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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
強制性指令
*請確認您的設施可以根據州政府命令營業。如果當地的縣政府命令和州政府命令之間有
差異，則必須遵循限制性更強的指令。除此強制性指令外，州政府還對必須遵循的某些
設施提供了具體指引。*
發布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欲瞭解州政府命令和州政府指引的訊息，請瀏覽 covid19.ca.gov。
本指令適用於主要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面對面計劃、課程、活動和/或娛樂（「服
務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或「計劃」）的所有企業1（包括個人服務提供商），無論是付
費或是免費，也無論是一次性或經常性舉辦。這包括但不限於托兒計劃；學前班；暑期學
校；課外活動；學業充實中心；舞蹈班；音樂課；有組織的兒童和青少年康樂和運動活
動，包括夏令營、課程、訓練和比賽；以及任何其他針對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課程、活
動或娛樂。註：目前，其中一些活動（例如青少年運動計劃）需遵守加州政府規定的更
嚴格的要求。確保查閱所有適用的州政府要求。
本指令不適用於 K-12 學校提供的常規教學；在一個家庭單位的兒童自己家中為兒童提供
的托兒服務（例如保姆）；主要為成年學生提供教學的學院及大學；以及為青少年提供實
習、學徒或就業但不專門為未成年人服務的計劃。
此外，本指令不適用於為兒童或青少年服務但根據命令被禁止營業的設施，包括遊樂園、
主題公園、室內遊樂場和遊樂中心（例如彈跳中心、波波池（ball pit）和激光槍遊戲場
（laser tag）） ，以及衛生局長規定必須停止營業的任何其他企業或設施。

對於本指令而言，「企業」一詞的定義如 2020 年 7 月 2 日發布的聖塔克拉拉縣衛生局長
命令，該命令制定了適用於所有活動和行業的強制性風險降低措施，以應對 COVID-19 大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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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參事會：Mike Wasserman、Cindy Chavez、Dave Cortese、Susan Ellenberg、S. Joseph Simitian
縣行政執行官：Jeffrey V. Smith

本指令解釋了服務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可以如何營業。本指令是強制性的。不遵守本指
令違反了 2020 年 7 月 2 日發布的聖克拉拉縣衛生局長關於制定適用於所有活動和行業以
應對 COVID-19 大流行的強制性降低風險措施的命令（以下簡稱「命令」 ）。您必須遵
守命令和本指令的所有要求。

命令
命令對所有企業和活動施加多項限制措施，以確保本縣盡可能保持安全，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各項：
•

社交間距規程：所有企業都必須使用此處的線上表格填寫並向縣政府提交最新版
本的《社交間距規程》。提交規程即表示願受偽證罪的處罰，這意味著據簽名人所
知，表格上的所有內容都必須完整準確，提交虛假信息屬於犯罪行為。必須將規程
分發給所有工作者，執行命令的所有官員必須可以存取規程。企業有責任確保員工
以他們理解的語言理解並接受有關規程要求的訓練。

•

告示牌：所有企業必須列印（1）更新的「新冠肺炎應對準備就緒」標誌和（2）
《社交間距規程訪客須知》，並且必須在所有設施的入口處顯眼地張貼。在網上提
交《社交間距規程》後，即可列印這些文件。

•

面罩：企業設施或工作場所中的每個人都必須時刻戴面罩（很年幼的兒童、在醫
學上不建議使用面罩的人士或在與聽力障礙者進行交流的時候除外）。如果個人戴
面罩運動時感到不適或呼吸困難，則個人應立即停止活動。本指令描述了僅適用
於某些設施和活動的面罩要求的有限例外情況。

•

人員密度限制：根據命令，所有企業都必須限制可能同時在設施內的人數。對於
工作人員，限制為室內設施總面積（這意味著總空間，包括僅對員工開放的區域，
如儲藏室）每 250 平方英尺容納 1 人。對於顧客，限制對公眾營業的室內空間每
150 平方英尺容納 1 人。人員密度要求告訴企業可在一個人離開他們的設施之前允
許多少人（工作人員或顧客）入內。在所有設施中，陪同家長或監護人的 12 歲以
下兒童不計入人員密度限制。在計劃使用的服務於兒童或青少年的設施中，12 歲
以下的兒童不計入人員密度限制。但是，年齡在 12 歲及以上的任何人（包括計劃
中的兒童/青少年）都將計入此上限。

詳情請參閱命令和常見問答網頁。

服務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
對於服務於兒童或青少年的計劃，根據命令的基本要求由下列指令補充和/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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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內設施的人員密度：
12 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不應計入命令第 12.d 節中的人員密度限制；但是，年齡在
12 歲或以上的兒童/青少年應計入人員密度限制。無論年齡多大，企業都必須將設
施中的人數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以使人們可以輕鬆保持彼此之間六英尺（2 公尺）
的社交距離。鼓勵所有企業盡可能在戶外開展活動。

2.

3.

所有計劃都必須保持穩定的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小組：
a.

必須將零至五歲的兒童/青少年分配到盡可能小的穩定小組中，並且每組最
多只能容納 24 名兒童/青少年。此 24 名兒童的人數限制不包括工作人員。2

b.

必須將 6 歲或以上的兒童/青少年分配到盡可能小的穩定小組中，並且每組
最多只能容納 12 名兒童/青少年。此 12 名兒童的人數限制不包括工作人
員。鑑於學齡兒童也是學校穩定小組的組成部分，將針對學齡兒童的計劃的
小組人數限制為 12 人，有助於使他們的總接觸者人數減少。

c.

兒童/青少年不應從一個小組換到另一個小組；但是，從某個年齡段超齡的
兒童/青少年則可以換到下一個合適的年齡段的小組。

d.

計劃應在最大可能的範圍內限制與其每名工作人員直接接觸的兒童小組的數
量。這樣可以降低傳播風險，並且還可以減少計劃中有人經 COVID-19 檢測
呈陽性時必須進行檢測和隔離的工作人員和兒童/青少年的人數。

e.

應盡可能將來自同一家庭單位的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分配到同一組。

f.

目前不允許家長參與，以最大程度減少與孩子/青少年和工作人員保持密切
接觸的成人人數。但是，允許工作人員為兒童註冊到他們工作的計劃。

兒童/青少年一次只能參加一個計劃，並且每三星期最多只能從一個計劃換到另一
個計劃。
這意味著：

2

a.

兒童/青少年在同一三星期內不能參加多個托兒計劃、課後計劃或其他兒童/
青少年活動。

b.

對於在 K-12 學校就讀的兒童/青少年，這意味著他們可以上學以及參加一項

對於本指令而言，「工作人員」一詞應與命令中的定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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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或課後計劃或活動。
c.

4.

5.

計劃主辦方負責維護招募和出勤記錄，並應在可行的範圍內核實家庭是否遵
守這些限制措施。

記錄保存
a.

計劃主辦方應保留分配給每個穩定小組的工作人員和學員的記錄、對這些分
配的任何變更以及變更日期。

b.

計劃主辦方應保留工作人員和學員的每日出勤記錄。

c.

計劃主辦方應跟踪並記錄可能的暴露事件。

d.

本指令要求保留的所有記錄應至少保留 1 個月，以便在確定 COVID-19 病例
或密切接觸者與該計劃有關聯時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局可用來開展病例調
查和接觸者追蹤。

面罩
a.

所有工作人員在工作時均應時刻戴面罩。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員由於醫學原因
不能戴面罩，則不允許他們直接與兒童/青少年接觸。

b.

所有接送兒童/青年的成人均應戴面罩。

c.

2 至 5 歲的兒童在僅與其穩定小組中的兒童互動時不需要戴面罩。

d.

應強烈鼓勵（但不要求）6 至 11 歲的兒童在自己的穩定小組中戴面罩。

e.

12 歲及以上的兒童/青少年必須時刻戴面罩。

f.

在下列情況下，不需要戴面罩：(1) 2 歲以下的兒童；(2) 呼吸困難或失去知
覺、無行為能力或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無法取下面罩的任何人士；(3) 無法
忍受面罩的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青少年；(4) 醫務人員建議不應戴面罩的其他
任何人，因為他們的身體狀況會讓戴面罩對他們構成危險；(5) 在進食、喝
飲料或解決另一種生理需要時需要取下面罩的任何人；(6) 與聽障人士溝
通；(7) 當兒童/青少年在戶外積極運動時，只要時刻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
（2 公尺）的距離；(7) 從事戴面罩可能構成危險的活動。此外，如果兒童/
青少年在戴面罩時遇到困難，可以在短時間內取下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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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交間距
a.

應鼓勵家長或其他個人開車接送較大的兒童或青少年，並儘可能留在其車
內。如果需要親自下車接送，則只有一個人可以下車接送兒童/青少年。計
劃主辦方應考慮允許家長或其他人在計劃設施的入口（如果有）接送孩子/
青少年，而不允許他們進入設施。

b.

穩定的小組必須彼此分開（如果在室內，則在不同的房間中，或者如果在室
外或非常大的室內空間中，則至少要相隔 25 英尺（8 公尺））。

c.

在他們的穩定小組中：

d.

7.

i.

12 歲及以上的兒童/青少年：兒童/青少年必須時刻與其他兒童/青少
年保持至少六英尺（2 公尺）的距離，並且工作人員應時刻與兒童/青
少年保持至少六英尺（2 公尺）的距離。

ii.

6 至 11 歲的兒童：在穩定的群組中，兒童不需要保持彼此之間的社
交距離，但工作人員應時刻保持與兒童之間至少六英尺（2 公尺）的
距離，並儘可能保持最大距離。

iii.

0 至 5 歲的兒童：鑑於 6 歲以下兒童的需要，兒童和工作人員可以根
據需要進行身體接觸。

iv.

所有工作人員應與所有其他工作人員保持至少 6 英尺（2 公尺）的距
離。

v.

在室內教室環境的計劃教學班應為兒童/青少年分配固定的座位安排
（如適用），以確保穩定的小組內的密切接觸將至最低並易於識別身
份。

如果可行，計劃主辦方應遠程舉行工作人員會議/訓練。如果必須親自進行
工作人員會議/訓練，請在可行的情況下在戶外舉行會議/訓練，並確保所有
人員時刻保持至少 6 英尺（2 公尺）的距離。

參觀和特殊活動的限制措施：
a.

計劃主辦方只能在以下情況下讓訪客進行參觀：
i.

每次參觀最多只能有兩名訪客，參觀必須盡可能簡短。

ii.

訪客必須在抵達時洗手或使用乾洗手，並在整個參觀過程中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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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b.

8.

訪客必須與工作人員保持至少六英尺（2 公尺）或以上的距離。訪客
不得進入有兒童/青少年在場的任何房間，並且如果訪客和兒童/青少
年在戶外，訪客必須與兒童/青少年保持至少 25 英尺（8 公尺）的距
離。

計劃主辦方不能同時舉辦多個穩定小組或不屬於該小組的任何參與者（例
如，家庭成員或朋友）參與的特殊活動。特殊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表演、獨奏
音樂會、遊行和聚會。

衛生、清潔和其他措施
a.

計劃主辦方應在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減少材料的共用，並且多名兒童使用的任
何玩具/材料應在使用前後清潔。計劃主辦方應將用品和設備一次限於一組
兒童/青少年之內使用，並在每次使用前後按照 CDC 指引進行清潔和消毒。

b.

計劃主辦方程序應在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減少工作人員和兒童/青少年與觸碰
頻率高的表面接觸（例如，將門支撐敞開）。

c.

至少每天（如果可行，更頻繁）按照 CDC 指引清潔和消毒經常觸碰的硬表
面（例如，桌子、書桌、椅子、門把手、電燈開關、電話、複印/傳真機、
洗手間表面（馬桶、檯面、水龍頭）、飲水噴泉、遊樂場設備）和共用物品
（玩具、遊戲、美術用品、書籍）。請參閱：
i.

清潔和消毒設施

ii.

清潔和消毒公共場所、工作場所、企業、學校和房屋重啟指引

d.

計劃主辦方應教導並加強正確的洗手技巧，避免接觸眼睛、鼻子和嘴，並且
咳嗽和打噴嚏時遮掩口鼻。

e.

計劃主辦方應提供充足的用品以支援工作人員和兒童/青少年保持健康的衛
生行為，包括洗手液/肥皂、紙巾、非接觸式垃圾桶、面罩和乾洗手（含至
少 60％的乙醇）。

f.

計劃主辦方應確保兒童/青少年到達後、上廁所後、在戶外玩耍之後、進餐
前後、咳嗽或打噴嚏後要洗手或使用乾洗手。這些例程應確保兒童/青少年
之間保持適當的間距。

g.

計劃主辦方應盡可能增加來自室外空氣的循環（例如，透過打開門窗），除
非這樣做會對使用該設施的個人造成健康或安全風險（例如，煙霧飄入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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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哮喘或過敏症狀）。

9.

10.

h.

存在多個穩定小組的計劃主辦方必須在按小組指定的單獨區域和/或全天交
錯地舉行戶外玩耍或活動。計劃主辦方應限制使用共用遊樂場設備，傾向於
觸碰表面較少並容許更大身體間距的體育活動。

i.

計劃主辦方應逐個盛裝或袋裝食物。

j.

計劃主辦方不得分享食物和餐具以及自助餐或家庭式餐點。

健康篩查
a.

計劃主辦方應鼓勵工作人員至少每四周進行一次檢測。

b.

計劃主辦方應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和計劃學員在現場和/或到達之前每天進行
COVID-19 症狀篩查。下文的圖 1 提供了健康篩查範例。

c.

計劃主辦方還應在所有入口處張貼標誌，指示兒童/青少年、工作人員和所
有其他人出現 COVID-19 症狀時請勿進入設施。COVID-19 症狀包括發燒、
發冷、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難、疲勞、肌肉或身體疼痛、頭痛、近期味
覺或嗅覺喪失、咽喉痛、鼻塞或流鼻涕、噁心、嘔吐或腹瀉。

d.

確定隔離室或隔離區域，以隔離表現出 COVID-19 症狀的任何人。

e.

任何表現出症狀的兒童/青少年或工作人員都應立即戴面罩（如果未戴），
並在隔離區域內等待，直到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讓其被送回家或送到醫療機
構為止。對於出現嚴重疾病，請立即撥打 9-1-1。

COVID-19 檢測和報告
a.

計劃主辦方應要求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在出現一種或多種 COVID-19 症
狀後，或者其家庭單位成員或家庭單位之外的密切接觸者之一經 COVID-19
檢測呈陽性時，應盡快接受檢測。
i.

b.

作為陰性檢測結果的替代方式，計劃主辦方可以讓有症狀的兒童/青
少年和工作人員攜帶醫生證明重返工作/學校，該醫生證明提供症狀
的替代解釋以及未下達 COVID-19 檢測醫囑的原因。

如果計劃學員或工作人員對 COVID-19 呈陽性，或者其家庭單位成員或家庭
單位之外的密切接觸者之一經 COVID-19 檢測呈陽性，則計劃主辦方應要求
家長/監護人和工作人員立即向計劃主辦方管理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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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確診 COVID-19 病例：
i.

任何在計劃期間得知自己的 COVID-19 檢測呈陽性的兒童/青少年或
工作人員，應立即被要求在隔離區等待，直到可以盡快讓其被送回家
或送到醫療機構為止。

ii.

計劃主辦方管理層必須立即透過傳送電子郵件至
coronavirus@phd.sccgov.org 並致電（408）885-4214，將任何
COVID-19 陽性病例通知聖塔克拉拉縣公共衛生局。

iii.

計劃主辦方管理層必須將任何陽性 COVID-19 病例通知學校社區中的
所有家庭和工作人員，並根據州和聯邦法律的要求保密。（可以在這
裡找到與保密相關的訊息）

iv.

必須立即關閉任何 COVID-19 陽性人員使用的區域。在清潔和消毒之
前，不得重新啟用這些區域。為了降低暴露的風險，請等待 24 小時
再進行清潔和消毒。如果無法等待 24 小時，請在可行的範圍內等待
盡可能長的時間。確保在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和通風設備的情況下安全
正確地使用消毒劑。

v.

返回參加計劃：
有症狀的個人可在症狀發作後 14 天或發熱消退和其他症狀改
善後 7 天（以較長者為準）返回。

2.

經 COVID-19 檢測呈陽性的無症狀個人可在其陽性檢測結果後
14 天返回。

確診 COVID-19 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i.

e.

1.

必須將與 COVID-19 呈陽性人員密切接觸的所有兒童/青少年或工作
人員（包括與 COVID-19 呈陽性人員組成的穩定小組的所有成員）送
回家，並指示他們接受 COVID-19 檢測並在家中隔離 14 天。密切接
觸者被定義為曾經距離檢測呈陽性者至少六英尺（2 公尺）以內至少
15 分鐘的人。即使他們的檢測結果呈陰性，他們也應該留在家中隔
離直至（1）最後一次接觸 COVID-19 呈陽性人士的日期或（2）如果
COVID-19 呈陽性的人士住在其家中，COVID-19 陽性家庭成員完成
隔離的日期後完整 14 天。

如果沒有直接接觸 COVID-19 確診者，但與曾接觸確診者的人有密切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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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需採取任何行動。

隨時瞭解最新情況
欲知本行業和其他主題的常見問答，請參閱常見問答網頁。請注意，本指令可能隨時更
新。欲知衛生局長命令的最新訊息，請瀏覽縣公共衛生局網站，網址為
www.sccgov.org/coronavirus。

圖 1. 建議對學生和工作人員進行健康篩查
問這些問題。對任一問題回答為「是」的人士均不得進入學校設施。
1. 在過去 14 天內，您是否被診斷出罹患 COVID-19 或經檢測確認您患有該病毒？
是–留在家中並就醫。
2. 在過去 14 天內，你是否與因 COVID-19 被隔離或被確診患有 COVID-19 的人，
居住在同一個家庭單位或曾有密切接觸？密切接觸定義為距離不到 6 英尺（2 公
尺）持續 15 分鐘或更長時間。
是–留在家中並就醫和接受檢測。
3. 您今天或過去 24 小時內是否有下列任何一種或多種症狀？ 這些症狀是新症狀
或沒有其他原因解釋？
•
•
•
•
•
•

發熱
咳嗽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冷顫
盜汗
咽喉痛

•
•
•
•
•
•

是–留在家中並就醫和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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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身體疼痛
味覺或嗅覺喪失
頭痛
神志不清
嘔吐
腹瀉

表 1. 應對確診或疑似
COVID-19 病例和密切接觸者的措施
情境

立即行動

通信

情境 1：兒童/青少年或工作人
員表現出 COVID-19 症狀、對
健康篩查問題回答「是」或者
體溫為華氏 100.00 度
（37.8℃）或更高。

•
•

讓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回家
指示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接受檢測

無需採取任何措施

情境 2：一位家庭成員或與孩
子/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密切接
觸的人員（計劃社區之外）經
COVID-19 檢測呈陽性

•
•
•

讓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回家
指示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接受檢測
指示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隔離直至（1）最
後一次接觸 COVID-19 呈陽性人士的日期或
（2）如果 COVID-19 呈陽性的人士住在其家
中，COVID-19 呈陽性家庭成員完成隔離的日
期後完整 14 天，即使他們的檢測結果呈陰
性。
如果兒童/青少年或工作人員經檢測呈陽性，請
參閱下文的情境 3
通知計劃主辦方管理層

對於涉及的兒童/
青少年、家庭或工
作人員：

讓尚未隔離的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回家
指示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在症狀發作後隔離
14 天或症狀緩解後隔離 7 天，以時間較長者為
準。（如果從不出現症狀，請在呈陽性檢測後
隔離 14 天。）
確定基於計劃的密切接觸者，並指示他們接受
檢測並隔離 14 天
o 在穩定的小學教室群組中：整個群組
o 在其他環境下：使用座位表，向教師/
職員諮詢
通知計劃主辦方管理層
通知公共衛生局

對於陽性病例的兒
童/青少年、家人
或工作人員：範本

•
•
情境 3：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
員經 COVID-19 檢測呈陽性。

•
•

•

•
•

範本信件：
COVID-19 病例的
家庭單位成員或密
切接觸者

信件：COVID-19
病例

對於確定為密切接
觸者的兒童/青少
年、家人或工作人
員：
範本信件：
COVID-19 病例的
家庭單位成員或密
切接觸者

對於所有其他兒童
/青少年、家人或
工作人員：
範本信件：我們社
區中的 COVID-19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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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應對陰性檢測結果的措施
情境

立即行動

通信

情境 1（有症狀）後，一
名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
經 COVID-19 檢測結果呈
陰性

•

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可在退燒和其他症
狀得到改善 72 小時後返回計劃

兒童/青少年、家人或工
作人員攜帶 COVID-19
檢測陰性的證據或醫生
證明（如未進行檢測）

情境 2（密切接觸者）
後，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
員的檢測結果呈陰性

•

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必須隔離直至（1）
最後一次接觸 COVID-19 呈陽性人士的日期
或（2）如果 COVID-19 呈陽性的人士住在
其家中，COVID-19 陽性家庭成員完成隔離
的日期後完整 14 天

無需採取任何措施

兒童/青少年和工作人員在
常規監測檢測後呈陰性
（無症狀，也沒有與確診
COVID-19 病例密切接
觸）

•

可以立即返回參與計劃/工作

無需採取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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