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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托儿所是家长做出的最重要的

决定之一。寻找最适合你的孩子的

看护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但是了解

可供选择的托儿所的类型以及是什

么成就了高品质的托儿所课程将有

助于你的搜索更加成功。

Children’s Home Society of California’s
(CHS）儿童保健和开发服务已经准备
好这份指南帮助作为家长的你来评

估你的托儿所需要并帮助你选择最

适合这些需要的课程。

我们强烈建议你参观正在考虑中的

家庭托儿所或托儿中心，并且与那

些直接或间接参与你孩子的照料的

人交谈。你访问的托儿所和中心越

多，你将越能准备好为你的孩子做

出最佳选择。

所有的家庭托儿所和托儿中心必须

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可。许可意

在确保满足儿童保护所需的健康和

安全的最低标准。但是仅凭许可不

能保证托儿中心或托儿所的品质。

你将是判断托儿所课程是否适合你

孩子的最佳评审。

如果你需要额外的信息来帮你选择

一个托儿所课程，请通过该宣传册

背面的电话与我们的办事处联系。

选择托儿所选择托儿所
为你的家庭做出正确的选择

©2017 Children’s Home Society of California

Corporate Headquarters
1300 West Fourth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7

(213) 240-5900
(213) 240-5945 Fax

如需其他有关 CHS 家庭教育计划的材料，请拨打
(714) 712-7888。如需更多有关 CHS 早教计划的信息，
请拨打 (888) CHS-4KIDS。

还可在 www.chs-ca.org 上找到关于家庭教育计划的材
料和播客，以及关于 CHS 各项计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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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托儿所是家长做出的最重要的

决定之一。寻找最适合你的孩子的

看护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但是了解

可供选择的托儿所的类型以及是什

么成就了高品质的托儿所课程将有

助于你的搜索更加成功。

Children’s Home Society of California’s
(CHS）儿童保健和开发服务已经准备
好这份指南帮助作为家长的你来评

估你的托儿所需要并帮助你选择最

适合这些需要的课程。

我们强烈建议你参观正在考虑中的

家庭托儿所或托儿中心，并且与那

些直接或间接参与你孩子的照料的

人交谈。你访问的托儿所和中心越

多，你将越能准备好为你的孩子做

出最佳选择。

所有的家庭托儿所和托儿中心必须

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可。许可意

在确保满足儿童保护所需的健康和

安全的最低标准。但是仅凭许可不

能保证托儿中心或托儿所的品质。

你将是判断托儿所课程是否适合你

孩子的最佳评审。

如果你需要额外的信息来帮你选择

一个托儿所课程，请通过该宣传册

背面的电话与我们的办事处联系。

选择托儿所选择托儿所
为你的家庭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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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Children’s Hom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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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保健和开发服务，请致电（888）CHS-4KIDS，
或者下面的一个CHS办事处：

要获取额外的CHS家庭教育课程材料，请致电
(714) 712-7888。

企业总部

(Corporate Headquarters)
1300 West Fourth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7
(213) 240-5900
(213) 240-5945 Fax
www.chs-ca.org

尽管我们努力提供最新的正确信息，但是该宣传册印刷后，

一些信息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Camarillo
730 Paseo Camarillo,
Suite 130
Camarillo, CA 93010
(805) 437-1910

Long Beach
249 East Ocean Boulevard, 
Suite 300
Long Beach, CA 90802
(562) 256-7400

Orange
333 South Anita Drive,
Suite 350
Orange, CA 92868
(714) 456-9800

San Diego
2650 Camino Del Rio North,
Suite 104
San Diego, CA 92108
(619) 293-3411

Yuba City
1650 Sierra Avenue,
Suite 102
Yuba City, CA 95993
(530) 673-7503



在选择托儿所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人

与儿童的比例。

小型家庭托儿所获得执照可以为最多8名儿童提供

看护，包括看护者自己的年龄在10岁以下的孩子。

最低许可标准为：

*一名儿童可以被幼儿园录取（最小4岁零9个月）。如果是
2名学龄儿童，小型家庭托儿所可以照看8名儿童（而非6名），
而大型家庭托儿所可以照看14名儿童（而非12名）。

* *成人必须满足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的任职要求。

大型家庭托儿所获得执照可以为最多14名儿童

提供看护，包括看护者自己的年龄在10岁以下

的孩子。在为6名以上儿童提供看护时，必须

有助理看护在场。最低许可标准为：

机构是否获得许可？

成人与儿童数量是否维持在合适的比例？

环境是否明亮有吸引力，并且提供了在室内外进行安

静或活跃游戏的足够空间？

是否所有区域对儿童来说都是安全的，

不存在危险的，是否所有设备

都是安全和保养良好的？

机构是否全部打扫干净

（浴室和换尿布区，厨房和游戏区），

是否定期练习洗手？

是否具有午睡的安全区域？

是否具备可用的烟雾探测器，灭火设备和急救药箱？

是否张贴有紧急疏散方案并进行练习？

是否每个孩子都有紧急联系人卡片？

看护者是否有责任保险或免责声明？

看护者或中心员工是否参加了关于儿科

急救和心肺复苏（CPR）的最新培训？

对处于交通途中的儿童，看护者或中心是

否使用了适合每个孩子的汽车安全座椅或安全带？

如果食物由机构提供，食物是否营养均衡并通

过安全的方式准备和储存？

看护者是否属于对孩子的需要热情和敏感的人，

是否亲切礼貌地对孩子做出回应？

看护者是否给予每个孩子个人关注？

看护者是否以能够建立个人自尊的积极方式对待

每个孩子？例如，看护者是否使用积极的语调礼

貌地与孩子们互动？

看护者是否采用一种严格但是慈爱的方式进行管

教？（注意：在授权许可的机构里，严禁体罚，

打屁股，羞辱，忽视，报复，精神虐待

或者对生活日常功能的惩罚性干预，

例如吃饭，睡觉或者淘汰。）

看护者是否愿意与你的孩子谈论你，

以及是否欢迎家长随时突然拜访？

看护者是否接受你的文化和家庭价值观？

看护者是否提供儿童发育或早期儿

童教育的培训？（许可证规定了托儿中心主管

和员工的最低教育水平；此时，没有对家庭托儿所服

务提供者的教育培训做出要求。）

看护者是否通过参加培训和研讨会来保持与时俱进？

看护者拥有多少照顾孩子的经验？

看护者是否属于任何专业机构？

是否为家长提供儿童虐待报告程序？

看护者是否使用书面协议，并明确传达课程的预期和

政策？

看护者是否提供当前和过去客户的参考列表？

托儿中心获得执照可以为一群儿童提供看护。

各类中心，不论其规模大小，能够提供全职或

兼职的婴儿，学龄前儿童或者学龄儿童课程。

他们可以独立运作，或者与学校，教堂，商业

或其他机构相联系。

最低许可标准为：

在选择优质托儿所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或问题：

-托儿所服务提供者是什么教育水平？

- 对孩子来说，空间是否安全，明亮，有引力和有趣？

- 环境是否允许在其室内外进行多种游戏活动？

成人** 儿童

1 4 婴儿（出生-24个月）

1 12 学龄前儿童（2-6岁）

1 14 学龄儿童*（6-14岁）

成人 儿童

1 4 婴儿（出生-24个月）

1 6 最多3名婴儿

1 8 最多2名婴儿和至少2名

学龄儿童*（超过6岁）

成人 儿童

2 12 最多4名婴儿（出生-24个月）

2 14 最多3名婴儿和至少2名学龄

儿童*（超过6岁）

优质托儿所检查清单

你也有权利和责任要求从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

处和加州社会服务署获得关于获得执照的托儿所

或托儿中心的具体信息。致电CHS获得你所在社区

的执照事务处的具体电话号码和办公地点。

任何时候都继续监督你孩子的托儿所安排。你有

权在你的孩子逗留的任何期间突然访问托儿所。

进行此类拜访是让你了解你的孩子正在接受什么

类型的照料的一种途径。继续检查托儿所环境的

安全性，并就任何你关心的问题与看护者交谈。

如果你无法解决对看护者的投诉，将你的担忧报

告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和社会服务署。切记，

你对你孩子的照料负有最终责任，并且任何时候

如果你担心你孩子的健康或幸福时，你都有权更

换托儿所服务提供者。

Children's Home Society of California’s（CHS）资源和
推荐（R&R）课程为在CHS针对所有父母请求服务
的指定服务区域内的父母提供托儿所推荐，不管
收入水平或其他资格要求。根据他们的特定需要
为父母提供推荐。CHS指的是托儿中心，免执照托
儿所和获得执照的家庭儿托儿所。

为了推广针对儿童的优质托儿所，CHS将会：

- 帮助家长寻找托儿所，但是不会做出建议。

- 提供关于选择优质托儿所的书面信息。

- 建议家长在做出决定前参观这些机构。

- 告知家长其查看提供者许可证信息的权利。

- 对从家长处获得的所有信息保密。

- 根据CHS非歧视性政策运作所有课程和服务。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CHS有权停止对托儿所提供者

的推荐：

- 许可，执法机关，或其他管理机构已经证实涉及

儿童健康，安全或人权的投诉；或者将会影响儿

童保育或服务的行动。

- CHS被告知一项与儿童的健康，安全或人权相关

的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或者将会影响儿童保育或

服务的行动。

- CHS已经收到与儿童的健康，安全，儿童福利相

关的投诉，并且CHS正在等待来自当地执照许可

部门关于投诉结果的回应。

- 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CCL）已经告知CHS其

已经向提供者发放试用执照或补救行动方案，

或者执照已经被暂停或撤销。

根据加州法律，CHS将会把已经被发放废除，暂停

命令，或者仍处于试用期的托儿所机构从推介数

据库中移除。

当CHS因为上述其中一项决定终止对提供者的推荐

时，CHS将会以书面方式告知提供者。

成人与儿童的比例

健康&安全

看护者的个人风格

看护者的专业性

托儿所推荐政策

为您孩子做出的正确选择

TRUSTLINE
家长可以利用TrustLine来查明加利福尼亚州目前

不要求获得许可的看护者的背景信息。TrustLine

是一家由加州社会服务署和托儿服务资源和推荐

网共同维持的公共注册网站，包括已经向司法部

提交其指纹，并且在加州没有使其丧失资格的儿

童虐待报告或者刑事定罪的看护者。这些“免执

照”提供者包括：（1）看护者（保姆，临时照顾幼

儿者，朋友或亲戚）在孩子自己家提供照料的家

庭护理和（2）看护者在他们自己家为来自除他

们自己家之外的其他家庭的孩子提供照料。

一些课前和课后辅导也可以免执照。要获得关于

TrustLine的更多信息，请通过该宣传册背面的电

话号码与我们的办事处联系。



在选择托儿所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人

与儿童的比例。

小型家庭托儿所获得执照可以为最多8名儿童提供

看护，包括看护者自己的年龄在10岁以下的孩子。

最低许可标准为：

*一名儿童可以被幼儿园录取（最小4岁零9个月）。如果是
2名学龄儿童，小型家庭托儿所可以照看8名儿童（而非6名），
而大型家庭托儿所可以照看14名儿童（而非12名）。

* *成人必须满足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的任职要求。

大型家庭托儿所获得执照可以为最多14名儿童

提供看护，包括看护者自己的年龄在10岁以下

的孩子。在为6名以上儿童提供看护时，必须

有助理看护在场。最低许可标准为：

机构是否获得许可？

成人与儿童数量是否维持在合适的比例？

环境是否明亮有吸引力，并且提供了在室内外进行安

静或活跃游戏的足够空间？

是否所有区域对儿童来说都是安全的，

不存在危险的，是否所有设备

都是安全和保养良好的？

机构是否全部打扫干净

（浴室和换尿布区，厨房和游戏区），

是否定期练习洗手？

是否具有午睡的安全区域？

是否具备可用的烟雾探测器，灭火设备和急救药箱？

是否张贴有紧急疏散方案并进行练习？

是否每个孩子都有紧急联系人卡片？

看护者是否有责任保险或免责声明？

看护者或中心员工是否参加了关于儿科

急救和心肺复苏（CPR）的最新培训？

对处于交通途中的儿童，看护者或中心是

否使用了适合每个孩子的汽车安全座椅或安全带？

如果食物由机构提供，食物是否营养均衡并通

过安全的方式准备和储存？

看护者是否属于对孩子的需要热情和敏感的人，

是否亲切礼貌地对孩子做出回应？

看护者是否给予每个孩子个人关注？

看护者是否以能够建立个人自尊的积极方式对待

每个孩子？例如，看护者是否使用积极的语调礼

貌地与孩子们互动？

看护者是否采用一种严格但是慈爱的方式进行管

教？（注意：在授权许可的机构里，严禁体罚，

打屁股，羞辱，忽视，报复，精神虐待

或者对生活日常功能的惩罚性干预，

例如吃饭，睡觉或者淘汰。）

看护者是否愿意与你的孩子谈论你，

以及是否欢迎家长随时突然拜访？

看护者是否接受你的文化和家庭价值观？

看护者是否提供儿童发育或早期儿

童教育的培训？（许可证规定了托儿中心主管

和员工的最低教育水平；此时，没有对家庭托儿所服

务提供者的教育培训做出要求。）

看护者是否通过参加培训和研讨会来保持与时俱进？

看护者拥有多少照顾孩子的经验？

看护者是否属于任何专业机构？

是否为家长提供儿童虐待报告程序？

看护者是否使用书面协议，并明确传达课程的预期和

政策？

看护者是否提供当前和过去客户的参考列表？

托儿中心获得执照可以为一群儿童提供看护。

各类中心，不论其规模大小，能够提供全职或

兼职的婴儿，学龄前儿童或者学龄儿童课程。

他们可以独立运作，或者与学校，教堂，商业

或其他机构相联系。

最低许可标准为：

在选择优质托儿所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或问题：

-托儿所服务提供者是什么教育水平？

- 对孩子来说，空间是否安全，明亮，有引力和有趣？

- 环境是否允许在其室内外进行多种游戏活动？

成人** 儿童

1 4 婴儿（出生-24个月）

1 12 学龄前儿童（2-6岁）

1 14 学龄儿童*（6-14岁）

成人 儿童

1 4 婴儿（出生-24个月）

1 6 最多3名婴儿

1 8 最多2名婴儿和至少2名

学龄儿童*（超过6岁）

成人 儿童

2 12 最多4名婴儿（出生-24个月）

2 14 最多3名婴儿和至少2名学龄

儿童*（超过6岁）

优质托儿所检查清单

你也有权利和责任要求从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

处和加州社会服务署获得关于获得执照的托儿所

或托儿中心的具体信息。致电CHS获得你所在社区

的执照事务处的具体电话号码和办公地点。

任何时候都继续监督你孩子的托儿所安排。你有

权在你的孩子逗留的任何期间突然访问托儿所。

进行此类拜访是让你了解你的孩子正在接受什么

类型的照料的一种途径。继续检查托儿所环境的

安全性，并就任何你关心的问题与看护者交谈。

如果你无法解决对看护者的投诉，将你的担忧报

告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和社会服务署。切记，

你对你孩子的照料负有最终责任，并且任何时候

如果你担心你孩子的健康或幸福时，你都有权更

换托儿所服务提供者。

Children's Home Society of California’s（CHS）资源和
推荐（R&R）课程为在CHS针对所有父母请求服务
的指定服务区域内的父母提供托儿所推荐，不管
收入水平或其他资格要求。根据他们的特定需要
为父母提供推荐。CHS指的是托儿中心，免执照托
儿所和获得执照的家庭儿托儿所。

为了推广针对儿童的优质托儿所，CHS将会：

- 帮助家长寻找托儿所，但是不会做出建议。

- 提供关于选择优质托儿所的书面信息。

- 建议家长在做出决定前参观这些机构。

- 告知家长其查看提供者许可证信息的权利。

- 对从家长处获得的所有信息保密。

- 根据CHS非歧视性政策运作所有课程和服务。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CHS有权停止对托儿所提供者

的推荐：

- 许可，执法机关，或其他管理机构已经证实涉及

儿童健康，安全或人权的投诉；或者将会影响儿

童保育或服务的行动。

- CHS被告知一项与儿童的健康，安全或人权相关

的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或者将会影响儿童保育或

服务的行动。

- CHS已经收到与儿童的健康，安全，儿童福利相

关的投诉，并且CHS正在等待来自当地执照许可

部门关于投诉结果的回应。

- 社区照看服务执照事务处（CCL）已经告知CHS其

已经向提供者发放试用执照或补救行动方案，

或者执照已经被暂停或撤销。

根据加州法律，CHS将会把已经被发放废除，暂停

命令，或者仍处于试用期的托儿所机构从推介数

据库中移除。

当CHS因为上述其中一项决定终止对提供者的推荐

时，CHS将会以书面方式告知提供者。

成人与儿童的比例

健康&安全

看护者的个人风格

看护者的专业性

托儿所推荐政策

为您孩子做出的正确选择

TRUSTLINE
家长可以利用TrustLine来查明加利福尼亚州目前

不要求获得许可的看护者的背景信息。TrustLine

是一家由加州社会服务署和托儿服务资源和推荐

网共同维持的公共注册网站，包括已经向司法部

提交其指纹，并且在加州没有使其丧失资格的儿

童虐待报告或者刑事定罪的看护者。这些“免执

照”提供者包括：（1）看护者（保姆，临时照顾幼

儿者，朋友或亲戚）在孩子自己家提供照料的家

庭护理和（2）看护者在他们自己家为来自除他

们自己家之外的其他家庭的孩子提供照料。

一些课前和课后辅导也可以免执照。要获得关于

TrustLine的更多信息，请通过该宣传册背面的电

话号码与我们的办事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