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勒岡州全州通用獎學金計劃
2018-19 貝蒂格雷早期兒童獎學金申請 Betty Gray 早期兒童發

育捐贈基金

俄勒岡州幼兒保育和教育職業發展中心 • 503-725-8535 •（免費）8877-725-8535 PSU-OCCD • 獎學金計
劃 • PO Box 751 • Portland, OR 97207 • pdx.edu/occd • occdsch@pdx.edu

步驟1+以上以及 
20小時的工作

確認您符合資格
✔ 您必須是俄勒岡州兒童保育辦公室核發執照的機構（註冊家庭、認證家庭或認證中心）從事
與兒童直接相關的工作或監督職員從事與兒童直接相關的工作且工作時數至少達每週 20 小時。
✔ 在我們收到您的獎學金申請表時，您必須具備俄勒岡州登記表步驟 1 以上的認證。如果您还
沒有擁有該獎學金，申請人將獲得俄勒岡州註冊第1或第2步的自動評估。

目標及登記表步驟 根據您的目標及登記表步驟提出申請
請提出申請以協助您 1) 達到登記表中更高階的步驟；2) 完成幼兒保育和教育領域的相關學
位；或 3) 獲得早期兒童發育證書。獎學金是以登記表步驟為依據。

如果您處於步驟 1 至步驟 8.5，您可以申請：
✔ 研討會註冊費（必須位於俄勒岡州且由 OAELP，ORAEYC，Oregon ASK 或 PRO 贊助）。
會議活動由州政府贊助的 [Child Care Resource & Referral, CCR&R] 有西班牙語，俄語，越南語和
中文可能包括在內。請在研討會舉行之前寄送獎學金申請表給我們。
✔ 從業人員訓練註冊費（必須獲得俄勒岡州登記表培訓者計劃 [Oregon Registry Trainer Program, 
ORTP] 的核准並由州政府資助的兒童保育資源及轉介 CCR&R 或上列任何研討會贊助者提供）。
✔ 俄勒岡州社區大學學費（每個學期最多 4 個學分，必須是幼兒保育和教育領域）。請針對課
程進行註冊並隨申請表附上註冊證明。註冊證明必須由大學官方單位提供（大學線上註冊入又
網站或大學註冊辦公室）且證明中應包含：學生姓名、學生證號碼、大學名稱、學期、課程編
號及課程學分。我們必須在下列日期之前收到您的申請表：

o 2018 年秋季：9 月 17 日（波特蘭社區大學 [P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PCC] 8 月 30 日）
o 2019 年冬季：12 月 31 日（PCC 12 月 13 日）

✔ 俄勒岡州社區大學成績單（兒童發展副聯 [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CDA] 或登記表
步驟 7 的社區大學學分）。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
✔ CDA 資格申請費（以 $425 為上限）。請在線上申請的付款部分選擇「Voucher」（付款憑
證），下載「YourCDA Cover Letter」（YourCDA 申請概要信函）並將該信函附在您的獎學金申
請表中。

如果您處於步驟 1 至步驟 12，您可以申請：
✔ 學位翻譯／評估（必須是幼兒保育和教育領域）。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
✔ 俄勒岡州登記表資格證明申請費（以 $225 為限）。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
✔ 俄勒岡州登記表資格證明觀察補償（以 $75 為限）。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

如果您處於步驟 9 至步驟 12，您可以申請：
✔ 進階從業人員訓練註冊費（必須符合和前文從業人員訓練相同的規定）。請在訓練舉行
之前寄送獎學金申請表給我們。

請將您的申請表寄送至 PSU-OCCD, Attn: Scholarship, PO Box 751, Portland, OR 97207 或
occdsch@pdx.edu。

6 個工作日 我們將會回覆您並提供進一步指示
我們將會在收到您申請表後的 6 個工作日內與您聯絡。 如果您獲得獎學金，我們將會盡力為您
簡化給付流程。請仔細閱讀相關指示以協助我們。

o 2019 年春季：3 月 25 日（PCC 待定）
o 2019 年夏季：6 月 17 日（PCC 待定）

http://www.pdx.edu/occd
mailto:occdsch@pdx.edu
mailto:occdsch@pdx.edu


Betty Gray 早期兒童發
育捐贈基金

➊告知我們您的個人資訊
姓氏 名字 中間名

地址（街道地址、公寓門牌號碼）   居住地址     通訊地址 城市

出生日期 （月月／日日／年年年年）

州 郵遞區號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地址  請勿寄送電子郵件 

 女性
 男性

 亞裔 黑人或非裔美國人

 



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拉丁美洲人或西語裔

白人（非拉丁美洲人或西語裔）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島民 
 其他

母語
英文 西班牙文
俄文 越南文
中文 其他:您在此領域工作多長時間了：     年數： _______ 月數： _______

您打算繼續在此領域工作多長時間？ 不到 1 年  1 至 2 年  3 至 5 年 超過 5 年以上
機構名稱 OCC 執照編號

➋ 請選擇您的目標
請選擇本獎學金將可協助您達到的 目標：
達到登記表步驟       ___。   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  學位或   __________________ 資格證明。
本獎學金將如何協助您達成目標？
 .................................................................................................................................................................................................................................... 

➌ 請選擇一項活動 (如果您想申請多項活動，請另外填寫申請表)
研討會（必須位於俄勒岡州且由 OAELP，ORAEYC，Oregon ASK 或 PRO 贊助；僅限步驟 1-8.5）。會議活動由州政府贊
助的CCR＆R有西班牙語，俄語，越南語和中文可能包括在內。

從業人員訓練(必須獲得 ORTP 的核准並由州政府資助的 CCR&R 或上列任何研討會贊助者提供；在步驟 1-12 提供；
步驟 9-12 僅有資格獲得進階從業人員訓練支援）。

俄勒岡州社區大學學費／成績單（必須附上註冊證明；請參閱第 1 頁以查看截止日期；僅在步驟 1-8.5 提供）。
CDA 資格（必須附上 YourCDA 申請概要信函；僅在步驟 1-8.5 提供）。
學位翻譯／評估（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在步驟 1-12 提供）。
俄勒岡州登記表資格證明（請在提出申請之前與我們聯絡；在步驟 1-12 提供）。

➍ 閱讀並簽名
主管聲明：在下方簽名即代表本人證實申請人是上列機構的員工、申請人每週從事與未滿 13 歲之兒童相關的工作達 20 小時以上，或者申請人監督職員
從事與未滿 13 歲之兒童相關的工作；同時本人證明上列機構為職員提供有限的專業發展費用財務補助或沒有為職員提供專業發展費用財務補助。
主管／持照提供者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持照提供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聲明：在下方簽名即代表本人證實本人每週從事與未滿 13 歲之兒童相關的工作達 20 小時以上，或者本人監督職員從事與未滿 13 歲之兒童相關
的工作；本人需要專業發展的財務補助，且本人在此申請表中所提供的所有資訊均屬實且正確無誤。本人同意遵守俄勒岡州全州通用獎學金計劃政
策。本人瞭解，獎學金計劃沒有義務為任何人提供財務補助且獎學金是按照申請順序提供。本人將會向獎學金計劃提供證明文件，以證實本人已完成
獎學金所資助的任何活動；如果本人沒有使用獎學金，本人將會立即與獎學金計劃聯絡。如果本人未與獎學金計劃聯絡且本人未完成獎學金所給付的
活動，本人將需負擔獎學金計劃代本人所支付金額。

獎學金計劃是俄勒岡州登記表的一部分。俄勒岡州登記表是管理執照規定及個人專業發展訓練和教育記錄的系統。如果您沒有參與，通過提交此申
請表，您將註冊俄勒岡州註冊處。俄勒岡州登記表的服務代表將會採取所有必要的預防措施，以確保僅有獲得授權的人員可以存取機密資訊。除了本
文件所述以及獲得法律授權的情況之外，我們將不會向他人披露機密資訊以用於任何其他用途。在下方簽名即代表本人同意向俄勒岡州早教學分部
的兒童保育辦公室、俄勒岡州職業發展中心、民政部和／或研究所之兒童保育資源及轉介中央協調部及當地兒童保育資源及轉介計劃中獲得授權的
人員披露本人的個人聯絡資訊和訓練／教育資訊。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FFICE USE   Complete  Incomplete 
 Approved $ __________ By _____  ___/___ /___ Index __________  Den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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