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參加 1/6/21 的阿拉米達縣 COVID-19 以及兒童保育和阿拉米達縣衛生局（ACDPH）COVID
更新網絡研討會。本文檔是針對在網絡研討會之前和網絡研討會期間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

尚未完全解決，或者需要文檔供那些無法參加的人使用。FAQ（常見問題）按內容區域分類。 

請注意：阿拉米達縣（AC）公共衛生部、First 5 Alameda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已盡力為您提供截

至 2021 年 2 月 17 日的最新資訊。這些回復不被任何特定組織作為財務和/或法律上的建議。 

伯克利市設有自己的衛生部門，即伯克利公共衛生部門（Berkeley PHD）。該部門與公共衛生

AC 部門密切合作，但是位於伯克利的計劃應通過伯克利公共衛生部報告其發病率。 
網絡研討會錄像和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問題 1. 在哪裡可以找到網絡研討會錄像或演示文稿？ 

網絡研討會錄像和幻燈片可在 http://www.first5alameda.org/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
resources-2019/399-2/到 

接種疫苗：誰，為什麼，在哪裡以及怎樣接種？ 

州、縣（包括公共衛生 PODS -分發點部門，健康計劃（Kaiser、Sutter、UCSF、縣健康計劃）、

縣診所和藥品）在進行許多疫苗接種工作。鼓勵兒童護理提供者通過任何可能的機會尋求疫苗接

種。疫苗供應有限，並且可接種的疫苗和接種機會在不斷變化。 

我們鼓勵您註冊，以便在輪到您接種疫苗時通知您。  

• 在 http://myturn.ca.gov 上向州註冊 
• 在 https://covid-19.acgov.org/vaccines 向縣註冊 
• 如果您有健康計劃，請使用您的健康計劃來瞭解有關您的健康計劃中的優先級和選項的最

新資訊。 

問題 2. 我們的托兒服務提供者和助手是否優先獲得 COVID 疫苗？   
是的。緊接在醫護人員之後的第 1b 階段包括托兒服務提供者、教師和助手。 

問題 3. 是否將免許可證提供者（例如，家人、朋友和鄰居的照料者）包括在第 1b 階段優先考慮

的已定義的托兒工作者和教育者分組中？  
答：目前正在計劃的 1b 階段中計劃免許可證的家庭、朋友和鄰居的照料者以及保姆。但是，要

完成全部 1b 階段的接種需要幾個月的時間。鼓勵提供者保持耐心，並註意通過多種分發管道接

受疫苗接種的可能性和機會。 
 
問題 4. 是否有專門指定的地點可供兒童保育人員和助手接種疫苗？ 
答：否。沒有為兒童保育人員和助手提供疫苗的專門指定地點。有多種可選的混合交付系統，包
括縣公共衛生站點，POD 站點（在某些感染率更高的特定社區中有這些網站），通過您的健康

阿拉米達縣緊急兒童救護隊 

http://www.first5alameda.org/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resources-2019/399-2/
http://www.first5alameda.org/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resources-2019/399-2/
http://myturn.ca.gov/
https://covid-19.acgov.org/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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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即 Kaiser 或 Sutter）包括的站點，或體育館中的加利福尼亞州站點以及分發計劃中包含的
藥房。 
 
問題 5. 我們何時何地可以預約？ 
答：隨著 1b 階段的開始和未來幾個月內更多疫苗的推出，我們鼓勵提供者尋求最適合其情況和
可用性的疫苗接種選擇。衛生部將與兒童保育資源和轉診機構以及 First 5 機構合作，以獲取有關
疫苗接種選擇的信息。留意您的電子郵件。縣網站將提供註冊預約的選項。該縣的某些目標地區
將設有特殊的疫苗接種地點（也稱為 POD 或分發點）。另外，如果您有提供疫苗接種的健康計
劃，那麼這也是繼續監視的地方。在奧克蘭-阿拉米達體育館設有 FEMA 和 Cal OES 站點。體育
館站點的註冊將通過 2 月中旬的州疫苗接種登記處 My Turn 進行。 
 
問題 6. 您必須在您居住地所在的縣接受疫苗嗎？或者，如果您工作地所在的縣首先提供疫苗，您

可以在該縣接種嗎？您必須在您居住地所在的縣接受疫苗嗎？或者，如果您工作地所在的縣首先

提供疫苗，您可以在該縣接種嗎？ 
答：阿拉米達縣和大多數灣區縣都向在該縣居住或工作的人提供疫苗。此外，《健康計劃》還為
許多縣提供了預約服務，如果適合您並且有可用疫苗，您就可以選擇縣外預約服務。 
 
問題 7.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 COVID 疫苗的層級系統，育兒工作者/教師處於 1b 階段。我們何時可

以期望獲得接種疫苗的機會？ 
答：從 2 月 8 日開始，阿拉米達縣將開始在 1 級 1b 階段中添加那些人，其中包括兒童保育和教
育工作者。但是，1b 階段包含許多子分組。提醒提供者要有耐心，因為疫苗的供應使該縣能夠跨
過 1b 目標人群，同時繼續接種 75 歲以上人群和醫療保健工作者- 來自 1a 階段的人。 
 
問題 8. 是否可以允許我們的員工和志願者與獲得許可的托兒服務提供者同時進行疫苗接種？ 
答：是的。基本上，所有兒童保育計劃（包括免許可證計劃）都將與 K-12 教育和其他類別的 1b
工作者（即食品/農業、緊急服務等）一起優先執行。是否可獲得疫苗意味著延誤，但不是基於育

兒的許可狀態與非許可狀態以及校外時間。 
 
問題 9. 我們如何確保我們在分發列表中？有地方可以讓雇主註冊疫苗接種通知嗎？我覺得我已經

嘗試過註冊了。您能分享鏈接嗎？ 
鼓勵托兒服務的雇主和教師、家庭托兒服務提供者以及所有早期教育人員在該縣註冊： 
https://covid-19.acgov.org/vaccines，以接受何時該進行疫苗接種的通知。托兒服務提供者還應

與他們的健康計劃、雇主（如果您不是雇主）核對，並留意他們的電子郵件以瞭解其他社區服務，

包括托兒資源和推薦機構：Bananas，4Cs 和 Hively。注意 – 疫苗接種預約一旦開放，將需要一

段時間才能為全部 1b 符合資格要求的個人接種疫苗。公共衛生部還將重點放在受影響嚴重的鄰

近郵政區域，並針對這些鄰近區域進行有針對性的推廣接種。 

問題 10. 如果我們是 Kaiser 成員，我們是否等待他們有足夠的疫苗，因為現在他們沒有疫苗

給 1b？ 
答：通過您的醫療保健計劃，您可能會有更大的接種機會。但是，如果您可以找到另一個預約，

則不必等待您的健康計劃。 
 

http://myturn.ca.gov/
https://covid-19.acgov.org/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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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1. 我們是家庭日托。你們會怎樣通知我們可以接種疫苗了？我聯絡了我的健康服務提供

者，他們告訴我，我沒有達到年齡標準，也沒有聽說過家庭日托。 
答：請參閱上面對問題 9 的回答。您有資格在 1b 獲得優先權。衛生部將提供有關支援檔的指

導，這些檔將與分發點和健康計劃共用，儘管健康計劃可能會採用自己的方式確定優先級。 
 
問題 12. 護理人員和家庭成員何時可以接種疫苗？當托兒服務提供者可以接種 COVID 疫苗時，

住在我們家中的人也可以接種嗎？作為家庭托兒服務的提供者，我在自己家中為孩子服務，因此

有可能使我的整個家庭接觸到 COVID 病毒。住在家庭兒童保育服務提供者家裡的所有成年人都

能獲得 1b 階段的疫苗接種，還是僅獲得提供者能接種？ 
答：如果您的家庭成員幫助照顧孩子，並且是您的托兒服務的一部分，那麼他們就有資格成為“員
工”或“助手”。不是“員工”的家庭成員將根據其他條件獲得資格。他們可能會根據年齡、在家庭以

外的工作等條件獲得資格。他們將在其他條件下獲得資格。 
 
問題 13. 我已經感染了 COVID。我還需要接種疫苗嗎？ 
答：是的。建議以前感染過 COVID 19 的人仍要接種該疫苗。   
 
問題 14. 4 週前，我的 COVID-19 檢測結果呈陽性。我應該等多長時間進行疫苗接種？建議在感

染 Covid 後多久接種一次疫苗，或者接種疫苗安全嗎？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消息，目前已知患有 SARS-CoV-2 感染者的疫苗應等到該人從
急性疾病中恢復（如果該人有症狀）並且符合標准後才停止隔離。該建議適用於在接受任何劑量
的疫苗之前發生感染的人，以及在第一劑之後但在接受第二劑之前發生感染的人。 

雖然沒有建議的在感染和疫苗接種之間的最短間隔，但目前的證據表明，SARS-CoV-2 再次感染
的風險在初次感染後的幾個月內較低，但由於免疫力下降而該風險可能隨時間增加。因此，儘管
疫苗供應仍然有限，但最近有過急性 COVID 感染記錄的人可能會選擇暫時延遲接種疫苗（如果
需要），因為他們認識到初次感染後再感染的風險以及對疫苗接種的需求可能會隨時間增加。 

 
問題 15. 從第一次注射到第二次注射之間的間隔需要多長時間？  
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建議，第一和第二次輝瑞疫苗之間應間隔 21 天，而第一
和第二次 Moderna 疫苗之間應間隔 28 天。如果無法及時收到第二劑疫苗，則可以在第一劑之後
最多 6 週（42 天）內接種第二劑輝瑞或 Moderna 疫苗。 
  
我們還不知道如果在 6 週後再注射一次疫苗，疫苗將如何有效保護您免受 SARS-CoV-2 的感染。

如果您在六週後接種第二劑，則無需接種第三劑。 

 
問題 16. 對於 1a 階段中未接種疫苗的人，現在他們在等待疫苗嗎？ 
答：在 1a 階段中，醫護人員將繼續疫苗接種，許多人是通過其雇主、醫院分發計劃和縣來接種
的。但是該縣尚未準備好進入 1b 階段。符合 1a 資格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將繼續接種疫苗。 
 
問題 17. 我們可以挑選想要的藥物嗎？ 
美國提供的所有疫苗均已通過測試和批准。您可能事先不知道您可以預約的現場提供哪種疫苗。

最好先接種其中一種疫苗，然後選擇不接種。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disposition-in-home-patient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duration-iso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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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8. 我應該通過健康計劃還是通過其他選擇進行預約？ 
答：社區健康診所，Kaiser 或 Sutter 分支機構所覆蓋的符合資格要求的人員應與他們的醫療保健

提供者/健康計劃聯絡，以接種疫苗。 

問題 19. 如果您不是 Kaiser 成員，您還能去那裡接種疫苗嗎？ 
答：Kaiser 流程可能適用於 Kaiser 患者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網絡研討會期間還介紹了多個其他

選項。Blue Shield 下週將接管州的分發，並將擴大縣級分發點（POD），州 POD，衛生部，以

及最終的本地藥店，例如 CVS 和 Walgreens。 
 
問題 20. 作為托兒服務提供者，我是否需要提供具體檔，以證明我符合 1B 階段疫苗接種的條件？  
答：阿拉米達縣緊急托兒服務應對小組正在與阿拉米達縣衛生部一起工作，以確定幫助托兒服務

提供者及其員工獲得 1b 階段接種資格的方法。  
前往預約接種時要攜帶什麼： 

• 請攜帶可以驗證您的身份（駕駛執照，名片，工作 ID，銀行卡，電費單，護照等）的一份

文件。請注意，這不必是政府簽發的身份證件，接種疫苗也不需要公民身份。 
o 事先考慮一下，如果您的 ID 顯示的姓名不同於您工作時使用的姓名，請攜帶任何

可以確認您使用的姓名不止一個的檔。 
• 雖然該州可能不需要您提供額外的工作證明，但您可能需要考慮攜帶以下物品： 

o 對於家庭托兒服務（FCC）之家提供者，請考慮攜帶： 
§ 對於 FCC 許可證持有人：FCC 許可證的圖片 
§ 對於 FCC 員工：FCC 許可證的圖片和 FCC 許可證持有人簽名的驗證信

（點擊此處獲取驗證信的示例範本） 
o 對於托兒中心的工作人員（有執照和無執照的人），請考慮攜帶： 

雇主簽署的確認信。（點擊此處獲取驗證信的示例範本） 
 
其中可能包括不是政府簽發證件的證件圖片，例如駕駛執照。提供者可能需要驗證信。R&R 將與

“緊急托兒服務響應團隊”徽標共用驗證信範本。該形式的驗證信將提供給雇主自己和他們的員工，

以證明您符合 1b 階段優先接種的資格。驗證可能因疫苗管理員而異。例如，由衛生部運營的縣

POD 將要求該檔。體育館的操作可能需要較少的檔。健康計劃在驗證方面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

有個人 ID 和其他一些驗證資料對提供者可能非常有用。提供者可能希望確保其就業證明上的姓名

與其身份證上的姓名匹配。 
 
對於家人、朋友和鄰居（FFN）和保姆，建議您從雇主那裡獲取一封信。如果您是獲得資助的

FFN，一種驗證方法是使用由 Bananas，4Cs，Hively 和 Davis Street 最近簽發的您的 1099 表。 
 
問題 21. 我住在一個受影響嚴重的社區。我可以優先接種疫苗嗎？ 
答：計劃為居住或工作地受 COVID 影響很大的郵政區域提供疫苗接種點（POD）。截至 2 月中

旬，這些優先的社區和郵政區域以及預期的站點包括：  
1) 奧克蘭東部：94621, 94603 

https://www.4c-alameda.org/images/PDFs/FCC__Center_Vaccine_Verification_Form_-_Final.pdf
https://www.4c-alameda.org/images/PDFs/FCC__Center_Vaccine_Verification_Form_-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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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沃德南部：94544 

3) 弗里蒙特高中：94606, 94601, 94602, 94605, 94612, 94613, 94621, 94603, 
94607 

4) 阿什蘭/切裡蘭：94578, 94541, 94580 

5) Coliseum State/Federal Mega 網站：以上所有郵政區域 

6) Fairgrounds State/Federal Mega 網站：目前服務於 65 歲及以上的人 

 
問題 22. 是否會為教師和在托兒所工作的人員安排專門的疫苗預約？我需要特殊的代碼才能獲得

這些預約嗎？ 
答：對於 1b 階段的優先資格要求，有一些預約被擱置了。其中一些預約可能需要代碼，特別是

對於那些在優先社區居住或工作的符合資格要求的人。阿拉米達縣公共衛生部正在與托兒服務

R&R's，First 5 和阿拉米達縣緊急托兒服務響應小組合作，以發送可用疫苗通知和邀請，並且將

許可的提供者推向郵政編碼的目標鄰近社區。 
 
問題 23. 接種疫苗要多少錢？ 
答：接種 COVID-19 疫苗不會產生任何費用 - 不論保險、移民身份或疫苗接種階段如何。 
 
問題 24. 疫苗是強制性的嗎？ 
答：不是。疫苗不是強制性的。但是，根據托兒所需要接種疫苗的歷史記錄，很有可能將變成強

制性接種。請參閱以下有關托兒服務雇主和員工的合法權利及其含義的回復。 
 
問題 25. 如果我在測試結果呈陽性時不想接種疫苗而選擇隔離，該怎麼辦…這會危害我的日托許

可證嗎？ 
答：這是您的權利，但是許多人的陽性測試結果導致了嚴重的疾病、長期的健康影響或死亡。目

前，疫苗不是強制性的。但是，根據總統首席醫學顧問 Fauci 博士的說法，“…有一種疫苗很可

怕–這種疫苗非常有效。預防臨床疾病的比率為 94％至 95％。如果有這麼好的工具，而人們不使

用該工具，那麼將是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該州還要求為托兒服務人員接種其他疫苗，並可能在未來強制實施。您可能還會

發現父母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有關您的權利和注意事項的更多資訊，另請參閱以下有關“托兒服務

雇主和員工的合法權利及其含義”的章節。 
 
問題 26. 學校可以要求兒童接種疫苗嗎？ 
答：儘管目前正在進行研究，但目前尚不批准將這種疫苗用於 16 歲以下的兒童。 

• 已授權年齡在 16 歲及以上的人接種輝瑞疫苗。 
• 年齡在 18 歲及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種 Moderna 疫苗。 

 
問題 27. 我們學校是學前班到 8 年級。在今天的 ACPHD 會議中，我們必鬚根據優先級提交工作

人員的姓名。我應該把我的學前班教師包括在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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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學區運營的學前班應根據優先級包括學前班員工的姓名。不是學區僱員而是通過夥伴

關係或通過現場協議進行工作的學前班、課前班和課後班，將是較大的托兒服務疫苗接種工作的

一部分。 
 
問題 28. 您能談談疫苗的副作用嗎？ 
答：副作用與其他流感疫苗的副作用類似：手臂酸痛、注射部位腫脹以及全身其他部位發燒、發

冷、疲倦、頭痛、暫時性肌肉疼痛等。所有這些跡象表明，疫苗正在起作用。 
 
為減輕副作用，您可能需要使用或鍛煉手臂，多喝水和/或服用非處方藥，如醫生建議的布洛芬或

對乙醯氨基酚。 
 
問題 29. 過敏人士可以接種疫苗嗎？ 
答：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建議有與疫苗或註射藥物無關的嚴重過敏反應史的人接種疫苗，
例如對食物、寵物、毒液、環境（即花粉症）或乳膠過敏。有口服藥物過敏史或有嚴重過敏反應
家族史的人也可以接種疫苗。 
 
有過敏史或對其他疫苗有非嚴重的立即過敏反應的任何人，應與醫生討論疫苗的風險，並確定是
否應該等待接受疫苗。如果確定可以接種該疫苗，則必須在接種後觀察 30 分鐘，以確保沒有過
敏反應。 

如果您已經對 mRNA COVID-19 疫苗中的任何成分有過立即過敏反應（即使不嚴重），CDC 建

議您不要接種任何一種目前可用的 mRNA COVID-19 疫苗。例如，對 PEG 或聚山梨酸酯過敏的

人不應接種 mRNA COVID-19 疫苗。由 Moderna 和輝瑞生產的當前疫苗不包含雞蛋或乳膠。 
 
問題 30. 疫苗安全嗎？我是 6 歲以下兒童的教師。很多人死於這種疫苗。 
答：網上有許多 COVID-19 疫苗可能導致死亡的說法。這些說法基本上已經被科學和進一步研

究揭穿了。截至本月，德國、西班牙、美國、挪威、比利時和秘魯已進行了超過 3700 萬例冠狀

病毒疫苗接種，發現在所有案例中，多個衛生當局的專家們都找不到疫苗接種與死亡之間的因

果關係。 
 
許多報告的死亡病例是在療養院居民中，那裡的重病患者接種前已經存在病情。有關此主題的更

多資訊，請參閱 https://www.dw.com/en/fact-check-are-covid-19-vaccines-causing-deaths/a-
56458746 
許多報告來自著名的反對疫苗組織，這些組織因編造有關疫苗和抗疫苗宣傳的錯誤信息而聞名。  
 
問題 31. 接種 COVID-19 疫苗是否會使我感染 COVID-19？ 
答：否。美國任何已獲授權的和推薦的 COVID-19 疫苗或目前正在開發的 COVID-19 疫苗均不含

引起 COVID-19 的活病毒。這意味著 COVID-19 疫苗不會使您感染 COVID-19。 
 
問題 32. 我聽說疫苗會改變我的 DNA。真的嗎？ 
答：根據疾病控制中心的數據，COVID-19 mRNA 疫苗不會以任何方式改變您的 DNA 或與您的

DNA 發生相互作用。 

https://www.dw.com/en/fact-check-are-covid-19-vaccines-causing-deaths/a-56458746
https://www.dw.com/en/fact-check-are-covid-19-vaccines-causing-deaths/a-56458746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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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nger RNA 疫苗（也稱為 mRNA 疫苗）是獲准在美國使用的首批 COVID-19 疫苗。mRNA
疫苗教會我們的細胞如何製造能夠觸發免疫反應的蛋白質。來自 COVID-19 疫苗的 mRNA 永遠不
會進入細胞核，而細胞核正是我們的 DNA 存放的地方。這意味著 mRNA 不能以任何方式影響我
們的 DNA 或與我們的 DNA 發生相互作用。相反，COVID-19 mRNA 疫苗與人體的自然防禦系統
共同發揮作用，可以安全地形成針對疾病的免疫力。瞭解有關 COVID-19 mRNA 疫苗的作用機制
的更多資訊。 

在此過程的最後，我們的身體已經學會如何預防將來的感染。如果真正的病毒進入我們的身體，
這種免疫反應和產生抗體的作用就會保護我們免受感染。 

 

問題 33. 如果有一天我希望生孩子，對我而言，接種 COVID-19 疫苗安全嗎？ 
答：是的。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資料，希望將來懷孕的人可以接種 COVID-19
疫苗。 
 
根據目前的知識，專家認為，COVID-19 疫苗不太可能對試圖短期或長期懷孕的人構成風險。科
學家們會立即對每種疫苗進行仔細研究，以瞭解其副作用，並在隨後的幾年中進行仔細研究。現
在正在認真研究 COVID-19 疫苗，並將像其他疫苗一樣繼續研究許多年。 
 
問題 34. 關於疫苗和孕婦/哺乳期婦女的研究結果如何？關於哺乳和哺乳期母親的健康有什麼

建議？ 
答：疫苗試驗不包括該分組。CDC 建議在進行這些研究之前，應由孕婦或哺乳期的人決定是否進
行疫苗接種。 
 
問題 35. 我聽說一旦您接種了疫苗，我們將可以自由地去見祖父母了，也可以安全地擁抱他們。

請確認。 
答：不完全是。儘管 COVID-19 疫苗可以有效地防止您感染，但科學家仍在研究疫苗如何有效地

阻止您將導致 COVID-19 的病毒傳播給他人，即使您沒有被感染。 

如果您接種了抗 COVID-19 的疫苗，則可能仍會接觸到引起 COVID-19 的病毒。接觸後，人們可
能會感染或“攜帶”了導致 COVID-19 的病毒，但並未感到不適或有任何症狀。專家稱此為“無症狀
感染”。 

因此，隨著我們瞭解有關 COVID-19 疫苗如何在實際條件下工作的更多資訊，即使在接種疫苗後，
我們也需要繼續使用所有可用的能阻止這種流行病的工具。這個問題正在進一步研究中。 

但是，如果您的祖父母已接種疫苗並且您已接種疫苗...那麼，一旦疫苗達到最大效果（第二次注

射後 10 天），您就應該能擁抱他們！ 
 
托兒服務雇主和員工的合法權利及其含義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different-vaccines/mrna.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recommendations/pregnancy.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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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6. 如果我作為一名學前班教師不想接種疫苗，但是我工作的護理中心要求我接種疫苗，會

發生什麼結果。我有什麼權利讓我的選擇得到尊重？我會因決定不接種疫苗而失業嗎？ 

根據兒童保育法律中心的說法，尚無明確的法律授權，但允許雇主要求或請求僱員接種 COVID-
19 疫苗。但是，根據法律先例，可以相信，雇主可能會要求托兒所的僱員在允許其工作之前，先
接種 COVID-19 疫苗。但是，如果僱員拒絕接種疫苗，雇主可能不能解僱僱員。 

加利福尼亞州健康和安全法典第 1596.7995 節要求家庭托兒所的僱員接種流感、百日咳和麻疹疫
苗。雇主可以根據此法律要求接種 COVID-19 疫苗，因為法律已經要求僱員接受其他疾病的強制
接種。此外，家庭托兒服務提供者有責任確保孩子“獲得安全、健康和舒適的住宿”。加利福尼亞
州行政法規§101223 要求員工接種疫苗，以確保兒童處於他們可能會居住的最安全的住所中。 

根據 OSHA（1970 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雇主必須建立並維護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
接種疫苗的僱員可以防止 COVID-19 傳播給孩子、他們的家人和社區。雇主可以向僱員解釋，要
求接種疫苗可以使工作場所安全健康。 

根據《美國殘疾人法案》，僱員可以享受豁免。如果僱員要求豁免，則雇主必須參與誠信互動過
程。在此過程中，雇主可能會要求提供有關殘疾的證明檔，並證明需要豁免作為一種便利。此
JAN（工作住宿網絡）文章介紹了《美國殘疾人法案》下對醫療檔的要求。 

有關雇主和僱員與 COVID-19 疫苗相關的權利和責任、傷害和疾病預防計劃以及《美國殘疾人法
案》的鏈接的更多資訊，請訪問兒童保育法律中心網站，網址為
https://www.childcarelaw.org/2020/03/questions-and-answers-about-the-impact-of-the-
coronavirus-on-family-child-care-in-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小企業補助金 

問題 37. 我通過另一個救濟計劃（例如，AC FCC COVID 救濟金，LIIF COVID 補助金等）獲得

了 CARES 的資助，我是否還有資格獲得加利福尼亞州小型企業補助金？ 
答：是的。鼓勵您申請所有符合條件的資源。但是，為避免欺詐性索賠或“雙重申請”情況，您應
申請您已從其收到補償的那些計劃未涵蓋的費用。 
 
問題 38. PPP 貸款和補助金是從加利福尼亞州小型企業補助金計劃中減免的相同或不同的資金嗎？ 
答：這些計劃的聯邦資金來自專門用於 COVID 救濟的 CARES 資金。因此，提供者應謹記，在
申請資金時，不要為類似的小型企業 CARES 計劃所涵蓋的費用申請資金。  

 

其他問題 

問題 39. 學區課堂教師可以同時教上午班和下午班嗎？ 
答：根據衛生部的說法，可以，教師可以同時進行上午和下午的課程教學。但是，您還應該諮詢
您的學區，這是否在他們的計劃中。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sectionNum=1596.7995.&lawCode=HSC#:%7E:text=(a)%20(1)%20Commencing,December%201%20of%20each%20year.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A673F480D4C011DE8879F88E8B0DAAAE?viewType=FullText&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sc.Default)&bhcp=1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A673F480D4C011DE8879F88E8B0DAAAE?viewType=FullText&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sc.Default)&bhcp=1
https://govt.westlaw.com/calregs/Document/IA673F480D4C011DE8879F88E8B0DAAAE?viewType=FullText&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oc&transitionType=CategoryPageItem&contextData=(sc.Default)&bhcp=1
https://www.osha.gov/laws-regs/oshact/section5-duties
https://askjan.org/articles/Requests-For-Medical-Documentation-and-the-ADA.cfm
https://www.childcarelaw.org/2020/03/questions-and-answers-about-the-impact-of-the-coronavirus-on-family-child-care-in-california/
https://www.childcarelaw.org/2020/03/questions-and-answers-about-the-impact-of-the-coronavirus-on-family-child-care-in-california/


   

 

 9  
 

 
問題 40. 我們如何獲得此類會議以及其他會議的通知？只是碰巧，我今晚聽說了這次網絡研討會。  
答：我們一直專注於中心和 FCC 運營商，並依靠他們來向其員工傳達資訊。不過，我們感謝您的
評論，並會考慮建立我們的註冊列表，用於擴展以後的網絡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