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問答集：
常見問答集：
托兒服務機構規定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何謂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何謂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腎上腺素（Epinephrine
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或 Adrenaline）自動注射器是一種醫療裝置
Adrenaline 自動注射器是一種醫療裝置
自動注射器是一種醫療裝置，
，用於提供腎上腺素
用於提供腎上腺素。腎上腺
腎上腺
素是用於快速治療嚴重的過敏反應或是過敏性休克。如對特定食物
素是用於快速治療嚴重的過敏反應或是過敏性休克 如對特定食物、
、昆蟲螫咬、
、乳膠或一些藥物
乳膠或一些藥物
過敏，可能造成嚴重的過敏反應
可能造成嚴重的過敏反應。
可能造成嚴重的過敏反應。
托兒服務機構對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有何規定？
托兒服務機構對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有何規定
《紐約市衛生法規
紐約市衛生法規》(New
(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 第 47 條與第 43 條規範的所有托兒服務機構
條規範的所有托兒服務機構，都
必須在現場備有至少兩支未過期且附伸縮針頭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必須在現場備有至少 支未過期且附伸縮針頭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支未過期且附伸縮針頭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這些自動注射器必須是兒
這些自動注射器必須是兒
童用劑量。此規定適用於
童用劑量 此規定適用於《衛生法規
衛生法規》第 43 條與第 47 條規範的所有托兒服務機構
條規範的所有托兒服務機構，包括選擇不
包括選擇不
給予其他藥物的機構。
給予其他藥物的機構。
每當有兒童在現場時，
每當有兒童在現場時，至少要有一名接受過自動注射器使用訓練的工作人員在場
至少要有一名接受過自動注射器使用訓練的工作人員在場
至少要有一名接受過自動注射器使用訓練的工作人員在場。
我的工作人員如何接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
我的工作人員如何接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
紐約州核准訓練透過現場與線上兩種方式提供。若要尋找經核准的
紐約州核准訓練透過現場與線上兩種方式提供 若要尋找經核准的現
現場訓練人員
場訓練人員名單，請造訪
請造訪專
業發展計畫：幼兒教育與訓練計畫
業發展計畫
教育與訓練計畫網站。
教育與訓練計畫
。在網站上勾選給藥訓練
在網站上勾選給藥訓練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MAT) 方塊，
，並選擇您的所在郡
並選擇您的所在郡。與列出的
與列出的 MAT 訓練師聯繫
訓練師聯繫，要求下列現場訓練課程
要求下列現場訓練課程
要求下列現場訓練課程：
「緊急給藥概述
緊急給藥概述，包括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存放
包括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存放。」如需尋找其他核准的現場訓練師
包括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存放
如需尋找其他核准的現場訓練師
如需尋找其他核准的現場訓練師，請造訪
請造訪隸
屬紐約兒童辦事處
紐約兒童辦事處 (New York Works for Children) 的 Aspire 登記處 (The Aspire Registry)
Registry)。
以下組織提供線上訓練
以下組織提供線上訓練：
 Code Ana：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
Ana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
 美國紅十字會 (American Red Cross)：
Cross)：過敏性休克和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線上課程
過敏性休克和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線上課程
 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心血管兒科急救 CPR AED 線上培訓
 無執照學校人員的管理過敏和過敏性休克
無執照學校人員的管理過敏和過敏性休克校內訓練
校內訓練網路研討會
網路研討會（僅在有由學校管理部門
僅在有由學校管理部門
認可的健康照護醫師簽字時有效）
認可的健康照護醫師簽字時有效
健康照護提供者的工作人員，例如學校護士
健康照護提供者的工作人員 例如學校護士，無需接受此類訓練
例如學校護士 無需接受此類訓練，而可提供紐約州專業執照號碼
而可提供紐約州專業執照號碼
作為訓練證明。
作為訓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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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包含哪些資訊？
訓練包含哪些資訊
訓練包含以下相關資訊：
訓練包含以下相關資訊
 嚴重過敏反應的跡象與症狀，包括過敏性休克
嚴重過敏反應的跡象與症狀 包括過敏性休克
 腎上腺素的成人與兒童建議劑量
 存放與施打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的方式
 施打腎上腺素後的處理方式
此訓練與給藥訓練 (MAT) 有所差別。施打腎上腺素無需
有所差別 施打腎上腺素無需 MAT 認證。在紐約州
在紐約州，MAT
MAT 認證並不視為
自動注射器訓練。
自動注射器訓練
我的機構如何取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我的機構如何取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團 體 托 兒 和 學 校 式 托 兒 服 務 機 構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將 其 訓 練 憑 證 與 組 織 編 號 (DCID) 發 送 到
autoinjector@health.nyc.gov，而衛生局則會為每個機構提供兩支自動注射器
autoinjector@health.nyc.gov 而衛生局則會為每個機構提供兩支自動注射器
而衛生局則會為每個機構提供兩支自動注射器。如果某地
如果某地有一個以
有一個以
上的機構
機構，則每個核准的機構均必提交訓練證明
則每個核准的機構均必提交訓練證明。
則每個核准的機構均必提交訓練證明
衛生局建議，至少安排兩名工作人員接受訓練
衛生局建議 至少安排兩名工作人員接受訓練。健康照護提供者的工作人員
至少安排兩名工作人員接受訓練 健康照護提供者的工作人員
健康照護提供者的工作人員，例如學校護士
例如學校護士
例如學校護士，無
需接受此類訓練，而可提供紐約州專業執照號碼作為訓練證明
需接受此類訓練 而可提供紐約州專業執照號碼作為訓練證明
而可提供紐約州專業執照號碼作為訓練證明。
收到訓練證明後，衛生局會將自動注射器郵寄到許可證所列的地址
收到訓練證明後 衛生局會將自動注射器郵寄到許可證所列的地址
衛生局會將自動注射器郵寄到許可證所列的地址。
。
托兒服務機構亦可從藥房取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托兒服務機構亦可從藥房取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您的機構必須提供托兒許可證和訓練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您的機構必須提供托兒許可證和訓練
您的機構必須提供托兒許可證和訓練結業
結業證
書的副本，藥劑師才會分發自動注射器
書的副本 藥劑師才會分發自動注射器。訓練
藥劑師才會分發自動注射器 訓練結業證書必須載明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是由
證書必須載明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訓練是由
Code Ana、美國紅十字會還是美國心臟協會提供
Ana 美國紅十字會還是美國心臟協會提供。
美國紅十字會還是美國心臟協會提供
我應該將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存放在何處？
我應該將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存放在何處
自動注射器必須確保受訓過的工作人員能夠在緊急情況下輕易取得
自動注射器必須確保受訓過的工作人員能夠在緊急情況下輕易取得。
。自動注射器應存放在兒童
自動注射器應存放在兒童無
法 觸及的區域。選擇至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存放
觸及的區域 選擇至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存放、維護與棄置自動注射器
選擇至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存放 維護與棄置自動注射器
維護與棄置自動注射器，並確定沒有過期
並確定沒有過期。
。
如果遇到實地考察旅程的課程，該怎麼辦
如果遇到實地考察旅程的課程 該怎麼辦？
機構場地必須留存兩支必要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機構場地必須留存兩 必要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但是
必要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但是，為個別兒童所開立處方的任何自動注
為個別兒童所開立處方的任何自動注
射器都應在實地考察旅程中隨同該兒童攜帶。
射器都應在實地考察旅程中隨同該兒童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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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否可以為其子女提供自己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家長是否可以為其子女提供自己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
可以，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提供其自己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提供其自己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提供其自己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但須提供同意書與醫療授權
但須提供同意書與醫療授權
但須提供同意書與醫療授權，
，並且
必須為工作人員提供使用訓練。
必須為工作人員提供使用訓練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是否可以提供給之前無嚴重過敏反應病史的兒童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是否可以提供給之前無嚴重過敏反應病史的兒童？
是的。如果兒童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
如果兒童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即便之前沒有嚴重的過敏反應病史
如果兒童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 即便之前沒有嚴重的過敏反應病史
即便之前沒有嚴重的過敏反應病史，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
受過訓練的工作人員
亦可向其提供腎上腺素。
亦可向其提供腎上腺素
施打腎上腺素後，工作人員該如何處理
施打腎上腺素後 工作人員該如何處理？
工作人員該如何處理





即使該兒童的症狀有所改善，也請撥打
即使該兒童的症狀有所改善 也請撥打 911 尋求緊急醫療照護
尋求緊急醫療照護，並通知兒童的家長或監
並通知兒童的家長或監
護人。
護人
將用過的自動注射器交給緊急救援人員。
將用過的自動注射器交給緊急救援人員
施打腎上腺素後 24 小時內，應撥打
小時內
646-632-6100
6100 向衛生局通報該事件
向衛生局通報該事件。
。
在機構用於記錄生病、意外與受傷情況的記錄檔中
在機構用於記錄生病 意外與受傷情況的記錄檔中
意外與受傷情況的記錄檔中，妥善記下該事件
妥善記下該事件。
。如有要求，
，必須
向衛生局提供事件記錄檔。記錄內容必須包括
向衛生局提供事件記錄檔 記錄內容必須包括：
：
o 兒童的姓名與出生日期
o 事件發生的日期與時間
o 工作人員的姓名與職位，以及事件發生當時在場的其他成人
工作人員的姓名與職位 以及事件發生當時在場的其他成人
o 事件與後續處理程序的描述

我們的書面安全計畫是否需要納入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規定
我們的書面安全計畫是否需要納入腎上腺素自動
器規定？
是的，您的書面安全計畫必須納入下列自動注射器相關資訊
您的書面安全計畫必須納入下列自動注射器相關資訊
您的書面安全計畫必須納入下列自動注射器相關資訊：
 存放位置
 確保自動注射器不過期的程序
 負責管理自動注射器存放、維護和棄置的工作人員姓名和職稱
負責管理自動注射器存放 維護和棄置的工作人員姓名和職稱
衛生局如何監管此規定？
衛生局如何監管此規定
衛生局會對不 符合這些規定的托兒服務機構處以違規罰款
符合這些規定的托兒服務機構處以違規罰款：
 現場備有兩支
現場備有兩支未過期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未過期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未過期的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自動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員容易取得但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
 擁有員工已接受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使用訓練的證明
 遵守機構的書面安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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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照護的兒童需要哪些醫療文件？
接受照護的兒童需要哪些醫療文件
對於接受照護的每名兒童，機構都必須要有最新的醫療聲明歸檔
對於接受照護的每名兒童 機構都必須要有最新的醫療聲明歸檔
機構都必須要有最新的醫療聲明歸檔。對於識別為過敏或有特殊健康
對於識別為過敏或有特殊健康
照護需求的兒童，機構必須由兒童家長與健康照護提供者擬定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
照護需求的兒童 機構必須由兒童家長與健康照護提供者擬定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
機構必須由兒童家長與健康照護提供者擬定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在子女選擇
在子女選擇
機構的第一天，家長必須向機構工作人員告知關於其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
機構的第一天 家長必須向機構工作人員告知關於其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
家長必須向機構工作人員告知關於其個人的健康照護計畫。
機構是否制定了給予腎上腺素以外藥物的其他規定？
機構是否制定了給予腎上腺素以外藥物的其他規定
經家長同意，所有工作人員都可施用非處方藥的皮膚軟膏
經家長同意 所有工作人員都可施用非處方藥的皮膚軟膏
所有工作人員都可施用非處方藥的皮膚軟膏、乳液、乳霜與噴霧
乳霜與噴霧，
，包括防曬乳與驅
包括防曬乳與驅
蟲劑。
若要給予其他藥物，工作人員必須完成經兒童與家庭服務處
若要給予其他藥物 工作人員必須完成經兒童與家庭服務處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OCFS) 核准的給藥訓練 (MAT)。MAT
MAT 教導參與者安全地處理
教導參與者安全地處理、施打、
、儲存與棄置非處方藥和處方
儲存與棄置非處方藥和處方
藥；討論許可與指示規定
討論許可與指示規定；提供關於醫療情況的資訊
討論許可與指示規定 提供關於醫療情況的資訊，例如過敏與氣喘
提供關於醫療情況的資訊 例如過敏與氣喘
例如過敏與氣喘；以及提供處理緊急情況
以及提供處理緊急情況
的指導。
。
待工作人員通過 MAT 認證後，其托兒服務機構必須與健康照護顧問合作研擬一份安全與健康照護
其托兒服務機構必須與健康照護顧問合作研擬一份安全與健康照護
計畫。顧問簽署計畫後
顧問簽署計畫後，托兒服務機構必須將其提交給其
顧問簽署計畫後 托兒服務機構必須將其提交給其
托兒服務機構必須將其提交給其托兒服務區辦公室
托兒服務區辦公室進行處理
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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