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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 是曼徹斯特大學 (Manchester University)（北曼徹

斯特，印第安納州 North Manchester, Indiana）一周的

過夜夏令營). 

我們的目的是讓在台裔美國人社區促進個人成長和發展

領導能力，造福社會.

我們的願景是讓台裔美國人以超絕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

對人類產生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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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美國中部時間中午12 點開始註冊

7月5日

註冊和財務補助最後期限日

7月10日

視訊上課:安全計畫解釋

7月11日

最後一天可以取消註冊，候補入營者遞補

7月25日

TAF開始!

日期和時間表



健康和安全計劃

請訪問: tafworld.org/taf-2021-faq

http://tafworld.org/taf-2021-faq


我們與TAF主任 Ho Chie Tsai 和醫療主任 Karena Lin Woo 協商制定了我

們的健康和安全計劃。我們的計劃不斷發展，因為我們一直在重新評

估。目前，我們的計劃達到了以下指導的滿意:

•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 美國夏令營協會, 
• 美國兒科學會, 
• 曼徹斯特大學, 
• 印第安納州衛生局.

資源諮詢



Improving statistics in Indiana, Illinois and Michigan



• 繼續保持預防感染

o 我們希望保持 TAFers 的健康，不僅要預防 COVID-19，
還要預防流感和其他感冒!

• 我們鼓勵家人戴口罩，除了親屬以外未打疫苗的人要保持距

離.
• 勤洗手

• 我們鼓勵家庭繼續保持衛生

• 避免參加超過 20 人的聚會（婚禮、葬禮、派對).
• 避免出國旅行.
• 繼續遵守所在州關於 COVID-19 的指導方針.

TAF 前建議



我們的計劃依賴於多種重要的嚴格措施，這些措施已證明能夠降低

COVID-19 傳染的風險。非藥物措施(NPI)，例如戴口罩、保持距離，

勤洗手、將與疫苗、日常健康檢查一起構成我們的計畫.

• 健康檢查

• 疫苗

• 日常測試

• 醫療協議

• 口罩

• 保持距離和空間管理

• 隊列/小組

• 表面(例如桌椅..等)消毒和手部消毒

非藥物措施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



每個人在抵達 TAF 夏令營的巴士站或曼徹斯特大學時都會篩檢症狀，每天早
上離開宿舍前都會再次篩檢 (量體溫)

健康檢查、接種疫苗、測試

所有 12 歲 (生日6月14日
2021 後)以下的入營者都

必須在抵達 TAF 前 72 小
時提交 COVID-19 陰性測

試證明。

所有 12 歲 (生日6月14日 2021 前) 以上的入營者

必須在抵達 TAF 之前必須接種疫苗。註冊時，我

們會要求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 如果您的入營者（12 歲以上）無法滿足疫的

要求，您的入營者將進入候補名單。完全接

種疫苗的入營者將優先入取。接受候補名單

的通知將於 7 月 11 日之前發出

• 名額在候補名單取代

• 無法提供接種疫苗證明者將會被拒絕入營

如果入營者12歲生日在6
月14日, 都必須在抵達

TAF 前 72 小時提交

COVID-19 陰性測試證明。



● 所有 12 歲 (6月14日前) 以上的入營者必須在抵達
TAF 之前必須接種疫苗。註冊時，我們會要求提
供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 所有 12 歲 (生日6月14日後)以下的入營者都必須
在抵達 TAF 前 72 小時提交 COVID-19 陰性測試
證明

● 如果入營者12歲生日剛好在6月14日, 都必須在抵
達 TAF 前 72 小時提交 COVID-19 陰性測試證明

新規則





醫療協議

隔離協議 Covid-19 測試和接觸者疫調

協議

如果入營者出現發燒症狀（高於100.4F）和

以下任何症狀：咳嗽、氣喘、呼吸困難、嘔

吐、腹瀉、噁心或腹痛雖然沒發燒，應立即

通知醫療主任. 

• 入營者將由指導員護送至隔離房間，醫

療團隊評估症狀

• 入營者將進入 COVID-19 篩檢和接觸者

追踪協議.

我們會通知家長您的入營者有COVID-19的
症狀，無論測試結果如何，都必須盡快從

TAF 接回家

入營者會在現場快速 COVID-19測試。醫療團隊會帶入營者

出校園進行NAAT/PCR 測試（北曼徹斯特 CVS 或 Parkview 
Wabash Hospital)

• 如果露營者測試呈陽性，TAF會通知入營者家長立即接回

家，接觸者追踪將從對接觸者（室友和小組成員）的測試

開始

• 如果對接觸者的檢測發現多例 COVID-19 確診病例，指導

員將會討論並決定是否取消所有TAF活動.
• 如果入營者發燒檢測為陰性，入營者仍需要由家長立即接

回家，並在此之前保持隔離

• 如果入營者在沒有發燒的情況下測試為陰性，則會繼續隔

離，直到醫療團隊確定他們可以安全恢復活動. 



• TAF 入營者和指導員必須全程戴口罩，尤其在室內時. 

• 除了在用餐時間、單獨在房間內、睡覺時. 其他時間都必須戴口罩. 

口罩



• 目前，曼徹斯特大學以減少人數運行.

• TAF重新設計了節目，在人與人之間保持至少 3 到 6 英尺的距離，尤其是在

室內. 

o 舉例，小組可能比平常更分散，位於通風更好的地方，演講可能在禮堂

等更大的空間舉行，大型聚會可能會改變或完全取消. 

o 盡可能打開窗戶，保持新鮮空氣流通. 

o 將搭建戶外帳篷，擴大活動空間.

保持距離



• 群組是指將兒童分成不同的小組, 都會安排保育人員，這些小組全天

在一起，不同小組的混合或互動時間會比較少。群組已被證明可以

降低傳染風險。

• 一個小組中不超過 8 入營者和 2 名指導員.

 Sprouts 和 Juniors 計劃將有 5-6 名組成一個小組.

 Junior High 計劃將有 6-7 名組成一個小組.

 Youth計劃將有 7-8 名組成一個小組.

群組/小組



• 封閉校園：校園訪客必須註冊.
• 曼徹斯特大學校園的安全：會有一名穿制服的警官24小時在

場。 校園裡到處都是安全燈光電話亭，我們可以隨時用它來

呼叫警官。 校園周圍的護送服務是全天候 24/7。警官定期巡

邏所有校園和宿舍.
• 宿舍有鑰匙或門禁卡系統保護

• 根據曼徹斯特大學的 2020 年安全和消防報告，在過去五年

內，校園內只有報告一例仇恨犯罪（校園塗鴉的事件）

健康安全和警官



• 監測和評估有關反亞裔仇恨犯罪的印第安納州和美國統計數據.
• Wabash 縣警察局和北曼徹斯特警察局聯繫，他們了解我們今年夏天在曼徹

斯特大學的活動

• COVID-19 限制了我們允許進入校園空間的人數，並實保持距離使我們能

夠降低入營者不會靠近任何非 TAF 入營者的風險

• 指導員的培訓：我們對安全和應急的協議制定了堅定的原則. 
• “夥伴”系統：沒有入營者在校園裡是孤獨的，並且總是在指導員的直接監

督陪伴下，特別是對於我們年幼的入營者

• 通過 COVID-19 安全措施，我們計劃和節目安排中會增加安全監視

• 節目：我們的活動會討論種族主義和霸凌歧視問題，為讓入營者了解社會

和亞裔種族

健康安全和警官



● 所有指導員都會接受安全空間培訓，在那裡他們將學習如何:

● 識別抑鬱、自殘、虐待的 “危險信號”

● 評估他們需要介入的時間和方式

● 配備“心理健康急救”的技能

o 風險評估

o 積極傾聽

o 提供支持和資源

心理健康



節目更改



• “家庭群組” =住在同一房間/套房的入營者/指導員.
• 入營者將與小組中的其他入營者同住. 
• 曼徹斯特大學宿舍的每個床位間隔為 6 英尺. 
• 最多兩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裡. 
• Sprout s, Juniors 和 Junior High 的宿舍住在兩個房間的套房，每間

套房都設有共用浴室. 
• Yout h 和 Labs 住在一個傳統的宿舍裡，每層有社區風格的浴室設

施，並在洗手台之間增加隔離玻璃板.
• 曼徹斯特大學會每天消毒宿舍洗手間.

宿舍和分房



• 手機政策：我們不允許入營者整天使用手機.

• 今年，鼓勵入營者家長每天電話聯繫，特別是對於年幼的入

營者

• 這可能會在自由時間或宵禁/就寢時間之前進行

• 如果在白天有緊急需要聯繫您的入營者，請聯繫項目負責人.
• 聯繫信息將包含在迎新資料包內

家長溝通



• 每個節目的用餐時間錯開

• 室內外座位

• 為保持距離吃飯

• 繩索障礙物和地板標記以引導路線

• 小組在用餐時間會坐在一起，並與其

他小組保持 6 英尺的距離.
• 所有餐廳工作人員在廚房和提供食物

時, 都會戴口罩和手套. 

餐飲



早餐 Breakfast
Sprouts 7:30-8:30

JRs 7:40-8:40
JH 8:20-9:20

Y + Labs 8:30-9:30
午餐 Lunch

Sprouts 11:30-12:30
JRs 11:40-12:40
JH 12:20-1:20

Y + Labs 12:30-1:30
晚餐 Dinner

Sprouts 5:30-6:30
JRs 5:40-6:40
JH 6:20-7:20

Y + Labs 6:30-7:30



• TAF 2021 迎新資料包：成功註冊後，您將收到一封確認電子郵件。

在接下來的幾週內，已註冊成功的家庭還將接到電子郵件 TAF 2021 
迎新資料包 (PDF)，其中包括詳細說明我們的 COVID-19 計劃、措

施和安全協議的基本信息.
• 視訊安全介紹：在 TAF 之前，所有註冊的入營者都將被要求查看由

TAF 主任主持的安全介紹。安全介紹將涵蓋到達TAF與孩子一起設

定的與 COVID-19 相關的原則以及每天的節目安排.
• 在 TAF 期間和之後：我們通知家長關於保持 TAF 健康更新信息，

包括在確認 COVID-19 測試結果後的任何通知，同時基於個人隱私

不會對外公布確診消息

通訊



• 如果您的孩子任何原因需要提前回家，您將立即收到通知並盡快接

您的入營者. 
• 家長/監護人請提前安排後備計劃.

提早出發的重要提示



• 非接觸式登記流程：家長將留在車內並開車到指定宿舍的下車地點

o 指導員將從車外對入營者進行篩檢，非接觸式量體溫.

o 然後入營者將進入報到處以取得他們的鑰匙和姓名標籤.

o 指導員會幫忙入營者搬入他們的房間. 

• 巴士抵達：入營者將在上車前. 在TAF的巴士站篩檢和量體溫。巴

士將會在學生宿舍前下車.

抵達和下車





• 星期六晚上

o 入營者收拾行李準備第二天出發.
• 星期日退房流程

o 指導員將會在早上確認入營者已完成退房工作（打掃房間

和收拾行李).
o 指導員會向入營者發年鑑 (Yearbook).
o 當您到達接您的入營者時，父母請留在他們的車內，停在

指定地點，指導員會幫忙找人.

出發和接機



• 我們正在收集各種選擇，以便今年在 TAF 安全地

進行我們傳統的舞蹈和合唱團活動.
• 舞蹈（編排的舞蹈表演）可以在室外或通風良好的

地方練習.
• 合唱團活動將僅限於有額外保持距離空間的戶外排

練. 
o 除非在戶外舉行，否則我們不會在 TAF 之夜進

行現場合唱表演，並且可能會考慮使用預先錄

製的合唱表演來代替表演.

舞蹈和合唱團



為了在我們的入營者中培養團體活動的機會，TAF 仍將安排“家庭時間”節

目，並進行修改以允許群聚空間. 

• 入營者仍將認領與來自不同年齡階級的“兄弟姐妹”入營者，在整個星

期交換信件

• 如果可能，同胞之間的直接接觸將被限制在 3 英尺的社交距離、戴面罩

和戶外.

家庭小組將繼續由每個計劃的一個小組組成，每個家庭小組由少於 32位入營

者，和 6 位指導員組成

家庭時間活動將僅限於唯一的家庭小組，因此小組不會與其他家庭小組接觸. 

家庭時間節目將在每個家庭小組的不同地點舉行。 這些只會安排在我們可以

在團體之間強制保持適當距離的地方，並一定安排在通風良好/戶外區域.

“家庭時間”



我們尚未確定 TAF 之夜是在曼徹斯特大學體育館或是在 Cordie r 
禮堂舉辦. 

• 除非作為預先錄製的視頻進行表演，否則涉及唱歌的 TAF 夜
間表演將會受到限制. 

• CoCo's 將與指導員和 TAF之夜主持人以及曼徹斯特大學會議

服務部合作，根據我們可用的地點和資源，進一步製定 TAF
之夜承認的安全指南. 

• TAF 之夜中場休息將分為兩半，以控制避免擁擠, 洗手間、休

息時間和拍照機會.

TAF之夜



註冊
June 14 at 12pm CT 開始: 

tafworld.org



新要求
註冊將包括關於 COVID-19 入營者健康歷史的附加部分。根據醫療主任的判斷，要求安全地

共享健康信息.

• 所有註冊的 TAF 入營者將收到一個 TAF 2021 迎新資料包，其中包含一個額外的健康表格，

該表格應在抵達 TAF 之前送出。 這將包括:
• 曼徹斯特大學“Spartans United Pledge”和校園 COVID-19 清單

• TAF 2021 健康檢查表

• 所有 12 歲及以上(生日6月14日前)的入營者：在抵達 TAF 之前提供接種證明.
• 所有 12 歲以下(生日6月14日後)的入營者：抵達 TAF 前 72 小時內 COVID-19 測試

結果呈陰性

• 剛好6月14日過12歲生日的入營者 :抵達 TAF 前 72 小時內 COVID-19 測試結果呈陰

性

如果符合條件，我們鼓勵所有 TAF 家庭成員盡快接種疫苗。

鼓勵在 TAF 之前尚未完全接種疫苗的任何家庭計劃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包括隔離或採檢措

施



TAF 致力於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支持其社區。 TAF 不會提

高 2021 年的註冊收費，並且將提供有限的補助來支持有需要的

TAF 家庭:

bit.ly/TAF2021FinAid

• 今年沒有早鳥價. 
• 不提供成人節目或週末節目.
• 如果您的孩子因醫療原因提前回家，將獲得部分退款.

TAF收費和補助

http://bit.ly/TAF2021FinAid


我們仍以與往年相同的收費提供交通方式.

• 在 TAF 運營的巴士站上車之前，所有入營者都將量體溫篩檢

• 將採取梅花座、保持距離

• 所有乘客都必須戴口罩

交通

如果您對今年的返程巴士選項有興趣，請填寫

我們的調查: bit.ly/TAF2021BusSurvey

http://bit.ly/TAF2021BusSurvey


tafworld.org/taf -2021-faq

Open Floor 
Q&A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

Thank you!
Stay updated on our plans at 
tafworld.org/taf -2021.

Questions? 
Please email Conference Director 
Andrea Lin (andrea.lin@tafworld.org)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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