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plified Chinese

什么是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肾上腺素

上腺素可用于快速治疗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

物过敏，

托儿服务机构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有何要求

受《纽约市健康法典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于为儿童注射

包括不提供其他药物的托儿服务机构

只要有儿童在场

我的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相关培训

经纽约州认证的培训通过现场和在线两种方式

职业发展计划

Training, MAT)

程：“紧急用药概述

请访问隶属

以下组织提供

 Code Ana

 美国红十字会

 美国心脏协会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部门认可的医疗保健医生签字后才有效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员

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Simplified Chinese

什么是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肾上腺素（Epinephrine

上腺素可用于快速治疗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

托儿服务机构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有何要求

纽约市健康法典》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于为儿童注射。受《健康法典

包括不提供其他药物的托儿服务机构

只要有儿童在场，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我的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相关培训

经纽约州认证的培训通过现场和在线两种方式

职业发展计划：幼儿教育和培训计划

Training, MAT) 框，并选择您所在的郡

紧急用药概述，

隶属纽约儿童办事处

以下组织提供在线培训

Code Ana：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美国红十字会

美国心脏协会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部门认可的医疗保健医生签字后才有效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员

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托儿服务机构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什么是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Epinephrine 或 Adrenaline

上腺素可用于快速治疗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

托儿服务机构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有何要求

》(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健康法典》第

包括不提供其他药物的托儿服务机构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我的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相关培训

经纽约州认证的培训通过现场和在线两种方式

教育和培训计划

并选择您所在的郡

，包括如何存放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纽约儿童办事处 (New York Works for Children)

在线培训：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美国红十字会 (American Red Cross)

美国心脏协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部门认可的医疗保健医生签字后才有效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员，例如学校护士

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nyc.gov/health

常见问题

托儿服务机构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Adrenaline）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

上腺素可用于快速治疗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

托儿服务机构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有何要求

(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第 43 条和第

包括不提供其他药物的托儿服务机构。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我的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相关培训

经纽约州认证的培训通过现场和在线两种方式

教育和培训计划网站。进入网站后

并选择您所在的郡。联系网站列出的任一

包括如何存放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New York Works for Children)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American Red Cross)：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部门认可的医疗保健医生签字后才有效

例如学校护士

nyc.gov/health

常见问题：

托儿服务机构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

上腺素可用于快速治疗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过敏性休克。如对某些食物

托儿服务机构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有何要求？

(New York City Health Code) 第 47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条和第 47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须满足这项要求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我的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相关培训？

经纽约州认证的培训通过现场和在线两种方式提供。如需查找经认证的

进入网站后，请勾选用药培训

联系网站列出的任一

包括如何存放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New York Works for Children) 的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过敏性休克及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在线课程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心脏保护儿科急救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部门认可的医疗保健医生签字后才有效）

例如学校护士，无需接受此类培训

“托儿服务运营者

托儿服务机构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

如对某些食物

47 条和第 43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须满足这项要求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如需查找经认证的

请勾选用药培训

联系网站列出的任一 MAT 培训师

包括如何存放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如需查看更多的经认证现场培训师

的 Aspire 注册处

过敏性休克及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在线课程

心脏保护儿科急救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无需接受此类培训，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

托儿服务运营者”

托儿服务机构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

如对某些食物、昆虫叮咬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

须在现场留有至少两支配有可伸缩针头且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这些自动注射器必须用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须满足这项要求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如需查找经认证的现场培训师

请勾选用药培训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培训师，以获取以下现场培训课

需查看更多的经认证现场培训师

注册处 (Aspire Registry)

过敏性休克及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在线课程

心脏保护儿科急救 CPR AED 在线培训

为无照学校人员提供的管理过敏症和过敏性休克校内培训网络研讨会（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

”

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

昆虫叮咬、乳胶或某些药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

这些自动注射器必须用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须满足这项要求

现场必须至少有一名接受过自动注射器使用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

现场培训师名单，请访问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以获取以下现场培训课

需查看更多的经认证现场培训师

(Aspire Registry)。

过敏性休克及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在线课程

在线培训

（只有在学校管理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

自动注射器是一种用于给人注射肾上腺素的医疗器械。肾

乳胶或某些药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

这些自动注射器必须用

条监管的所有托儿服务机构均须满足这项要求，

请访问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以获取以下现场培训课

需查看更多的经认证现场培训师，

只有在学校管理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

https://www.ecetp.pdp.albany.edu/findtrainer.aspx
https://www.ecetp.pdp.albany.edu/findtrainer.aspx
https://www.nyworksforchildren.org/aspire/go/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codeana.org/epinephrine-training-program/
https://www.redcross.org/take-a-class/preview-kits/anaphylaxis-epinephrine-auto-injector
https://elearning.heart.org/course/16
https://www.schoolhealthny.com/cms/lib/NY01832015/Centricity/Domain/91/EAIStartPage2017.pdf


Simplified Chinese

培训内容有哪些

培训涵盖以下方面的信息

 严重过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

 成人和儿童的肾上腺素推荐剂量

 如何存放和管理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注射肾上腺素后应采取哪些措施

此培训不同于用药培训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机构可从何处获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至 autoinjector@health.nyc.gov

机构，则每个获准机构均须提交培训证明

卫生局建议

员，例如学校护士

收到培训证明后

另外，托儿服务机构还可通过药房

证和培训

射器培训是由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何处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儿童无法

射器没有过期

如果孩子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射器均应在实地考察旅行期间随同该名儿童携带

Simplified Chinese

培训内容有哪些？

培训涵盖以下方面的信息

严重过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

成人和儿童的肾上腺素推荐剂量

如何存放和管理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注射肾上腺素后应采取哪些措施

此培训不同于用药培训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机构可从何处获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autoinjector@health.nyc.gov

则每个获准机构均须提交培训证明

卫生局建议，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

例如学校护士，无需接受此类培训

收到培训证明后，卫生局会将自动注射器邮寄给许可证列明的地址

托儿服务机构还可通过药房

证和培训结业证书的副本

射器培训是由 Code Ana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何处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法接触到的区域

射器没有过期。

如果孩子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射器均应在实地考察旅行期间随同该名儿童携带

培训涵盖以下方面的信息：

严重过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

成人和儿童的肾上腺素推荐剂量

如何存放和管理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注射肾上腺素后应采取哪些措施

此培训不同于用药培训 (MAT)。注射肾上腺素不必获得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培训。

机构可从何处获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autoinjector@health.nyc.gov，

则每个获准机构均须提交培训证明

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

无需接受此类培训

卫生局会将自动注射器邮寄给许可证列明的地址

托儿服务机构还可通过药房

证书的副本，药剂师才会发放自动注射器

Code Ana、美国红十字会还是美国心脏协会提供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何处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接触到的区域。应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存放

如果孩子进行实地考察旅行，该怎么办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射器均应在实地考察旅行期间随同该名儿童携带

nyc.gov/health

严重过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包括过敏性休克

成人和儿童的肾上腺素推荐剂量

如何存放和管理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注射肾上腺素后应采取哪些措施

注射肾上腺素不必获得

机构可从何处获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随后卫生局将为其提供两支自动注射器

则每个获准机构均须提交培训证明。

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

无需接受此类培训，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卫生局会将自动注射器邮寄给许可证列明的地址

托儿服务机构还可通过药房取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药剂师才会发放自动注射器

美国红十字会还是美国心脏协会提供

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何处？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应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存放

该怎么办？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射器均应在实地考察旅行期间随同该名儿童携带

nyc.gov/health

包括过敏性休克

如何存放和管理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注射肾上腺素不必获得 MAT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随后卫生局将为其提供两支自动注射器

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卫生局会将自动注射器邮寄给许可证列明的地址

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药剂师才会发放自动注射器。

美国红十字会还是美国心脏协会提供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应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存放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射器均应在实地考察旅行期间随同该名儿童携带。

“托儿服务运营者

MAT 认证。在纽约州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随后卫生局将为其提供两支自动注射器

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卫生局会将自动注射器邮寄给许可证列明的地址。

得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您所在机构必须提供托儿服务许可

。培训结业证书必须注明肾上腺素自动注

美国红十字会还是美国心脏协会提供。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

应安排至少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存放、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

您所在机构现场必须留有两支规定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为个别儿童开出的任何自动注

托儿服务运营者”

在纽约州，MAT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随后卫生局将为其提供两支自动注射器。如果某地

每个托儿服务机构至少指派两名工作人员接受相关培训。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

您所在机构必须提供托儿服务许可

证书必须注明肾上腺素自动注

自动注射器必须确保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状况发生时可以快速拿到。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

为个别儿童开出的任何自动注

”

MAT 认证不可替代

团体托儿服务机构和学校隶属托儿服务机构可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培训证书和组织编号 (DCID)

如果某地有一个以上的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您所在机构必须提供托儿服务许可

证书必须注明肾上腺素自动注

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并确保注

为个别儿童开出的任何自动注

认证不可替代

(DCID) 发送

以上的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工作人

而可提供纽约州医疗保健专业许可证编号作为培训证明。

您所在机构必须提供托儿服务许可

证书必须注明肾上腺素自动注

自动注射器应存放在

并确保注

为个别儿童开出的任何自动注

mailto:autoinjector@health.nyc.gov


Simplified Chinese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可以，父母或监护人可自行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书，并为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使用训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是的。如果儿童出现过敏反应症状

也可为其注射肾上腺素

工作人员为儿童注射肾上腺素后

 即便儿童的症状有所改善

监护人

 将用过的自动注射器交给紧急救援人员

 注射肾上腺素后

 在机构用于记录事件

志记录须提交给卫生局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是的，书面安全计划必须包含以下自动注射器信息

 存放位置

 确保自动注射器未过期的流程

 负责存放

卫生局如何监管这项要求

卫生局可能会向

 现场有两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遵守该机构的书面安全计划

Simplified Chinese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父母或监护人可自行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并为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使用训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果儿童出现过敏反应症状

也可为其注射肾上腺素

工作人员为儿童注射肾上腺素后

即便儿童的症状有所改善

监护人。

将用过的自动注射器交给紧急救援人员

注射肾上腺素后

在机构用于记录事件

志记录须提交给卫生局

o 儿童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o 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o 事件发生时在场工作人员及其他成人的姓名和职位

o 关于事件的详细描述以及后续措施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书面安全计划必须包含以下自动注射器信息

存放位置

确保自动注射器未过期的流程

负责存放、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的工作人员姓名和职务

卫生局如何监管这项要求

卫生局可能会向不符合下述要求的托儿服务机构开出违规罚款

现场有两支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遵守该机构的书面安全计划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父母或监护人可自行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并为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使用训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果儿童出现过敏反应症状

也可为其注射肾上腺素。

工作人员为儿童注射肾上腺素后，

即便儿童的症状有所改善

将用过的自动注射器交给紧急救援人员

注射肾上腺素后 24 小时内

在机构用于记录事件、疾病和症状的日志记录中

志记录须提交给卫生局。

儿童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事件发生时在场工作人员及其他成人的姓名和职位

关于事件的详细描述以及后续措施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书面安全计划必须包含以下自动注射器信息

确保自动注射器未过期的流程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的工作人员姓名和职务

卫生局如何监管这项要求？

符合下述要求的托儿服务机构开出违规罚款

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遵守该机构的书面安全计划

nyc.gov/health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父母或监护人可自行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并为机构工作人员提供使用训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果儿童出现过敏反应症状，即使其没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既往病史

，应采取哪些措施

即便儿童的症状有所改善，也请致电

将用过的自动注射器交给紧急救援人员

小时内，应致电

疾病和症状的日志记录中

。日志记录内容须包括

儿童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事件发生时在场工作人员及其他成人的姓名和职位

关于事件的详细描述以及后续措施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书面安全计划必须包含以下自动注射器信息

确保自动注射器未过期的流程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的工作人员姓名和职务

符合下述要求的托儿服务机构开出违规罚款

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遵守该机构的书面安全计划

nyc.gov/health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父母或监护人可自行提供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其首先必须提供书面同意书和医疗授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即使其没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既往病史

应采取哪些措施？

也请致电 911 请求紧急医疗护理

将用过的自动注射器交给紧急救援人员。

646-632-6100

疾病和症状的日志记录中

日志记录内容须包括：

事件发生时在场工作人员及其他成人的姓名和职位

关于事件的详细描述以及后续措施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书面安全计划必须包含以下自动注射器信息：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的工作人员姓名和职务

符合下述要求的托儿服务机构开出违规罚款

未过期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托儿服务运营者

父母或监护人可否为其孩子提供自己的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但其首先必须提供书面同意书和医疗授权

是否可以对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史的儿童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即使其没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既往病史

请求紧急医疗护理

6100，将此事件上报给卫生局

疾病和症状的日志记录中，妥善记录此事件

：

事件发生时在场工作人员及其他成人的姓名和职位

我们的书面安全计划是否需要包含对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要求？

维护和处置自动注射器的工作人员姓名和职务

符合下述要求的托儿服务机构开出违规罚款：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托儿服务运营者”

但其首先必须提供书面同意书和医疗授权

即使其没有严重过敏反应的既往病史，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

请求紧急医疗护理，并通知该名儿童的父母或

将此事件上报给卫生局

妥善记录此事件。如有要求

将自动注射器存放在工作人员易于拿取但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

可提供工作人员已接受过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使用培训的证明

”

但其首先必须提供书面同意书和医疗授权

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

并通知该名儿童的父母或

将此事件上报给卫生局。

如有要求，事件日

但其首先必须提供书面同意书和医疗授权

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

并通知该名儿童的父母或

事件日



Simplified Chinese

机构需要为儿童备妥哪些医疗文件

机构必须为每名儿童存档一份最新的医疗说明

童，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母必须向工作人员提供其个人的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是否有使用肾上腺素以外药物的其他要求

经父母同意后

括防晒乳和驱虫剂

如需使用其他药物

OCFS) 批准的用药培训

方药；讨论用药许可和用法说明要求

急状况。

工作人员获得

全和医疗保健计划

Simplified Chinese

机构需要为儿童备妥哪些医疗文件

机构必须为每名儿童存档一份最新的医疗说明

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母必须向工作人员提供其个人的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是否有使用肾上腺素以外药物的其他要求

经父母同意后，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

括防晒乳和驱虫剂。

如需使用其他药物，工作人员需完成经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

批准的用药培训

讨论用药许可和用法说明要求

。

工作人员获得 MAT 认证后

全和医疗保健计划。待顾问签署计划后

机构需要为儿童备妥哪些医疗文件

机构必须为每名儿童存档一份最新的医疗说明

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母必须向工作人员提供其个人的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是否有使用肾上腺素以外药物的其他要求

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

工作人员需完成经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

批准的用药培训 (MAT)。MAT

讨论用药许可和用法说明要求

认证后，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

待顾问签署计划后

nyc.gov/health

机构需要为儿童备妥哪些医疗文件？

机构必须为每名儿童存档一份最新的医疗说明

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母必须向工作人员提供其个人的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是否有使用肾上腺素以外药物的其他要求

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

工作人员需完成经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

MAT 会指导学员如何安全地使用

讨论用药许可和用法说明要求；讲解过敏和哮喘等疾病的相关信息

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

待顾问签署计划后，机构必须将其提交给

nyc.gov/health

机构必须为每名儿童存档一份最新的医疗说明。对于已确定为有过敏症或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

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母必须向工作人员提供其个人的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是否有使用肾上腺素以外药物的其他要求？

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

工作人员需完成经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

会指导学员如何安全地使用

讲解过敏和哮喘等疾病的相关信息

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

机构必须将其提交给

“托儿服务运营者

对于已确定为有过敏症或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

机构必须由儿童的父母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制定个人医疗保健计划。

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

工作人员需完成经儿童和家庭服务办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会指导学员如何安全地使用、管理

讲解过敏和哮喘等疾病的相关信息

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

机构必须将其提交给托儿服务区办公室

托儿服务运营者”

对于已确定为有过敏症或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

。儿童来到机构的第一天

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可为儿童使用非处方外用药膏、乳液、乳霜和喷雾剂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管理、存放和处置非处方药和处

讲解过敏和哮喘等疾病的相关信息；以及指导如何应对紧

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

托儿服务区办公室

”

对于已确定为有过敏症或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

儿童来到机构的第一天

乳霜和喷雾剂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存放和处置非处方药和处

以及指导如何应对紧

其所属的托儿服务机构须和一名医疗保健顾问展开合作，共同制定安

托儿服务区办公室进行处理。

对于已确定为有过敏症或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儿

儿童来到机构的第一天，父

乳霜和喷雾剂，包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存放和处置非处方药和处

以及指导如何应对紧

共同制定安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dc/cc-boro-offices-g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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