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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 COVID-19 疫情肆虐，有些家長讓孩子加入「學習港」。這些學習港可能形式多樣，包括但不僅

限於： 

• 便利港 - 一名輔導員，無論是否一名認證教師，在兒童參與學校遠端學習活動時對他們進行監

督和幫助。  

• 合作空間- 來自兩個或兩個以上家庭的家長輪流在家中接待所有孩子進行遠端學習。  

• 微學校- 一名註冊教師為那些可能沒有正式入學或使用學校遠端課程的孩子提供教學。  

• 親朋好友和鄰居照顧- 白天，由親朋好友或鄰居對來自一個或多個家庭的學齡兒童提供非正式照

顧的安排。 

• 社區學習空間- 由社區組織、家長團體、信仰機構或公共實體在遠端教學期間為學生提供到校學

習支援。  

我們對於因 COVID-19 導致孩子們重返校園而面臨的健康問題表示擔憂，同樣，學習港在健康和安全

方面也有所考慮。Austin 公共衛生部希望任何主辦學習港的人都能制定詳細的健康和安全計劃。主辦

者必須採取措施保證學生的安全，阻止 COVID-19 的傳播。在學習港裡無法降低 COVID-19 的所有風

險。主辦者應為學習港中一人或多人感染 COVID-19 做好應對預案。  

  

您是否針對下列問題制定了應對 COVID-19 的健康和安全計劃？ 

1. 居家症狀篩查（請參見 Austin 公共衛生部（APH）學校臨時指導第 17 頁。） 

 APH 建議：每名參與者在每天進入學習港之前都要在家裡接受 COVID-19 症狀和接觸情況

的篩查。 

2. 面罩（ 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14 至 16 頁） 

 根據 Austin 公共衛生部的規定，年齡超過 10 周歲的人士在戶外必須戴面罩。  

 Austin 公共衛生部建議，年齡超過 2 周歲的兒童必須戴面罩。  

3. 保持社交距離（ 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13 頁。） 

 確保您的室內外空間足夠大，以允許參與者保持 6 英尺的距離。  

4. 健康手部衛生（ 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12 頁。） 

 確保您有充足的肥皂、洗手液和紙巾可供兒童使用。  

 制定計劃，讓參與者在一天中的關鍵時間點頻繁洗手。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s://www.cdc.gov/handwash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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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潔和消毒（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19 頁。） 

 制定計劃，增加以下物品的日常清潔和消毒： 

 學習港中接觸較為頻繁的表面和空間 

 必須分享的玩具和供應物品  

 如果有人生病，請遵守關於清潔和消毒的 CDC 指導 

 使用符合 EPA 消毒標準的產品。 

 清潔產品不應在兒童附近使用，成人在使用這些產品時應確保通風良好，以防止兒童或他們

自己吸入有毒氣體。  

6. 一日三餐和點心（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24 至 25 頁。） 

 如果條件允許，讓孩子自帶食品、用具和水壺。  

 主辦者提供的任何小吃或食品都需要單獨裝盤或打包，禁止自助或家庭式聚餐。使用一次性

碗盤、杯子和器皿。  

 就餐時保證孩子們至少相距 6 英尺。  

7. 疑似 COVID 症狀的個人隔離（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

第 31 頁。） 

 指定單獨區域對呈現 COVID-19 症狀的個人進行隔離。  

 採取適當的保障措施，確保兒童在無威脅的狀況下被隔離，他們須位

於成人視線範圍內，而且隔離時間不宜過長。  

 如果孩子出現症狀，立即通知父母，讓他們迅速接孩子回家。  

 隔離區應遵照 CDC 清潔和消毒指南在使用間隔期進行清潔。  

8. COVID-19 呈陽性（請參見 Austin 公共衛生部（APH）學校臨時指導第 34 至 36 頁和 39

頁。） 

 密切接觸者是指在 COVID-19 感染者開始感到不適前 48 小時至其被隔離為止，與其在不足

6 英尺的距離內至少接觸 15 分鐘的所有人員。 

 任何 COVID-19 檢測呈陽性的學習港參與者都應遵守 CDC 隔離指導。  

 立即確定此人的密切接觸者，並通知其家人潛在的接觸風

險。  

 建議密切接觸者自最後一次接觸受感染者起隔離 14 天。在

14 天的隔離期結束之前，密切接觸者不應返回學習港。  

 Austin 公共衛生部建議，如果任何家庭成員的 COVID-19 檢

測結果呈陽性，家人須通知學習港的主辦者。Austin 公共衛生部建議，主辦者應立即通知其

他家人潛在的接觸風險。 

在這裡瞭解關於

COVID-19檢測

方面的知識。 

點此瞭解隔離設施為那

些因 COVID-19而無法

安全自我隔離的人提供

的免費住宿。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disinfecting-building-facility.html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disinfecting-building-facility.html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http://austintexas.gov/covid-testinfo
http://austintexas.gov/department/covid-19-information/symptoms-testing-and-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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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想過這些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步驟嗎？ 

1. 培訓和安全  

 永遠不要採取任何形式的體罰。使用良好行為的積極強化。當孩子需要改變行為時，重新引

導他們。對不當行為做出冷靜的反應。在這些網站上查看訣竅和培訓：意識紀律和三聯積極

育兒計劃。  

 具有當前心肺復蘇術和急救培訓/認證 

 具有急救套件。  

 學習由 Texas A＆M 農業生命擴展服務機構提供的下列課程：COVID-19 期間感染控制的特

殊考慮。   

 從全球兒童安全性群組織網站上查看安全訣竅。 

 進行犯罪背景調查，並對主辦人家中的其他所有成年人進行背景調查。  

 確保您有所有父母/監護人的聯繫資訊，以及每個孩子的備用緊急連絡人。 

 詢問父母關於他們孩子的關鍵資訊，比如過敏和藥物。  

 查看和遵守針對育兒服務提供者的 Texas 州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最低標準。 

2. 環境安全  

 如果你家裡有武器，確保它們上鎖且處於兒童接觸範圍之外。彈藥和武器應分開存放。   

 測試家中煙霧探測器，以確保它們處於正常的工作狀態。  

 確保告知兒童在火災或其他緊急情況下使用的最快疏散路線。   

 確保清潔用品、化學品和藥物儲存安全，並存放于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如果現場有水池或其他水體，確保用柵欄隔開，大門上鎖。沒有成年人的監護，不要讓孩子

靠近水。當兒童在水中或任何水體中時，必須由一個成年人進行監護。遵守用水安全訣竅。  

3. 學習港中的家人 

 您知道學習港中的其他家人和兒童嗎？  

 與可能加入學習港的家人討論，他們正在採取什麼措施來避免感染 COVID-19。例如，他們

是否使用面罩，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大型聚會，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確保所有家人都同意為保護自己和學習港而採取的措施。  

 將學習港的規模限制為一個由兒童和成人組成的固定小組，以降低 COVID-19 傳播的風

險。  

 根據 Austin 公共衛生部的規定，不允許超過 10 人聚集。  

  

https://consciousdiscipline.com/
https://www.triplep-parenting.com/us/about-triple-p/what-is-triple-p/
https://www.triplep-parenting.com/us/about-triple-p/what-is-triple-p/
https://agrilifelearn.tamu.edu/product?catalog=COFS-256
https://agrilifelearn.tamu.edu/product?catalog=COFS-256
https://www.safekids.org/
https://hhs.texas.gov/doing-business-hhs/provider-portals/protective-services-providers/child-care-licensing/minimum-standards
https://www.colinshope.org/water-safety-resources/water-safety-tips/
https://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Health/8-14-20-Emergency-Rules-Adoption-Notice-Health-Authority-Ru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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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危人群（ 查看 Austin 公共衛生部學校臨時指導的第 10 至 11 頁） 

 通知家人，如果他們家中有人患有可能因 COVID-19 而導致高風險的疾病，他們進入學習

港可能增加此風險。  

5. 戶外時光 

 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戶外上課、就餐和玩耍，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如果可能，在有蔭涼的地方進行戶外活動。  

 確保兒童在戶外活動中定期塗抹和重新塗抹防曬霜，並且大量飲水，確保在 Texas 州的高溫

下能夠補水。 

 Austin 公共衛生部建議參與者在戶外佩帶面罩。兒童在戶外進行劇烈運動時，如果他們能保

持 6 英尺的距離，他們可以摘下口罩。    

 採取措施控制室內外的害蟲。  

 保持戶外空間狀況良好。每天在兒童進入戶外區域前進行檢查，消除一切安全隱患。  

6. 公共交通  

 Austin 公共衛生部建議自行接送孩子，學習港的主辦者不會接送孩子。  

 如果讓主辦者接送孩子，請確保您有能力保證其安全，並瞭解法律規定 (即：您有駕照、合

格安全帶、安裝正確的兒童汽車座椅和輔助座椅、保證 13 歲以下的兒童坐在後排座等)。  

兒童照料條例資訊 

通過管理和教育兒童照料提供者，Texas 州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兒童照料條例（CCR）為兒童提供保護。

CCR 的責任包括： 

• 監管所有兒童保育業務和兒童安置機構，以保護被保育兒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 批准和監督運營和機構遵守州許可標準、規則和法律的情況。  

• 調查指控違反兒童保育和寄宿兒童保育業務最低標準的投訴。  

• 向父母和公眾宣傳兒童保育，包括具體的兒童保育和寄宿兒童保育業務如何符合最低保育標

準。  

• 向兒童保育提供者提供滿足最低許可標準、規則和法律的技術援助。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https://www.dps.texas.gov/director_staff/public_information/carse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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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保育院照料 

為不足三個兒童提供定期照料服務的家庭保育院（不包括與看護人有親屬關係的兒童）必須是遵守兒童

照料條例的註冊家庭保育院。為超過四個兒童提供照料服務的家庭保育院（不包括與看護人有親屬關係

的兒童）必須是遵守兒童照料條例的註冊家庭保育院。   

登錄 CCR 網站，瞭解關於成為兒童照料保育院提供者的資訊。有關您是否應該獲得許可、註冊或登記

的更多資訊，請參見 CCR 網站上的許可要求。提供商必須在開業後三周內獲得登記、註冊或許可證。  

如果您想在家中主辦一個學習港，但目前沒有兒童保育許可證，請聯繫非監管運營部門：

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對於希望申請豁免而非許可證、註冊或登記的潛在供應

商，請通過 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 聯繫非監管運營部門。  

 

基於雇主的兒童保育 

如果滿足以下條件，基於小型雇主的兒童保育運營部門即可成立： 

• 位於雇主的經營場所。  

• 雇傭不足 100 人的全職員工。  

• 最多為雇主雇員的 12 名子女提供照顧和監督。  

如果企業希望為其員工提供超出上述定義的兒童保育/學習港，他們需要獲得許可（並遵循最低標準）

或嘗試獲得豁免批准（豁免運營不必遵循最低標準）。 

背景調查 

照料者需要呼叫 1-800-645-7549 通過 CCR 完成背景調查。背景調查結果可能需要至少兩周才能公

佈。  

批准 

在住宅建築或非住宅建築中，超過六人的照料安排可能需要獲得開發服務部的批准。如需獲得其他資

訊，請通過 512-974-6370 或 dsddsc@austintexas.gov 聯繫開發服務部。 

https://hhs.texas.gov/doing-business-hhs/provider-portals/protective-services-providers/child-care-licensing/become-a-child-care-home-provider
https://hhs.texas.gov/doing-business-hhs/provider-portals/protective-services-providers/child-care-licensing/become-a-child-care-home-provider
mailto: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
mailto: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
mailto:dsddsc@austintexas.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