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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COVID-19 疫情肆虐，有些家长让孩子加入“学习港”。这些学习港可能形式多样，包括但不仅限

于： 

• 便利港 - 

一名辅导员，无论是否一名认证教师，在儿童参与学校远程学习活动时对他们进行监督和帮助

。  

• 合作空间- 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家庭的家长轮流在家中接待所有孩子进行远程学习。  

• 微学校- 一名注册教师为那些可能没有正式入学或使用学校远程课程的孩子提供教学。  

• 亲朋好友和邻居照顾- 

白天，由亲朋好友或邻居对来自一个或多个家庭的学龄儿童提供非正式照顾的安排。 

• 社区学习空间- 

由社区组织、家长团体、信仰机构或公共实体在远程教学期间为学生提供到校学习支持。  

我们对于因COVID-

19导致孩子们重返校园而面临的健康问题表示担忧，同样，学习港在健康和安全方面也有所考虑。Austi

n公共卫生部希望任何主办学习港的人都能制定详细的健康和安全计划。主办者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学生

的安全，阻止COVID-19的传播。在学习港里无法降低COVID-

19的所有风险。主办者应为学习港中一人或多人感染COVID-19做好应对预案。  

  

您是否针对下列问题制定了应对 COVID-19 的健康和安全计划？ 

1. 居家症状筛查（请参见 Austin 公共卫生部（APH）学校临时指导第 17 页。） 

 APH 建议：每名参与者在每天进入学习港之前都要在家里接受 COVID-19 症状和接触情况的

筛查。 

2. 面罩（ 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14 至 16 页） 

 根据 Austin 公共卫生部的规定，年龄超过 10 周岁的人士在户外必须戴面罩。  

 Austin 公共卫生部建议，年龄超过 2 周岁的儿童必须戴面罩。  

3. 保持社交距离（ 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13 页。） 

 确保您的室内外空间足够大，以允许参与者保持 6 英尺的距离。  

4. 健康手部卫生（ 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12 页。） 

 确保您有充足的肥皂、洗手液和纸巾可供儿童使用。  

 制定计划，让参与者在一天中的关键时间点频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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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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和消毒（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19 页。） 

 制定计划，增加以下物品的日常清洁和消毒： 

 学习港中接触较为频繁的表面和空间 

 必须分享的玩具和供应物品  

 如果有人生病，请遵守关于清洁和消毒的 CDC 指导 

 使用符合EPA消毒标准的产品。 

 清洁产品不应在儿童附近使用，成人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应确保通风良好，以防止儿童或他们

自己吸入有毒气体。  

6. 一日三餐和点心（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24 至 25 页。） 

 如果条件允许，让孩子自带食品、用具和水壶。  

 主办者提供的任何小吃或食品都需要单独装盘或打包，禁止自助或家庭式聚餐。使用一次性

碗盘、杯子和器皿。  

 就餐时保证孩子们至少相距6英尺。  

7. 疑似 COVID 症状的个人隔离（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31 页。） 

 指定单独区域对呈现 COVID-19 症状的个人进行隔离。  

 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确保儿童在无威胁的状况下被隔离，他们须位于成人视线范围内，而

且隔离时间不宜过长。  

 如果孩子出现症状，立即通知父母，让他们迅速接孩子回家。  

 隔离区应遵照 CDC清洁和消毒指南在使用间隔期进行清洁。  

8. COVID-19 呈阳性（请参见 Austin 公共卫生部（APH）学校临时指导第 34 至 36 页和 39 页。） 

 密切接触者是指在COVID-

19感染者开始感到不适前48小时至其被隔离为止，与其在不足6英尺的距离内至少接触15分

钟的所有人员。 

 任何 COVID-19 检测呈阳性的学习港参与者都应遵守 CDC 隔离指导。  

 立即确定此人的密切接触者，并通知其家人潜在的接触风

险。  

 建议密切接触者自最后一次接触受感染者起隔离 14 天。在

14 天的隔离期结束之前，密切接触者不应返回学习港。  

 Austin 公共卫生部建议，如果任何家庭成员的 COVID-19 检测

结果呈阳性，家人须通知学习港的主办者。Austin 公共卫生

部建议，主办者应立即通知其他家人潜在的接触风险。 

  

在这里了解关于

COVID-19 检测

方面的知识。 

点此了解隔离设施为那

些因 COVID-19 而无法

安全自我隔离的人提供

的免费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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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想过这些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步骤吗？ 

1. 培训和安全  

 永远不要采取任何形式的体罚。使用良好行为的积极强化。当孩子需要改变行为时，重新引

导他们。对不当行为做出冷静的反应。在这些网站上查看诀窍和培训：意识纪律和三联积极

育儿计划。  

 具有当前心肺复苏术和急救培训/认证 

 具有急救套件。  

 学习由 Texas A＆M 农业生命扩展服务机构提供的下列课程：COVID-19 期间感染控制的特殊

考虑。   

 从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网站上查看安全诀窍。 

 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并对主办人家中的其他所有成年人进行背景调查。  

 确保您有所有父母/监护人的联系信息，以及每个孩子的备用紧急联系人。 

 询问父母关于他们孩子的关键信息，比如过敏和药物。  

 查看和遵守针对育儿服务提供者的 Texas 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最低标准。 

2. 环境安全  

 如果你家里有武器，确保它们上锁且处于儿童接触范围之外。弹药和武器应分开存放。   

 测试家中烟雾探测器，以确保它们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确保告知儿童在火灾或其他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最快疏散路线。   

 确保清洁用品、化学品和药物储存安全，并存放于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如果现场有水池或其他水体，确保用栅栏隔开，大门上锁。没有成年人的监护，不要让孩子

靠近水。当儿童在水中或任何水体中时，必须由一个成年人进行监护。遵守用水安全诀窍。  

3. 学习港中的家人 

 您知道学习港中的其他家人和儿童吗？  

 与可能加入学习港的家人讨论，他们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感染 COVID-19。例如，他们是

否使用面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大型聚会，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确保所有家人都同意为保护自己和学习港而采取的措施。  

 将学习港的规模限制为一个由儿童和成人组成的固定小组，以降低 COVID-19 传播的风险。  

 根据 Austin 公共卫生部的规定，不允许超过 10 人聚集。  

4. 高危人群（ 查看 Austin 公共卫生部学校临时指导的第 10 至 11 页） 

 通知家人，如果他们家中有人患有可能因 COVID-19 而导致高风险的疾病，他们进入学习港

可能增加此风险。  

5. 户外时光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户外上课、就餐和玩耍，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如果可能，在有荫凉的地方进行户外活动。  

 确保儿童在户外活动中定期涂抹和重新涂抹防晒霜，并且大量饮水，确保在 Texas 州的高温

下能够补水。 

 Austin 公共卫生部建议参与者在户外佩带面罩。儿童在户外进行剧烈运动时，如果他们能保

持 6 英尺的距离，他们可以摘下口罩。    

 采取措施控制室内外的害虫。  

 保持户外空间状况良好。每天在儿童进入户外区域前进行检查，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https://consciousdiscip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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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grilifelearn.tamu.edu/product?catalog=COFS-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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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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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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Health/8-14-20-Emergency-Rules-Adoption-Notice-Health-Authority-Rules.pdf
http://austintexas.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Austin%20Public%20Health%20School%20Guidance%20V15%20(hyperlin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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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交通  

 Austin 公共卫生部建议自行接送孩子，学习港的主办者不会接送孩子。  

 如果让主办者接送孩子，请确保您有能力保证其安全，并了解法律规定 (即：您有驾照、合

格安全带、安装正确的儿童汽车座椅和辅助座椅、保证 13 岁以下的儿童坐在后排座等)。  

儿童照料条例信息 

通过管理和教育儿童照料提供者，Texas 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儿童照料条例（CCR）为儿童提供保护。

CCR 的责任包括： 

• 监管所有儿童保育业务和儿童安置机构，以保护被保育儿童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 批准和监督运营和机构遵守州许可标准、规则和法律的情况。  

• 调查指控违反儿童保育和寄宿儿童保育业务最低标准的投诉。  

• 向父母和公众宣传儿童保育，包括具体的儿童保育和寄宿儿童保育业务如何符合最低保育标

准。  

• 向儿童保育提供者提供满足最低许可标准、规则和法律的技术援助。 

儿童保育院照料 

为不足三个儿童提供定期照料服务的家庭保育院（不包括与看护人有亲属关系的儿童）必须是遵守儿童

照料条例的注册家庭保育院。为超过四个儿童提供照料服务的家庭保育院（不包括与看护人有亲属关系

的儿童）必须是遵守儿童照料条例的注册家庭保育院。   

登录 CCR 网站，了解关于成为儿童照料保育院提供者的信息。有关您是否应该获得许可、注册或登记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 CCR 网站上的许可要求。提供商必须在开业后三周内获得登记、注册或许可证。  

如果您想在家中主办一个学习港，但目前没有儿童保育许可证，请联系非监管运营部门：

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对于希望申请豁免而非许可证、注册或登记的潜在供应商，请

通过 unregulatedoperations@hhsc.state.tx.us 联系非监管运营部门。  

 

基于雇主的儿童保育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基于小型雇主的儿童保育运营部门即可成立： 

• 位于雇主的经营场所。  

• 雇佣不足 100 人的全职员工。  

• 最多为雇主雇员的 12 名子女提供照顾和监督。  

如果企业希望为其员工提供超出上述定义的儿童保育/学习港，他们需要获得许可（并遵循最低标准）

或尝试获得豁免批准（豁免运营不必遵循最低标准）。 

背景调查 

照料者需要呼叫 1-800-645-7549 通过 CCR 完成背景调查。背景调查结果可能需要至少两周才能公布。  

批准 

在住宅建筑或非住宅建筑中，超过六人的照料安排可能需要获得开发服务部的批准。如需获得其他信

息，请通过 512-974-6370 或 dsddsc@austintexas.gov 联系开发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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