓（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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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PFA 175 天是否包括 5 天的老師工作天？
答案：只有現在是 PFA 合約商的家庭托兒才符合申請 PFA 9 個月的撥款。175 天包括老師的
工作天。
目標人口:
問題：那些不屬於目標人口的兒童怎麼办？
答案：屬於目標人口的兒童有入學的優先權。OECE 會根據資金的可用性致力服務所有符合資格
的兒童。
其他:
問題：如果家庭托兒根據 SF 私人學校在 2017-18 的招生時間，在三月七日寄出信，三月十四
日為入學申請表的截止日期。我們想申請 ELS 的撥款，但 ELS 申請的截止日期是三月三日，我
們怎麼知道會招收多少個目標人口的兒童呢？
答案：我們鼓勵家庭托兒盡他們的能力預計 FY2017-18 年的入學人數。這預計可根據以前招
生的規律和／或計劃招收多少個目標人口的兒童。 家庭托兒收到 OECE 的撥款是根據實際的入
學人數。預計入學人數可以每年調整。

問題：什麼時候 OECE 將安排與中心托兒和家庭托兒的會議？OECE 的職員將在什麼時候與中
心托兒和家庭托兒對話？OECE 需要儘快安排類似市政廳的會議收集問題／意見／和評論。
答案：OECE 重视托兒服務提供者和家庭的观点。OECE 于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中旬结束了为
期三个月的社區諮詢，以其引領 NOFA 发布的工作。OECE 將會以不同論壇的形式繼續努力改進
尋求意見反饋，並在未來把握主动向利益相关者宣传的机会。

問題：如果我們所填的表格有錯誤，尤其是預計最高招生人數表，那麼我們該怎麼办呢？
答案：編輯／更新的資料可以在最後呈交前更改，以 2017 年三月三日下午五點前呈交的為準。
2017 年三月三日下午五點後呈交的資料不會予以接受。如果合符申請的基本要求，你的申請表
將會被審核。政府保留在申请中提交相關信息的支持文档的权利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NOFA 的“选择过程和标准”部分。 被选中獲得资助的家庭托兒将与 OECE 工作人员开始合同協
商。 在此期间，将讨论和商定最高入学人數的表格，以其制定撥款協議。

問題：你準備好處理我們失去教師工資資助的後果嗎？
答案：“過渡“撥款是為了幫現在接受政府撥款的家庭托兒為已入學的兒童繼續提供服務而設立的
資助。 頭兩年在 OECE 的新的 ELS 撥款機制提供一些穩定的資金。家庭托兒現接受教師工資資
助和／或 PFA 的撥款, 在新的撥款機制上會面對減少撥款。“過渡“撥款會兩年內支付的一次性
撥款。“過渡“撥款是有限制的，將會與 OECE 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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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OECE 是否会补偿工资增长?
答案：支付給家庭托兒的職員必須不少於三藩市的最低工資要求（2017 年七月一日起，每小時
$14）。ELS 品質 3 的費率以結合對這要求的補助。
問題：家庭托兒接受撥款後覺得不適應或要離開，有什麼後果？
答案：如果家庭托兒不申請，那麼將在以後三年或更長都不會得到 OECE 對家庭托兒的撥款。
OECE 在預計不會在未來三年的接受新的申請，但有可能根據需求和可用資金而作改變。被選定
獲得 ELS 撥款的家庭托兒可選擇離開 ELS 或 PFA。任何預先的撥款未用于为 ELS 和/或 PFA
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服务需退还给 OECE。

問題：目前的一些資助計劃將快要到期了嗎？
答案：是的。所有現在的市政府撥款計劃將在 2017 年六月三十日到期。任何機構要繼續得到市
政府的撥款或第一次向市政府提出撥款，都必須通過這份 NOFA 提出申請。
問題： 我們要怎樣做才能得到“過渡”的撥款？這項撥款是多少？
答案：預計將在 OECE 新的撥款制度而減少撥款的家庭托兒可申請這項撥款。家庭托兒必須對
這項撥款提出申請。每个 FCC 的“過渡”撥款数额不会超过根据 OECE 新资助方法的预计损失。
問題：如果我不能親自呈交我的申請，我可以郵寄我的申請表嗎？
答案：不可以。
問題：問什麼資訊會議的講座資料沒沒被翻譯：
答案：在 http://sfoece.org/funding-opportunities/上就可以找到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的資訊會議
的講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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