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 員工培訓 

緊急兒童護理指導 

必須在第一天開始工作之前，或在員工入職培訓期間完成。如果指引進行更新，需要對所有員工培訓，

並在實施之前完成。 

 

員工姓名： CBR #:  聘用日期： 

機構名稱： OCC 許可證#： 

1完成檢查表後，簽署並將第 1 頁提交給俄勒岡州線上登記 (ORO)。  

指導人簽名  日期 

   

員工簽名  日期 

核心知識類別（CKC）： 

● 1 小時：健康、安全和營養（HSN） 

● 1 小時：項目管理（PM） 

總培訓時數：2  

注：“與員工一起審查的政策/程式”第 2-4 頁並不是全部內容。員工負責審查 ELD 提供的指

導，並遵守所有要求。2 

                                                
1
參考 www.edoro.edoro.credentials/www.edoro.edoro。“俄勒岡州線上登記表”2020 年更新。 

2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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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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員工一起審查的政策/程式 

 

接送 

❒ 必須在室外接送 

❒ 父母必須戴口罩 

❒ 進入和離開後立即洗手/消毒 

❒ 更換書寫用具，或進行消毒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日常健康檢查 

❒ 兒童體溫必須由工作人員測量（如果在工作人員面前，則可以由家長測量） 

❒ 所有進入的人員必須進行健康檢查 

❒ 員工可以自我證明 

❒ 日誌，僅記錄通過/未通過 

❒ 檢查人員必須戴口罩，穿戴長袖外套 

❒ 如果與生病的孩子接觸，必須更換口罩 

❒ 監測兒童是否出現發燒、咳嗽、氣短、頭痛、腹瀉、喉嚨痛和皮疹症狀如果孩子出現

任何症狀，向主管/提供者報告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記錄保存 

❒ 訪客必須記錄 

❒ 對於 RF/CF：兒童如果在家中，必須記錄在考勤記錄上 

❒ 所有接觸穩定團體的人員都必須記錄在案 

❒ 記錄保存兩年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家庭參與 

❒ 必須告知家屬，要求遵守 COVID-19 防控要求 

❒ 如果父母有健康或安全問題，允許他們進入 

❒ 如果父母有母乳餵養或特殊餵養需求，提供合適的空間，遠離兒童的活動場所 

❒ 家長申請入學時，必須在孩子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並且必須戴上口罩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團體規模和穩定團體 

❒ 孩子們必須與固定穩定團體的其他成員待在一起，不能混在一起 

❒ 除了代任教師，工作人員必須呆在固定的穩定團體 

❒ 員工必須與其他員工和不在其穩定團體中的兒童保持距離（6 英尺以上） 

❒ 只有分配到穩定團體的員工可以在教室裡工作，少數例外 

❒ 休息時間由代任教師負責 

❒ 專業服務 

❒ 餐飲服務 

❒ 在戶外，各個團體必須有自己的空間，並與其他團體分開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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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和成人用個人防護裝備 

❒ 所有成人必須佩戴口罩 

❒ 幼稚園及以上年齡的兒童必須佩戴口罩，以下情況除外： 

❒ 醫生允許 

❒ 他們無法自己取下口罩 

❒ 正在睡覺 

❒ 正在進食 

❒ 口罩必須每天清洗，或每天更換；一次性口罩只能佩戴一次 

❒ 對於 CC：成年人在進行健康檢查和與其他團體互動時，必須穿上乾淨的外層衣物 

❒ 對於所有許可證類型：餵養嬰兒時需要穿上乾淨的外層衣物；如果衣物是乾淨的，且

負責餵養同一位嬰兒，則該外層衣物可以穿著多次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每日活動 

❒ 不可提供共用的水，沙子，麵團，除非單獨為每個孩子提供 

❒ 戲劇用衣服必須在每個孩子用完後清洗 

❒ 限制分享玩具 

❒ 在不同兒童使用的間隔期間，對材料進行清潔和消毒 

❒ 墊子/帆布床必須相距 36 英寸 

❒ 孩子們在開始新的活動之前必須洗手/消毒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洗手和一般衛生 

❒ 一般在以下情況下需要用肥皂和水洗手： 

❒ 進食、準備食物和奶瓶前後， 

❒ 服藥前後 

❒ 如廁後或協助如廁後 

❒ 更換尿布前後 

❒ 脫下手套 

❒ 洗手液只可以在以下情況下使用： 

❒ 擦完鼻子，咳嗽，打噴嚏之後 

❒ 從外面進來後 

❒ 進入或離開設施時 

❒ 員工在穩定團體之間流動 

❒ 在分享玩具和材料之後 

❒ 在戴上面罩/口罩之前，取下面罩/口罩後，以及觸摸面罩/口罩的任何時候 

❒ 洗手液不使用時，必須放在兒童夠不到的地方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食物和營養 

❒ 飲水機只可用于接水（如水瓶） 

❒ 工作人員可以用公共的碗給孩子們服務，但食物不能由孩子們傳遞或由孩子們提供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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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和建築維護 

❒ 清潔時間表見表 5

❒ 必須佩戴手套；可重複使用的橡膠手套可用于一般清潔，但以下情況要求使用一次

性手套：

❒ 在病人周圍打掃衛生

❒ 清理尿布、大便、血液或其他體液

❒ 收集孩子咬過的或弄髒的玩具

❒ 每天清潔、沖洗和消毒玩具

❒ 每週清洗床上用品

❒ 對於 RF/CF：兒童護理用品與家庭用品分開洗滌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應對 COVID-19 的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 

❒ 與工作人員一起審查有特殊健康需求的兒童的計畫

❒ 與員工一起審查確診病例的機構計畫

❒ 審查 ELD 提供的排除表

❒ 監測兒童是否出現發燒、咳嗽、氣短、頭痛、腹瀉、喉嚨痛和皮疹症狀；如果孩子

出現任何症狀，向主管/提供者報告

❒ 如果兒童可能更容易感染 COVID-19，不可歧視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交通運輸 

❒ 審查專案的交通計畫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專業發展 

❒ 審查專業發展培訓要求，審查資源清單，瞭解如何獲得專業發展資源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COVID-19 健康和安全計畫 

❒ 審查專案的 COVID-19 健康和安全計畫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____ 

更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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