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穩定團體： 

COVID-19每日考勤記錄 

健康檢查完成 * 

孩子姓名（名、姓） 進入時間 接送人員 離開時間 接送人員 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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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穩定團體： 

COVID-19 每日員工記錄 

健康檢查完成 * 
員工姓名或其他成人姓名 （名字、姓氏） 
參加計畫的任何護理人員、工作人員或成人的姓名 進入時間 離開時間 進入時間 離開時間 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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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問題 
填寫規範見ELD   COVID-19指引檔1   

1. 在過去的 14天裡，成人或兒童是否接觸過 COVID-19陽性患者？ 

2. 在過去的 14天裡，成人或兒童是否接觸過 COVID-19疑似病例患者？ 

3. 成人或兒童是否有不尋常的咳嗽、氣短或發燒情況？ “不尋常的咳嗽 ”也就是說，對該物件而言，咳
嗽現象是非正常現象（例如過敏、哮喘人員可能會在日常生活中出現咳嗽症狀）。 

4. 兒童或成人是否有腹瀉、嘔吐、頭痛、喉嚨痛或皮疹的症狀？ 

1 參考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COVID-19期間兒童保育和早教的健康和安全指引。 ”2020年 8月 14日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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