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需知
關於COVID-19期間的兒童保育情況

俄勒岡州的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提供者一直在努力瞭解相關
情況並做出必要的改變，為您的孩子提供安全和悉心照護。

在COVID-19疫情期間，俄勒岡州繼續延續之前的兒童保育和
早期教育專案兒童保育法規，同時出臺了“健康和安全指
引”。該指引於月與俄勒岡州衛生局合作發佈，增加了幫助
遏止COVID-19傳播的重要措施。所有目前開放的兒童保育機
構都作為緊急兒童保育機構運作。

本指引將寫明您可以從提供者處獲得那些幫助、課程項目安
排與以往相比會有哪些改變、以及如何為疫情做好準備，保
證家人的健康和安全。

?
正在尋找兒童保育機構？請撥打211，或聯繫898211，輸入關
鍵字children，或通過 children@211info.org 發送電子郵件
尋求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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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已準備就緒

在疫情期間，您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擔心或憂慮。俄勒岡
州的保育服務機構都在努力，致力於保證所有接受護理的兒
童的健康和安全。

為了維持機構開放，每個保育機構都必須完成“COVID-19健
康和安全計畫”，並與家長分享。 該計畫解釋了您的兒童保
育服務機構將如何遵循“健康和安全指引”。 

服務機構將始終牢記兒童和家庭的福祉，
在護理開始前、進行中和完成後始終按照
其項目計畫進行健康和安全實踐。

在俄勒岡州衛生局的指導下，服務機構將被告知並瞭解在何
種情況下應將兒童和工作人員排除在該計畫之外。請參閱下
頁的“排除概要”，瞭解相關症狀以及在何種情況下不讓您
的孩子接受護理。

“ COVID-19健康與安全計畫”應包括如何應對確診病例，必
要時還需要關閉設施。

如何機構中有任何人被診斷為COVID-19陽性或認定為疑似病
例，服務機構將與家長進行溝通。任何接觸到COVID-19確診
患者的人都需要在家隔離10天。服務機構將與公共衛生官員
和兒童保育辦公室合作，決定是關閉一間教室還是關閉整個
設施。

俄勒岡州衛生局確定以
下方法是在兒童保育和
早期教育項目中減少
COVID-19傳播的最重要
方法：

1 使用口罩 

2 盡可能地限制身體
接觸

  
3 限制同組兒童人數

 
4 保證兒童群體人員

構成穩定

  
5 清潔和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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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form_sets/health-and-safety-guidelines-for-child-care-and-early-education-operating-during-covid-19/
https://www.oregon.gov/OHA/Pages/index.aspx
https://www.oregon.gov/OHA/Pages/index.aspx


排除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兒童保育及早期教育運作

若兒童或人員過去十天內
出現發燒、異常咳嗽、
喪失味覺或嗅覺
或呼吸急促：

應送回家。若確診或未
檢測，出現症狀後須居
家隔離十天，無發燒及
咳嗽24小時後可返回機
構。

若新冠肺炎檢測陰
性，無發燒及咳嗽
24小時後可返回。

若症狀僅出現發
燒，醫療專業人員
告知可返回機構，
並已24小時無發燒
即可返回。醫療專
業人員須提供書面
建議。

。

若兒童或人員接觸過
目前新冠肺炎推定病例
或確診病例：

若感染期間接觸過新冠
肺炎推定病例或確診病
例，須排除不得進入機
構。

接觸者須隔離十天。自
最後接觸推定病例或確
診病例在感染期起算十
天。對居家接觸者，感
染期結束後當天開始隔
離。

若兒童或人員出現第一欄列出的
症狀或得知在機構時接觸過
確診病例或推定病例：

盡快隔離直到可離開機構
回家。

若兒童或人員的家人
非推定病例或確診病例
出現新冠肺炎症狀：

仔細觀察症狀。鼓勵生
病家人進行檢測。

記住檢查
正常（非新冠肺炎）
兒童疾病：

腹瀉、嘔吐、頭痛伴
隨頸部僵硬、「紅眼
症」、疹子等。

兒童無症狀24小
時後可返回機構
（嘔吐或腹瀉48
小時）。

不可因害怕感染新冠肺炎拒絕兒童報名：

除俄勒岡州法律禁止歧視外，提供者不可因兒童或家長的職業、種族、族群、地理位
置、殘障或已有健康疾病較易感染新冠肺炎而拒絕兒童報名。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 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提供者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向ELD提交問題 ProviderContact@state.or.us.

重要定義

異常咳嗽是指該個案不正常咳嗽，例如，非平常氣喘或過敏

發燒是指華氏100.4度以上。

無發燒是指未服用退燒藥的體溫低於華氏100.4度。

接觸是指24小時內密切接觸新冠肺炎病例（相距少於六呎）15分鐘以上。

推定病例是指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並出現症狀者。

感染期是新冠肺炎病例出現症狀前兩天到出現症狀後十天。若新冠肺炎病例無症狀，感染
期是檢測前兩天（非拿到檢測結果當天）到檢測後十天。

隔離是指發病時不得接觸其他人，即使無症狀。隔離應持續至少十天。若有下列情況，隔
離可縮短到七天：隔離第五天及第七天進行檢測、檢測陰性及無症狀。

2021年1月12日更新



活動和常規

接送

考慮到惡劣天氣情況，接送孩子主要在室外進行，同時保持至少六（6）英尺的實際距離。

每天接送孩子時都要測量體溫，進行健康檢查。

為了安全起見，接送時間可以錯開。

佩戴口罩 

父母、員工和- 幼稚園年齡以上的孩子以上的兒童必須始終佩戴口罩。口罩必須遵循
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指方針。

不得為嬰兒和熟睡的孩子佩戴口罩。如果家長 要么服務機構要求，2至4歲的兒童可在以
情況下佩戴罩：

口罩符合兒童的面部尺寸，且兒童能夠在無需説明的情況下自行將口罩摘下。

如果您的孩子年齡在2歲或2歲以上，請與他們討論戴口罩的問題，並鼓勵孩子與自己進
角色扮演活動，幫助孩子練習如何佩戴口罩，增加熟悉感。

讓孩子知道，機構中的成年人佩戴口罩是為了防止細菌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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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diy-cloth-face-coverings.html


現在在機構的日子可能和往常有所不同，但孩子們仍然可以玩得開心。

孩子們仍然可以在遊戲時間和戶外實地活動中享受促進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活動。服務機構會保
證孩子盡可能多地呆在室外。服務機構將專注於小組遊戲和活動，在午睡時間，孩子們的距離
為36英寸。

專案中，各個小組的人員構成必須穩定。“穩定”是指每天特定小組內的孩子及員工構成不做
變動。 穩定組別的體規模取決於兒童保育機構的類型。每個穩定的小組分別使用公共區域（浴
室、遊樂區等）。

兒童保育將維持趣味性，同時保證衛生。

玩具、場地、遊戲裝置和教室將定期進行徹底清潔。每天都會定期進行洗手和消毒。只要有可
能，孩子們會使用單獨的材料，不會和他人共用。每次活動進行之後都需要洗手，玩具需要清
洗。對於目前的情況來說，不再共用就是一種保護。

零食和三餐單獨供應。

零食和三餐單獨供應給各個孩子，實行分餐制，不可共用餐具。需要母乳餵養的父母，或其子
女有特殊餵養需求的父母或看護人，服務機構將在設施中劃出合適的、乾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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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孩子做好準備

保育機構一直在採取分步措施，幫助孩子做好準備，讓您及您的孩子感到安全和自信。如果您
正在試圖讓家中成員做好疫情防控的相關準備，可以參考以下內容。

兒童保育檢查表

確定您的孩子什麼時候能回到保育中心。

討論您對兒童或家屬保育的擔憂或問題，以及如何與您的保育機構合作，共
解決些問題。

討論任何孩子接觸COVID-19後可能出現併發症的更高風險的健康問題或條件。

如果您所在的兒童保育機構需要臨時關閉，或您的孩子或家庭成員因生病、
COVID-19的影響需要自我隔離，請制定後備護理計畫。

尋找兒童保育 

您可以通過聯繫211，選擇最適合您需求的兒童保育計畫：

• 撥打211。仔細傾聽兒童保育的相關提示內容，按下指定的數位按鈕。

• 輸入關鍵字“children”或“niños”發送到898211（TXT211）。

• 向 children@211info.org 發送電子郵件。

• 點擊此處，訪問網站。

工作時間：星期一——星期五：上午7時至晚上11時。；星期六——星期日：上午8
時至下午8時。

需要經濟援助的家庭，請點擊此處瞭解就業相關日托（ERDC）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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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iwou.org/projects/fcco
https://www.oregon.gov/dhs/assistance/child-care/Pages/index.aspx


幫助孩子做好準備的小貼士

在去托兒所之前給孩子良好體溫，有助於減少病毒傳播 ，並幫助孩子養成日常生活
中定期測量體溫的習慣，讓他們在測量體溫時不會反感。

讓孩子清楚瞭解到達保育機構時會發生什麼，以及為什麼要採取這些新的措施。

請考慮以下解釋方式：

• 他們會向你提問或測量你的體溫，檢查是否發燒。這是為了保證每個人的健康和
安全。

• 我會把你送過去，跟你說再見，你可以進去找朋友們玩。

• 我來接你的時候，會在外面等著你。

如果孩子們問到有人佩戴口罩的問題，你可以這樣解釋：

• 可能佩戴口罩是為了保證安全。

• 也可能佩戴口罩是為了阻斷細菌傳播。

• 有時候如果生病了，大家也會佩戴口罩。

• 佩戴口罩是為了保證親友的安全。細菌是肉眼看不見的！

兒童和家庭資源

疾病控制中心（CDC）提供了一些幫助兒童改善社會、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建
議：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aping/parent-re-
source-kit/early-children.html 

“零增長”（The Zero to Thrive）組織為家長和保育機構收集了應對COVID-19疫情
的相關資源：https://zerotothrive.org/covid-19-parents/

《喬治和細菌大王》這本書可以線上下載，幫助孩子們理解COVID-19情況： 
https://tenderpressbooks.com/georgie-%26-the-giant-germ

早教部為家庭整理了COVID-19相關資源： 
https://oregonerlyle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For-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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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parental-resource-kit/early-childhood.html
https://zerotothrive.org/covid-19-parents/
https://tenderpressbooks.com/georgie-%26-the-giant-germ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For-Families


與您的保育機構合作。

請要求保育機構向您提供其“ COVID-19健康與
安全計畫”，如果孩子有特殊的健康護理需求，
需要和保育機構溝通，為孩子制定單獨的護理計
畫。如果您對健康和安全計畫的執行情況有任何
顧慮，請與您的保育機構進行對話，告知他們您
的這些問題。 如果與服務提供者交談後仍然有疑
慮，可以通過訪問https://oregonearlylearning.
com/parents-families/making-a-complaint/來填
寫投訴表。

如果您第一次參加類似專案，您可以要求在工作
時間之外帶您的孩子參觀保育服務機構的場地或
設施。

我們齊心協力，就可以阻止COVID-19的傳播。如
果您對緊急兒童護理要求有任何其他問題或顧
慮，請訪問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
COVID-19-Resources。

除俄勒岡州禁止歧視的法律外，保育機構不能因為孩子或父母的
職業、種族、種族、地理位置、殘疾或先天健康狀況，認為該兒
童更容易感染COVID-19，從而拒絕將其納入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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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parents-families/making-a-complaint/
https://oregonearlylearning.com/COVID-19-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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