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30 日 

各位家长 

踩泥巴集团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应对措施（第十七回） 
 

  感谢您平时对设施营运的理解以及配合。 

  踩泥巴集团旗下各幼儿园在 2020 年 2 月以来，因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更动了一部份入园指南

内所注明的方针以及日常应对措施。 

  在园中的家长以及对踩泥巴集团的育儿方针表示赞同的新入园的家长，虽造成您的不便，

但还烦请各家庭在预防传染扩大的观点下能够敬请配合。 

 

  除了这次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以外，因变种病毒的扩大传染速度相当之快，并且在 2021 年

4 月 19 日其他集团所营运的幼儿园也发生了变种病毒的群聚感染。我们根据上述内容，将追

加目前为止所进行的预防传染扩大的相关政策。以孩子的安全为主，本集团旗下所有幼儿园

遵从相同准则，持续并且慎重的预防传染扩大。同时，在这有限环境当中，我们也会持续提

供给孩子们体验许多经验。请您确认以下内容，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 

 

 

 

 

 

 

 

 

※下列应对措施和上回(第十六回)的内容相异时会注记「※有更动」，有新增的应对措施时会注

记 「※新增」。再者，为期到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应对措施会明确标示。 

① 孩子的迎接‧关于传染病的思考模式 

有关孩子的到园 

（发烧时） 

请孩子在到园时在玄关处进行体温检测。在自家已经测量过体温的

孩子在入教室前也必须再次测量。测量的结果，若有发烧等症状，

一律拒绝登园利用。（此指 37.5 度以上的发烧，以下亦同） 

※利用 TSUMUGI 浦和美园的园巴士接送儿童时，必须在巴士乘

车前由家长进行测量体温。 

 

以下的应对措施 

为 2 0 2 0 年 2 月 2 8 日 (五 )～20 2 1 年 9 月 30 日 ( 四 ) 

的期间限定应对措施以及为期到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应对措施 

若之后期间有延长会另行通知 

一时更改平时的运用措施 

（营运守则‧保育品质守

则的实施内容） 



 

过去若有发烧等症状的话，在退烧后经过 24 小时以上，以及呼吸

道症状有明显改善之前，都一律拒绝登园利用。然而，这样的症状

就算改善后，也必须时刻留意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保育中，感觉到发热

时（37.5 度） 

在保育时间内发烧时，将避免与其他园内孩子接触并且要求家

长来接。之后的应对措施依照上述实施。 

 

※使用非接触型温度计时，敬请配合测量手腕等并未受到室外空气

的部分进行体温检测。 

若您的孩子或是同居亲

人们有疑似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疑似为浓厚接

触者的可能性 

因需要向管辖的地方政府以及卫生保健所报告并且进行相关措

施，请立即向保育园内联络。 

有关消毒及换气 

※新增 

从 2020 年 3 月就已开始进行加强消毒以及换气。 

※暂时停止使用布偶玩具 

※多名员工所使用的电话．电脑．桌边等，会在每次使用后进

行消毒。 

※相较之下接触口水或是鼻水等机会较多的 0 岁保育室内增设

消毒液。 

有关休园的可能性 根据感染扩大的状况，有可能会进行休园。 

敬请配合。 

 

② 有关员工的职务                   

身体状况确认．出勤 若有发烧（此指 37.5 度以上的发烧，以下亦同。）或呼吸道症状

（以下统称「发烧等」）时，彻底避免出勤。有关该员工，必须通

知主管并且由主管时刻把握该员工之情况。 

过去若有发烧等症状的话，在退烧后经过 24 小时以上，以及呼吸

道症状有明显改善之前，都一律避免出勤。然而，这样的症状就算

改善后，也必须时刻留意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 

若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疑似为浓厚接触者时，会立即向管

辖的地方政府以及卫生保健所报告并且进行相关措施。并且随

时通知各位家长。 

出勤模式 

 

在家工作的模式只进行至六月底为止。 

※根据区域的小学情况不同，会有以园长的判断而持续进行在家工

作的模式。 

 



 

‧总公司员工以及幼儿园的员工访问其他幼儿园‧设施 

因保育需要而必须前往幼儿园的情况下，我们持续让总公司员工以

及其他幼儿园员工访问其他园‧设施。 

但是，每日访问原则上一天一园，并且慎重注意以及预防传染扩大

下进行移动。 

戴口罩 

※有更动 

所有员工配戴口罩。 

再者，除配戴口罩以外也着重实施重要的预防措施（洗手．漱口．

设施内消毒．彻底空气流通）来预防病毒的侵入以及消灭病毒。 

 

※变更为用餐时也需要配戴口罩。 

  只限用餐时将口罩拿下，进行交谈时务必戴上口罩。 

※休息时也一律配戴口罩。 

※为了加强预防飞沫传染，建议在工作时配戴无纺布口罩。但因体

质等，会有员工并不是使用无纺布口罩的状况。 

 

※有部分家长建议为了孩子的成长希望能够更改为配戴透明面罩或

是透明的口罩。但本集团为了预防孩子以及员工受伤并且考量到空

气中感染的可能性，我们避免使用透明面罩或是透明的口罩。 

员工会议．研修 

※有更动 

原则上，在 WEB 上实施。 

一部份在园内进行的会议会避免 3 密之下实施。 

员工聚会 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前，只允许 WEB 上实施。 

③ 各项活动‧营运上的应对 

远足 利用园内巴士或者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的远足原则上皆暂停。 

若为徒步的远足，在行径路程以及目的地能够避免密闭的情况下允

许实施。 

辈分间交流  

 

暂停实施。 

在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后，确认对方设施的意愿以及安全措施，若没

问题将会实施。 

散步、商店街活动 

※有更动 

【散步】 

有关散步，不论保育园的规模大小皆可实施。 

从保持孩子的健康．维持孩子的体力的观点，户外活动是必须的。

若因园内庭院狭小，或是没有庭院的保育园，因在园内会发生孩子

们彼此面对面或是造成密闭的可能性，而以列队的形式下到户外散

步反而可以预防扩大传染，因次允许实施散步。再者，在公园内的

活动会尽量避免 3 密的密闭空间进行活动。 



 

【商店街活动】 

暂停和特定店家预约且进行多人访问的活动。若为散步的一环经过

商店街的话允许进行。 

然而，本集团的商店街活动是体验各种职业为目的，并不仅仅只是

去买东西，而是广义的来说学习物流或是文化等等的好机会。 

家长参与保育活动 

 

从 2020 年 7 月开始进行。请询问各个保育园的员工。 

参加的家长敬请您配合测量体温．漱口．洗手．手指消毒并且配戴

口罩。 

※因这种活动的取消让许多参与保育活动的家长希望能够进行摄

影，但本集团的保育活动是以保育员的身分来进行参加。所以我们

禁止家长在参与保育活动时进行照相或是摄影。 

踩泥巴祭 

※新增 

2021 年度取消活动。 

泳池活动 

※新增 

和往年一样预计 7 月开始实施。 

但是，一部份的地方政府有可能会要求中止．自我约束等。届时将

会再次考虑应对措施。 

 

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在泳池水的游离残留氯浓度受到适当的管控之

下，在水中感染的机率是较低的。 

相较因水而感染的状况，由飞沫传染的方式感染的机率较高。我们

将以避免孩子的群聚或是以物品交替使用等预防措施为前提之下进

行泳池活动。 

运动会 

※新增 

在 5~6 月预计实施的幼儿园将照常实施。 

．各个家庭只限一名家长的参加。 

．尽量避免 3 密的环境下举办。 

※有可能会根据传染扩大的情况而改变方针。 

※9~10 月预计实施的幼儿园，我们会在 7 月左右根据传染扩大的

状况下进行判断是否实施。 

住宿保育．保育园所举

办的露营※有更动 

本年度包含冲绳．仙台皆暂停。 

※由外包给旅行公司的企划也皆暂停。 

‧2021 年度的水稻种植将暂停实施。 

‧有关收割水稻，会在 2021 年 6 月内进行决策后通知。 

有关家长恳亲会 

（6 月份） 

※有更动 

 

将举办。 

．各个家庭只限一名家长的参加。 

．尽量避免 3 密的环境下举办。 

※有可能会根据传染扩大的情况而改变方针。 



 

有关营运委员会 

（6 月份） 

※只限于由有限公司所

营运的幼儿园 

※有更动 

将举办。 

．各个家庭只限一名家长的参加。 

．尽量避免 3 密的环境下举办。 

※有可能会根据传染扩大的情况而改变方针。 

各种技艺接送服务（课

外体验课程） 

开放利用巴士或是徒步进行的接送服务。由实施单位的巴士进行接

送时，本集团员工会进行陪同。 

课外体验活动（体操‧英

语等保育外活动） 

※有更动 

2020 年 7 月开始恢复租借园内(室内)的场所给实施单位。 

虽本方针将持续进行，我们会加强对实施单位进入园内时进行测量

体温‧漱口‧洗手‧以及手指消毒，并且在使用后对室内进行消毒。 

 

澡堂 

 

暂停至 2021 年 9 月底。 

※有关于澡堂的费用，会在再次开放后以年度一次性请款。 

※2021 年 4 月 1 日发行的 2021 年度行程表中，是以新型冠状病毒

结束为前提而注记了澡堂的行程，目前变更了预定行程。 

 

农作 

※有更动 

虽之前通知开放利用园巴士进行农作，但在紧急事态宣言下将停止

运行巴士。 

※包含紧急事态宣言除外地区 

※仙台地区因并没有跨县市的运行，所以允许使用园巴士。 

 

徒步进行农作以及在园内的庭院进行的园将持续进行。 

员工的辅助用餐 

※新增 

变更为以配戴口罩的用餐方始。 

本集团在食育的观点下，实施园内所有员工都和孩子们一起用餐的

方针，只在用餐时将口罩拿下，和孩子交谈时配戴口罩。 

孩子自己盛饭 

自助式午餐 

暂停让孩子各自盛自己能食用的份量，变更为由厨房人员以及保育

师进行盛饭，或是由负责盛饭的孩子（※2）进行。 

（※2）会尽可能让孩子配戴口罩．手套等措施进行。 

 

和孩子相关的手作活动 在到加热前为止的手作步骤，皆可进行。有关制作以及烘烤等步骤

将限制人数，并彻底实施洗手‧漱口‧手指消毒以及戴手套等措施。 

允许孩子尝在田里自己收获的蔬菜。 

 

其他的活动 只有孩子参加的活动（没有家长参加或是和地区．园外的人进行交

流的活动）照常实施。 



 

地区育儿支援事业 

 

实施。 

但是目前将暂停一切活动至 9 月底。虽恢复庭院开放，但为了传染

病发生时的应对，会要求利用庭院者写下姓名‧地址‧联络方式。而

其他的育儿相关咨询将照常实施。 

利用时，请务必配合检测体温．漱口．洗手．手指消毒以及配戴口

罩等措施。 

※若有由地方政府直辖市要求举办的活动时，会选择避开 3 密的内

容实施。 

短暂托育事业 

 

遵循各个地方政府的方针，原则上将在 2020 年 8 月恢复活动。 

 

病后儿童看护 朝霞踩泥巴保育园．日高踩泥巴保育园．前原踩泥巴保育园．石川

踩泥巴保育园，以上所有园照常实施。 

儿童成长支援 

（包含当天短暂托育．

学习体验） 

 

根据地方政府的方针，利用 WEB 等方式的相关成长支援目前将持

续进行。 

来访时彻底要求来访者进行测量体温．漱口．洗手．手指消毒以及

换气的情况下，进行实施。 

学习体验也恢复活动。 

但是，利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的内容将持续暂停。 

※今后因各个地方政府的指示内容，将会有变更的可能。 

 

④ 請家長配合 

有关申请取消延长保

育．课外体验计画 

 

 

申请取消延长保育．课外体验计画，请在前一个月的月底之前 提

出指定的资料。 

 

※若营运者出于家长的意愿而批准暂停利用，则将遵守该营运者的

营运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