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運輸計畫 

指導和範本 

以下是交通服務的健康和安全要求。請根據以下問題，思考你的專案將如何滿足每一個要求。1 

 

在護理期間生病的兒童應送回家，且不應 誰保證此要求的實施？誰負責記錄？記錄

與該計畫的其他兒童乘坐同一輛車接送。 存放地點？ 

誰來決定“交通時的穩定團體”？如何跟

接送的兒童必須是一個穩定的團體。但 蹤和記錄這些穩定團體人員？誰負責審核

是，可以包括項目中多個穩定團體。 此文檔，誰負責根據需要進行更改和更

新？ 

要求運輸人員在上報時，遵守“每日健康
誰確保員工遵守健康規範？如何記錄？ 

檢查”健康規範。 

誰負責確保運輸人員遵守排除規則？如何
要求運輸人員遵守排除規則。 

記錄？ 

確保員工遵守所有個人教育計畫（IEP）或 誰負責指導運輸人員，瞭解此類計畫？誰

個人家庭服務計畫（IFSP）的指導，安 負責確保運輸人員遵守相關指引，且如何

全、適當地為兒童提供交通服務。 進行記錄？ 

如何指導父母完成此要求，如何記錄？如

要求需要有成年人説明兒童上車；成人必 果成人不願意將孩子帶到車上，或者成人

須在每日健康檢查後離開。 在健康檢查完成前離開，或者如果孩子健

康檢查不合格，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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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上車前，每天進行一次健康檢查。

每日健康檢查完成之後，必須進行記錄。 

誰負責並記錄每日健康檢查，以及如何記

錄？ 

制定並實施相關程式，要求員工與負責接

送兒童的成人保持身體距離。 

由誰制定程式，以及如何與員工及負責接

送孩子的成人溝通？ 

每天把孩子們安排在同一地點上車，座位

需要固定。必須制定座位表，讓所有運輸

人員能夠清楚看到。 

誰負責孩子的座位分配？誰負責制定和張

貼座位表？誰負責制定和張貼座位表？他

們如何獲取相關材料，制定並張貼座位

表？ 

為了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病毒傳播，運輸人

員必須確保兒童在運輸過程中至少相距三

英尺。 

誰負責確保兒童之間保持距離？ 

下車時，必須計畫孩子的下車路線，不要

讓孩子經過太多人（例如，不要讓坐在車

前座的孩子從後門下車） 

誰負責制定下車方式，並和兒童溝通？誰

負責確保計畫順利進行？ 

工作人員在幫助每位兒童上下車及自己上

下車時，必須預先使用洗手噴霧或凝膠

（含 60-95%酒精）清潔。 

誰為員工提供消毒劑，誰負責監控、清點

和訂購用品？ 

每次運輸結束後，工作人員必須立即對整

個運輸車輛進行清潔和消毒，特別注意孩

子經常接觸的表面，如座椅/汽車座椅、方

向盤、門把手、扶手、安全帶、通風口和

座椅頂部。 

誰將此要求傳達給運輸人員？如何記錄？

誰負責制定並分發清潔日程表/清潔清單？

工作人員如何記錄衛生情況，相關檔如何

進行審查和儲存？誰負責確保衛生清潔工

作完成？  

衛生產品應為 EPA 註冊產品，用於對抗新

型冠狀病毒 SARSSoV-2（COVID-19 的

致病菌）。 

誰負責訂購並分發清潔用品？誰負責監控

用品庫存情況，訂購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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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計畫必須符合所有適用的州和聯邦指南。使用以下範本編寫運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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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計畫 

在提供交通服務之前，必須對員工和兒童進行健康檢查。 
描述如何進行員工和兒童健康檢查，及如何記錄。 

 

工作人員必須佩戴口罩或面罩。 

說明誰負責確保員工擁有所需的個人防護用品，如何分發，以及如何確保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庫存。 

 

該計畫必須為車輛制定清潔和衛生計畫。 

描述清潔時間表，包括哪些地方需要清潔、如何清潔、誰負責清潔並保證清潔用品庫存。 

 

必須制定交通時間表，儘量減少每個孩子通勤所需的時間。 

描述交通時間表，描述其如何盡可能減少每位兒童的通勤時間。 

 

專案必須與家屬和工作人員就運輸協議的任何變更保持定期溝通。 

請描述相關溝通程式，如果出現任何可能的變更，如何通知家長，寫明負責溝通的人員。 

 

專案必須制定相關程式，寫明如果孩子在上學期間生病，且需要校車接送，如何將其送回家。 

描述相關程式。包括如何確定該兒童需要送回家，如何與家長溝通，如果家長不能立刻採取措施，應當怎麼做，如何

在保證生病孩子安全、同時保證其他需要乘坐校車的孩子的安全的前提下，將生病的孩子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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