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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FAQ) 
托兒服務荒漠背景資訊 
 

 

補助金資格和申請問題  
 

何謂托兒服務荒漠？  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 RFA 將托兒服務荒漠定義為這樣一類人口普查區：其中

每個可提供的托兒服務時段有 3 名或以上 5 歲以下的兒童，或者該人口普查

區中無可提供的托兒服務時段。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補

助金的目的是什麼？  

紐約州決定投入一億美元，以在物資最匱乏的地區建立和擴展持照、經註

冊、獲許可的托兒服務能力。 

資金來自哪裡？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補助金的資金來自《美國救援計畫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ARPA)。  
 

這項補助金計畫將如何協助紐

約居民？  

托兒服務荒漠基金代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和投資，透過解決影響企業的

問題，包括在該州最需要的地區，由於缺乏優質托兒服務的選擇而長期缺

勤、生產力下降和人員流動，從而建設托兒服務能力和加強該州的經濟。 
 

此項資金服務於哪些年齡段的

兒童？ 

可由持照/經註冊/獲許可的托兒服務計畫提供服務的所有年齡段。 

誰有資格可以獲得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補助金並且可

以獲得多少補助金？  

紐約州將向在紐約州荒漠地區新開設持照/經註冊/獲許可托兒服務計畫的提

供者提供 7000 萬美元的獎勵。 

 
紐約州將向在紐約州荒漠地區開設持照托兒服務機構的新提供者提供 7000 

萬美元的獎勵。 
 

如需瞭解您是否符合資格，請參閱 RFA 第 3.0 節「申請的最低資格」、第 7.0 

節「強制性獎勵要求」和第 8.0 節「計畫特定要求和表格」：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針對希望使用當前執照進行擴

展的現有計畫的資金將何時提

供？ 

針對希望擴展的現有計畫，將在今年晚些時候發佈單獨的資金補助機會。當

這筆資金可用時，它將公佈於 OCFS 網站：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  

  

資金可以用來做什麼？  
 

資金可用於計畫開發成本、短期營運費用、人事成本、訓練和科技援助費用 

資金可用於計畫開發成本、短期營運費用、訓練和科技援助費用。如需關於

資金使用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2.3 節「目的和資金可用性，托兒服務荒漠

資金的允許用途」：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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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間什麼時候開放？  
 

申請入口網站將於 2022 年 4 月 11 日開放，並於 2022 年 5 月 19 日關閉。   
 

如需詳細瞭解申請前需要採取之步驟，請參閱 RFA 第 5.0 節「申請內容和

提交」：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補助金的領取方式是先到先得

還是需要進行競爭？  

 

補助金需要進行競爭。獲得預先批准的提供者需要成功獲取執照、註冊或許

可證。提供者還需要完成線上申請，以提供其擬設定計畫的詳細資訊，以及

該計畫將如何解決該州所在地區的托兒服務荒漠問題。資金將根據符合資格

的分數進行授予，並非所有取得批准的申請人都將根據可用性獲得資金。 資

金將根據符合資格的分數進行授予。OCFS 並不保證所有獲得核准的申請人都

將獲得資金。 

 
如需更多資訊，請閱讀 RFA：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如果我想要申請補助金，我首

先應該做什麼？  

如需獲得 OCFS 執照或在 OCFS 註冊，請在申請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補助金機

會之前完成 OCFS 培訓： 

 
如何開始/日托培訓 

 
若計畫申請成為 NYC DOHMH 第 47 條日託中心，您必須於申請新許可證之前

參加許可前培訓 -  https://a816-

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勾選「團體托兒和夏令營培訓班 (Group Child Care and Summer Camp 

Orientation Sessions)」旁的方塊，然後按一下頁面底部的「繼續 

(Continue)」）。 

 
所有有意者在申請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補助金機會之前，必須完成 OCFS 培

訓： 
 

如何開始/日托培訓 
 

參加培訓後，您可以為一項新的日托計畫申請執照/註冊/許可證。 
 

如需補助金申請流程的所有步驟，請參閱 RFA 第 5.0 節「申請內容和提

交」：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申請的步驟是什麼？   補助金申請流程分為五個步驟 
 

第 1 步：審查執照和補助金要求 

第 2 步：確定納稅人識別號、類型、法定企業名稱和企業實體類型 

第 3 步：參加技術援助會議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a816-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https://a816-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become-a-provider.php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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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完成補助金申請提交 

第 5 步：完成執照和合約 
 

如需補助金申請流程的詳細說明，請參閱 RFA 第 5.0 節「申請內容和提

交」：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申請可使用的語言有哪些？  申請表提供英文、西班牙文、中文、俄文、意第緒文、孟加拉文、韓文、海

地克里奧爾文、法文、義大利文、阿拉伯文和波蘭文版本。 
 

我可以從哪裡獲得有關補助金

申請的更多資訊？  

如需關於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補助金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deserts 
 

或參閱載於該處的 RFA：  

投資於紐約 – 托兒服務荒漠申請請求 (Request for Application, RFA) 
 

您也可以將問題提交至：   
investnychildcare@ocfs.ny.gov 
 

我現在是一名托兒服務提供

者。我是否符合領取這筆補助

金的資格？ 

透過設定額外模式或改變當前模式來增加容納人數的計畫被視為「新計

畫」，並且有資格申請。例如，將成為團體家庭日托 (GFDC) 的家庭日托 

(FDC) 有資格申請。  

在本 RFA 發佈日期之前的一年內持有執照的計畫或提供者，或屬於當前執照

持有者並且正在改變地點或其法律實體，但實際上並未擴大其許可容納人

數，則沒有資格申請。 

我運營一項課後計畫，我們正

打算添加學齡前服務。該學齡

前計畫是否符合領取這項補助

金的資格？ 

如果您需要申請新的執照/許可/註冊才能為學齡前兒童提供托兒服務，根據 

RFA 1 - 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新計畫緊急申請請求 (RFA) 的標準，您可能符合

資格。 

我當前是一名提供者，我對於

使用當前執照擴展設施或變更

模式有疑問。我應該與誰交流

我的疑問？   

對於當前執照有疑問的現有提供者應聯絡他們的監管機構/授權機構。 

是否提供選擇托兒服務地點的

幫助？ 

在執照要求和選擇地點方面需要協助的申請人可以聯絡當地的托兒服務資源

與轉介 (Child Care Resource and Referral, CCR&R) 機構尋求支援。CCR&R 的名

錄與聯絡資訊請見：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ferral-

agencies.php 

 

當補助金入口網站開放後，我

有多長時間可以用來申請？我

何時可以得知是否獲發資金？ 

申請期於 2022 年 4 月 11 日開始，於 2022 年 5 月 19 日結束。預計的預先核

准通知日期不早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 

資金是否以報銷形式發放？ 這並非一項基於報銷的補助金，但獲發資金的提供者必須持續記錄如何使用

資金來支援其托兒服務計畫。所有收據的纸质或電子記錄必须在補助期結束

後保留至少 6 年，以備審計時使用。關於可以將補助金用於何處的更多資

訊，請見 RFA 1 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新計畫緊急申請請求 (RFA) 附件 4 - 允許

費用清單。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deserts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RFA1-Childcare-Deserts.pdf
mailto:investnychildcare@ocfs.ny.gov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ferral-agencies.php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ferral-agenci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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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 
 

如果我提供非傳統時間服務但

沒有家庭利用這些服務怎麼

辦？ 

要獲得獎勵，必須提供非傳統時間服務的名額，且計畫必須保持開放，無論

出席情況如何，如補助金要求所示。  

 
 計畫還必須開放並依要求的人員比例運作，以此在非傳統時間提供申請中所

述的名額。 

我在上月開始了成為持 OCFS 

執照的提供者之流程。我仍然

會被視為新提供者嗎？ 

正處於執照申請流程中的提供者只要未在 2022 年 1 月 28 日之前獲得執照便

符合資格。如果獲發資金，來自兒童照護荒漠補助金的資金只可用於自申請

提交之日起符合資格的開支。 

我目前是合法豁免的提供者。

我是否符合領取這筆補助金的

資格？ 

會獲得執照或經過註冊的合法豁免計畫有資格申請。 

我錯過了資訊宣講會。是否有

錄影可以觀看？ 

您可以在此處找到投資於紐約托兒服務新計畫緊急申請請求 (RFA) 公開資訊

宣講會的錄影、投影片和文字記錄：  

  
英文版本 

  
• 2022 年 2 月 7 日宣講會影片 

• 2022 年 2 月 7 日投影片 

• 2022 年 2 月 7 日文字記錄 

  
西班牙文版本 

  
• 2022 年 2 月 7 日宣講會影片 

• 2022 年 2 月 7 日投影片 

• 2022 年 2 月 7 日文字記錄  

  

其他資訊請見：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 

我如何知道我所在的地區是否

在托兒服務荒漠？  

如需檢視紐約州的托兒服務荒漠，請造訪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

https://bit.ly/cc_deserts 
 

我如何搜尋地圖？ 您可以在頁面左上角的「尋找地址或地點」(Find address or place) 方塊中鍵

入地點地址。  
 

 
 
 
 

https://youtu.be/GlFK-iI-rco
https://youtu.be/GlFK-iI-rco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Presentation.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Presentation.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Transcript.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Transcript.pdf
https://youtu.be/pq7SEPPUXp8
https://youtu.be/pq7SEPPUXp8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Presentation.es.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Presentation.es.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Transcript.es.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hild-Care-Desert-Info-Session-Transcript.es.pdf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
https://bit.ly/cc_des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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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核准發放與評分 
 

您也可以按一下紐約的圖片並放大某個特定區域以獲取更多資訊。 
 

 
 

我可以在哪裡獲得更多關

於如何閱讀 REDC 托兒服

務荒漠地圖的資訊？ 

如需更多關於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的資訊，您可以檢閱此處的使用者指

南和影片：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使用者指南 

如何使用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影片 

我無法透過鍵入郵遞區號

來找到我所在地區的荒漠

級別。那是為什麼？ 

在有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提供更詳細的資訊並包含地點的完整地址。人口

普查區邊界並非與郵遞區號邊界一一對應。人口普查區可能有一個或多個郵

遞區號，而一個郵遞區號也可能涵蓋多個人口普查區。按一下以下連結以獲

取更多說明。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使用者指南 

如何使用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影片 

 

我是否需要使用地圖來申

請補助？ 

申請人可選擇性地使用地圖，但 OCFS 會根據地圖來判斷計畫地點是否有資

格申請。必須至少達到 30 分的基礎分（不含獎勵分）才有資格獲得資金。

參閱 REDC 托兒服務荒漠地圖使用者指南獲取說明。 

你們將哪些區域劃分為下

州地區？ 

下州地區包括紐約市、Long Island（Nassau 和 Suffolk 縣）、Westchester 地區

（Dutchess、Orange、Putnam、Rockland、Sullivan、Ulster 和 Westchester 

縣）。下州地區包括以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地區：Long Island/Mid-Hudson 和紐約市 

我使用了地圖，我的基礎分是 

65 分。如果我想獲得補助金

以在我家中開設計畫，這個分

數是否足夠高？ 

在托兒服務荒漠中的分數越高，達到補助金資格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資

金的發放是基於申請人的總分數與同一 REDC 和模式（日托中心、學齡托兒

服務和以家庭為基礎的托兒服務）中的其他申請人的總分數相比較的情況。

基礎分達到 30（不含獎勵分）的提供者即有資格申請。如需瞭解詳細資訊，

請參閱 RFA 第 5.2 節「申請內容」和第 6.2 節「評估流程」。   

我的托兒服務中心是否必須位

於托兒服務荒漠內才符合資

格？ 

是。您計畫的地點和/或區域荒漠級別必須足以取得至少 30 分的基礎分（不

含獎勵分），您才有資格獲得資金。 

如果我的基礎分為 50 分，這

是否意味著我有 50% 的機會

獲得資金？  

不。地圖上預估的基礎分並不代表獲發資金的可能性百分比。完成的申請將

透過電子申請表上提供的答案進行評分。在每個計畫類型和 REDC 區域的可

用資金中，將按分數高低順序，針對所有合格提供者提出發放建議。第申請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hnqyRfXpk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hnqyRfXpk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assets/docs/deserts/CCD-Map-Instructions.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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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托兒服務計畫 
 

 提交截止日期後，申請將按每個 REDC 和模式內的最終平均分數順序（從最

高到最低）進行排名。核准發放補助金額將按分數順序（從最高到最低）授

予計畫，直至資金用盡。   必須至少達到 30 分的基礎分（不含獎勵分）才有

資格申請。 

我正在努力瞭解流程。如果我

有例如 57 分的中等分數，這

是否意味著我可能會獲得金額

較少的補助金？   

不。補助金額為固定金額，或為每種模式（計畫類型）的每個名額分配的金

額，詳見 RFA 第 2.3 節「目的和資金可用性」中標籤為「2022 年托兒服務荒

漠補助金」的圖表。  

 

我如何成為紐約州的持照或註

冊托兒服務提供者？  

如需有關成為提供者的更多資訊，請前往：  

如何開始/日托培訓 

 
若計畫申請成為 NYC DOHMH 第 47 條日託中心，您必須於申請新許可證之前

參加許可前培訓 -  https://a816-

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勾選「團體托兒和夏令營培訓班 (Group Child Care and Summer Camp 

Orientation Sessions)」旁的方塊，然後按一下頁面底部的「繼續 

(Continue)」）。 

在開設托兒服務計畫時，我可

以到哪裡尋求協助？  

在開設托兒服務計畫方面需要協助的申請人可以聯繫他們所在縣的 OCFS 區

域辦事處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gional-offices.php) 或他們

當地有執照辦理流程經驗的托兒服務資源和轉介機構 (Child Care Resource 

and Referral, CCR&R)。  
 

申請人可以在此處找到他們當地的 CCR&R：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ferral-agencies.php   
 

紐約市的提供者應透過以下網址造訪紐約市衛生和心理衛生局 (NY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網址為：

http://www1.nyc.gov/site/doh/business/permits-and-licenses/children-and-
adolescents-childcare.page 
 

或者致電 311 並要求轉接： day care license (日托執照 ) 
 

在公佈補助金授予情況後，我

們應在什麼時候運營？ 

所有計畫必須在收到預先核准函後的 120 日內運營。 為滿足該時間要求，申

請人必須在預先核准後的 60 日內向發照機構提交所有必需文件。  

在整個補助期內，所有計畫都必須滿足並持續滿足所有執照要求，包括交付

物 1：計畫開放且運營。  

請注意：在 9/30/2022 之後獲得執照的計畫只會收到所有八項季度付款中的

一部分。這是因為補助期於 6/30/2024 結束，在此日期之後不會進行任何付

款。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become-a-provider.php
https://a816-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https://a816-healthpsi.nyc.gov/OnlineRegistration/dohmh/DOHMHService.action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gional-offices.php
https://ocfs.ny.gov/programs/childcare/referral-agencies.php
http://www1.nyc.gov/site/doh/business/permits-and-licenses/children-and-adolescents-childcare.page
http://www1.nyc.gov/site/doh/business/permits-and-licenses/children-and-adolescents-childcar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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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能用這筆資金來購買新

的建築物或對我當前的地點進

行重大裝修？ 

這筆資金不得用於重大裝修或購置新建築物等资本開支。在這些費用方面需

要協助的申請人應聯絡當地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DC) 獲取協助。請注

意，根據此 RFA 獲得資金的托兒服務計畫必須在收到預先核准通知後的 120 

日內獲得執照並運營。 

 

我是否能用這筆資金來招聘工

作人員？ 

招聘費用是允許的用途。例如承諾在完成訓練後支付入職獎金。支付漲薪和

留任獎金也是允許的用途。如需關於補助資金允許用途的額外資訊，請參閱 

RFA1 附件 4 - 允許費用清單。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about/contact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about/contact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
https://ocfs.ny.gov/main/contracts/funding/#R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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