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指引准则变更概述准则更概述

1. 接送 

 旧指引:
 •  允許家長留在外面
 •  當進入時洗手

 8月14日指南:
 •  家長必須留在外面,除非是註冊家庭（RF）或認證家庭（CF）當現場只有一名職員時, 允許家長進入家 
 庭，但必須一次僅一個家庭可進入設施。
 •  家長必須戴面罩 。
 •  在外面洗手或接受在進入口立即洗手 。

2. 每日健康檢查

 旧指引:

 •  工作人員詢問是否發燒，新冠肺炎(COVID-19) 症狀或病毒暴露 。

 8月14日指南:
 •  工作人員測量進入設施的任何人的溫度。
 •  例外情況允許員工自行證明每日健康檢查。

 •  要檢查的其他症狀。      

3. 記錄 

 旧指引:

 •  每天記錄姓名，到達及離開時間，受照護時間，健康檢查結果 。

 8月14日指南:
 •  無需記錄受照護的總時間。

 •  健康檢查記錄僅包含通過或不通過，不包括特定結果。

4. 家庭參與 

 關鍵變更（新部分）:
 •  通知家庭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作業規定，這段期間課程不同的作業方法，以及其他新冠肺炎疫情的特 
 定課程政策。
 •  溝通家庭必須遵守的規定，包含接送程序。
 •  確保提供家庭設施及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易懂資料。
 •  允許家長進入設施，若他們有健康及安全擔憂。

 •  在兒童不在場時允許希望註冊的家庭造訪設施。

5. 群組人數及穩定群組 

 旧指引:
 •  所有提供者類型, 最大穩定群組人數為10; 可以在穩定群組中有額外的 ”團隊成員”以容納兼職護理。

 8月14日指南:
 縣在基線中, 穩定群組人數與前指引相同。 縣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中, 穩定群組人數: 
 •  註冊家庭（RF）, 最大穩定群組人數為10
 •  認證家庭（CF）, 最大穩定群組人數為16
 •  認證中心（CC）, 最大穩定群組人數為20
 •  RF和CF中允許在穩定組中的其他“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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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設施不得超過250名兒童。

6. 兒童及成人的個人防護用具 

旧指引:
 •  進行每日健康檢查以及與多個穩定群組的兒童混合時，職員必須戴上面罩。
 •  其他工作人員和兒童可選用面罩 (禁止使用2歲以下)。

 8月14日指南:
 •  所有職員必須在室内載面罩。患有健康狀況或殘疾的提供者並有醫生的命令為例外。
 •  在RF和CF家庭中，僅在家庭兒童保育時間內，才需要此項要求。
 •  幼稚園及以上的兒童必須在室内載面罩。患有健康狀況或殘疾的兒童為例外。
 •  僅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才要求在戶外使用面罩。

 •  工作人員穿著乾淨的外層進行健康檢查和嬰兒餵養。

7. 每日活動 

 旧指引:

 •  取消場地遠足。

 8月14日指南:
 •  允許到戶外場地遠足。

 •  兒童之間的睡眠區為36英寸（俄勒岡衛生局規定）。

8. 洗手及一般衛生   

 旧指引:

 •  允許乾洗手液, 但食物和尿布活動除外。

 8月14日指南:

 •  配藥或協助上廁所時也不允許使用乾洗手液。  

9. 食物及營養

 8月14日指南:
 •  允許母乳餵養的家長以及有特殊餵養需求兒童的家長進入設施餵養。

 •  工作人員可供應公共菜肴。  

10.  清潔及建築維護 

 旧指引:
 •  要求在分別文件;  清潔時間表的建議。

 8月14日指南:
 •  新指引文件中包含的內容； 大致相同

 •  現在需要清潔時間表。     

11.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可能病例及確診病例

 旧指引:
 •  排除症狀持續10天和72小時無症狀。
 •  隔離暴露於COVID-19的情況持續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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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向當地公共衛生部門報告。

8月14日指南:
 •  排除症狀持續10天和24小時無症狀。
 •  新症狀，排除短時間。
 •  添加對COVID-19的暴露定義（符合K-12指南）。

 •  還要向兒童保育辦公室報告任何案件。

12. 交通車  

 關鍵變更（新部分）:
 •  制定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的交通車計劃，並與員工和家人共享。

 •  穩定的交通車群組，可能與兒童保育的穩定群組不同。

13. 專業發展  

 關鍵變更（新部分）:
 •  確保員工擁有訪問在線或遠程培訓所需的資源。
 •  所有員工必須立即查看新指南。

 •  允許在線心肺復蘇術培訓以至2021年7月進行重新認證。

14. 新冠肺炎疫情健康安全課程 

 關鍵變更（新部分）:
 •  制定一份新冠肺炎疫情健康安全計劃，其中應側重於與員工和家人的培訓和溝通。 ELD將發布一個模 
 板。
 •  確保員工和家人可以理解提供與該設施的COVID-19健康與安全計劃有關的任何信息。
 •  闡明COVID-19健康和安全計劃是執照要求加在對應急準備和的其他計劃的補充。

 
有關更多信息和最新更新，請訪問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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