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復課：恢復健康
COVID-19 草案（疾病管理計劃 20-21）
指導原則：我們的目的是老師每天盡可能親自授課和在現場直播來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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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 期間建立新常規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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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大流行疫情以多種方式極大改變了我們生活。在等待疫苗和治療的同時，我們
必須共同努力降低社區裡的風險，同時在教育仍支持學生的健康和福祉。
我們正在學校和辦公內建立新規範- 理解我們是需要時間，和不斷積極地加強教導和學習
這些新生活的方式。

我們敦促我們社區融入這一新常規，為每個人創造一個身心安全的空間。
身體距離並非自然而然或容易做到。保持身體距離違反了許多社會常規，尤其是對於那些
與我們最親近的人。當我們適應這新常規慣例時，可以互相禮貌糾正若有人違反公共衛生
措施的情形下。醫學界花費了多年時間研究健康和安全措施的依從性，當任何人對安全的
預防措施相互糾正時，無論對方是什麼角色或職位，都教予我們要“感恩而不是態度”。
在探索新常態過程中，我們須彼此保持謙卑和靈活性，並繼續學習怎樣應對 COVID-19。
隨著科學的發展，我們的反應也可能需要改變。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採取了新戰略措施，
並且很快不得不修改我們的計劃。
當我們試圖遏制 COVID-19 的傳播時，最關鍵的是靈活性。
正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 所建議那樣，有時我們需回到家中保持安全。在任何情況下，
我們都與社區一起合作，依靠我們的集體獨創性和創造力來幫助我們響應，並根據需要來
應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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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SD 學區正在做什麼來保護學生，家庭和員工方面？
（創建 1 頁信息圖表）
在所有共享空間中實施常規保持身體距離
● 提供布面罩給所有可穿布面罩的人安全使用
○ 前兩週每天都要嚴格監控庫存，確定保持適當的訂購和庫存
●

建立嚴格的病假規定/病假政策，並在病假後重返學校
● 提供廣泛的標牌，海報和培訓，以加強公共衛生的措施
● 保持指定隔離區域，生病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可以留在這裡，直到他們能夠回家為止
● 執行健康協議，讓任何生病的學生或教職員工回家 sending home any sick students or
●

staff:：

如果生病了- 患者必須待在家里，從出現症狀開始算起相隔十天后不再發燒
至少 24 小時
○ * 由定 CDC 修改，可能會更改這規定
● 為家庭裡有醫療高風險成員的學生提供遠程學習，這樣他們就不必來學校上課
●

鼓勵積極
在成人和小孩承受壓力時鼓勵他們積極應對的活動和策略
● 讓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參與反種族主義和反欺凌行為。無論是戴口罩還是膚色。如
果您看到有話要說- 請查訪 SCUSD 學區的防止欺凌網站，該網站包含大量資源以
及如何舉報欺凌行為 bullying prevention
●

保證教室安全和有充足供應
訂購充足的消毒劑和其他材料
● 確定我們學校有足夠用品，學生和職員可以使用洗手材料，洗手液和臉巾紙
○ 為教職員工訂購足夠的個人防護設備，確定准備就緒
○ 常規消毒：按照學區既定指南，學校工作人員每天對高接觸區域及生病學生
●

或員工進行消毒。校車人員已接受專門培訓，並定期對公交車進行消毒
消毒：學區已指派專門小組每晚對幾所學校進行消毒。如果在學校現場發現
問題，消毒團將做出相應回應
○ 補充培訓：為整個學區的所有運營人員部署了廣泛 COVID-19 培訓的工具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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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建議
該計劃是根據沙加緬度縣教育局，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部，加州學校護士組織，加州公共
衛生部，加州教育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議所制定的，以滿足我們學校社區的獨特需求。
2020 年 8 月 3 日發布的加州公共衛生學校指南常見問題說明：“根據有效行政命令 PDF 和
2020-21 預算法，學校必須遵守加州公共衛生部（CDPH）和相關地方公共衛生部門所發布
的命令和指南。學校可以遵守其他聯邦，州，地方和非政府組織的指導，只要這些指導與
州和地方公共衛生的指示一致。” SCUSD 將保持靈活性來應對不斷變化的公共衛生條件各
方面，並根據 CDPH 提供的最新命令或指南來繼續修訂我們的“恢復健康”計劃。
● 6.02.20 Sacramento County 2020-2021 School Year Planning Guide ,
20 年 6 月 02 沙加緬度縣 2020-21 學年規劃的指南（沙加緬度多縣教育辦公室）
● COVID-19 Health Services Recovery Plan，
● COVID-19 衛生服務恢復計劃加州（學校護士組織）
● COVID-19 Industry Guidance: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COVID-19 行業指南：學校和校本計劃（加州公共衛生部 CDPH）
●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s, 學校的注意事項（疾病控制中心 CDC）
● CDE Opening School Guidance, 開放學校指導（加州教育部 CDE）
●

Cal/OSHA COVID-19 General Checklist for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July 17, 2020

● Sacramento Health Alerts and Advisory
● COVID-19 Industry Guidance: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8-3-2020
● COVID-19 and Reopening In-Person Learning Elementary Education 8-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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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開和關閉學校的標準
學生親自上學及學校重新開放的標準
離開縣監控列表 14 天后，允許學校和學區重新開放以進行面對面的教導。此外，SCUSD
正研究許多其他重要因素，並將與 SCPH 合作，根據其他標準來決定何時重新開放學校，
包括：
• 當地流行病學數據，包括每 10 萬人口的病例
• 測試能力
• 測試陽性率
• 治療傳染病跟進的能力
• 當地支持醫療保健準備激增
• 弱勢群體
• 實施和遵守公共衛生措施的能力
關閉學校的標準：
建議根據個案數量，對 COVID-19 呈陽性的教師/學生/教職員的百分比，並與 SCPH 協商
後，建議個別學校關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個別學校停課可能是適當的：
• 一所學校的多個群組中有多個案件
• 至少有 5％的教師/學生/職員總數是屬於 14 天之內案例，具體取決於學校的規模
和實際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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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與 SCPH 協商後，如果有 25％或更多的學校在 14 天內因 COVID-19 而關閉，則考慮
關閉全學區的學校。例如，由於 COVID-19，在 2 週內同時關閉了 19 所學校。SCPH 還可
能出於其他原因（包括來自公共衛生調查的結果或其他當地流行病學數據），確定有必要
關閉學校和/或全學區範圍的學校。有關關閉標準的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標題為
“ SCUSD 社區中 COVID-19 疾病控製程序和預防傳播”部分，”
COVID-19 檢測：

一旦學校重新開放以至少接受一些現場指導，CDPH 建議根據當地疾病趨勢進行監視檢
測。如果流行病學數據表明擔心社區傳播的增加，學校應在實驗室檢測能力允許情況下增
加對人員的檢測，以發現潛在病例。學校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員，包括教師，學校護士，輔
助人員，準專業人士，自助餐廳工作人員，看門人，學校公車司機或可能與學生或其他工
作人員聯繫的任何其他學校僱員。
學區和學校應在檢測能力允許範圍內並在可行情況下，定期對員工進行檢測。建議頻率的
示例包括對所有員工進行 2 個月以上的檢測，其中在每 2 週檢測 25％的員工，或者每月
對 50％的員工輪流進行一段時間的檢測。
需要測試的學校員工和學生將去醫療保健提供者或國家運營的或其他社區測試站點。管理
衛生保健部已提交緊急法規，要求衛生計劃為學校內的所有基本工人支付 COVID-19 檢測
的費用。此外，在全州社區檢測站點都可以進行檢測。SCUSD 將與 SCPH 緊密合作，以
進一步確定測試協議和策略，並在 CDPH 或 SCPH 提供進一步指導時更新本節。

SCUSD 學區對教職員和學生的緩解要求
當我們討論緩解措施時，對社區來說，最重要知道 COVID-19 是如何傳播和獲得控制。當
人們說話，唱歌，大笑，咳嗽或打噴嚏時，COVID-19 主要通過釋放呼吸飛沫傳播。也有
證據表明該病毒從受污染的表面傳播到手，然後傳播到鼻子，嘴或眼睛，從而引起感染。
為了幫助防止進一步擴散，並保持我們學校開放，我們學生和教職員工將被要求採取以下
個人預防措施：
●
●
●
●
●

physical distancing 身體距離
Hand Hygiene 手衛生
cloth face coverings 布面罩
cough/sneeze etiquette (CDC) 咳嗽/打噴嚏禮節
我們的緩解計劃將同時適用於被動和主動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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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 如果您生病了，請留在家中
被動檢查
教職員和學生必須每天在家對自己症狀進行自我檢查。這稱為被動檢查。

在檢測家-問題和說明
1.您今天或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任何這些新症狀，是與您以前或定期經歷的任何持續性
疾病無關（例如，季節性過敏，偏頭痛，喉嚨痛，慢性輕度胸充血）與普通感冒等相
關）？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待在家裡避疫的要求，病好後才可以上學的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2.您當前是否正在服用可能掩蓋或掩蓋 COVID-19 症狀的藥物（處方藥或非處方藥）？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居家避疫的規定”（附錄 B） 病好後才可以上學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3.在過去的 14 天中，您是否與診斷為 COVID-19 的人保持密切聯繫？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待在家避疫的要求” ，病好後才可以上學的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4.在過去的 14 天內，您是否從旅行中返回了另一個國家？
o 是–從您返回之日計起，待在家裡並隔離 14 天
o 否-繼續
如果您對所有問題回答“否”，您可能會上學。
如果您待在家裡，請致電學校告知缺課的原因，如果有任何症狀，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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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症狀:
如果有人生病或表現有 COVID-19 症狀，可能不要上學並按照“待在家避疫等病好才上學”
的要求做隔離（附錄 B）。疾病跡象包括發燒達 100.4 度或更高，發冷，咳嗽，呼吸短促或
呼吸困難，疲勞，肌肉或身體酸痛，頭痛，新發現被喪失味覺或嗅覺，喉嚨痛，鼻塞，或
流鼻涕，噁心或嘔吐和腹瀉，按照 CDC guidelines 的指南。他們必須待在家裡直到並且自
症狀出現之日起已經過去了 10 天，症狀有所改善，至少 24 小時內沒有發燒。
慢性病：
患有非感染性慢性病人不應被排除在上學或工作之外。例如患有過敏症狀的人可能會出現
充血，但這並不是將其排除在工作或學校之外的原因。建議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就其疾病
諮詢醫生。醫生可能會診斷出 COVID-19 以外的其他疾病，並向學校提供請病假不到 10 天
的證明。如果對個別情況有疑問，請家長聯繫學校護士或健康服務部。如果獲醫生釋放，
個人可以重返工作/學校。
暴露於 COVID-19：
如果個人與已被確認患上 COVID-19 的人在最近 14 天內有密切接觸（定義為在 6 英尺內至
少 15 分鐘），則必須從最後一次接觸的日期算起隔離 14 天。
旅行：
如果您出國旅行（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則必須從返回之日算起在隔離區呆 14 天，注意
身體健康，並進行身體疏遠。CDC 建議您最好避免所有不必要的國際旅行。如果您必須
出行，請遵循全球對 COVID-19 大流行疫病通告中的建議，和遵循網頁上對您目的地任何
旅行健康的建議，以及以下相關注意事項。

主動檢查- 體溫檢查和在現場識別生病的人
主動篩查要求對進入現場的所有學生和教職人員進行疾病篩查，包括體溫檢查和疾病跡象
和症狀複查。 任何患有 COVID 症狀或根據 CDC 指南要求隔離的學生或工作人員，均不
得進入學校現場，並建議其返回家中。
學生和教職工必須經過每個站點的受控入口地點進入和受控出口地點退出。現場應該設置
受控的出入檢查地點，確定教職員工和學生了解並遵循疾病預防措施。接近入口處的學生
和教職員工必須佩戴布面罩（如果有）。沒有攜帶自己布面罩的人，可以使用學校提供的
面罩。家長/監護人應留在學生身邊直至學生獲允許進入現場為止，以防學生需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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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每日篩檢的過程：
● 學生排隊等候時將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並遵循視覺提示的指示間距。學校將張貼
告示牌，標明距離，口罩，衛生和居家規則。
● 如有可能，請讓家長/監護人陪學生同時進行檢查，以防學生因身體狀況不佳無法
上學時，家長要帶學生回家。
● 檢查學生的職員指引：
○ 量體溫。
○ 查看學生是否有明顯的疾病跡象
○ 詢問他們是否符合篩查標誌上的任何標準
● 如果體溫低於 100.4 度，學生則沒有生病跡像或症狀，沒接觸過 COVID-19，最近
沒有國際旅行，而且學生表現良好狀態，然後指示學生去洗手並進入校園。
● 如果學生有任何疾病跡象，或接觸過 COVID-19，或在 14 天內從國際旅行中返回，
必須立即將學生帶回家中，並附上有關何時可以返回學校的說明（附錄 B）
○ 如果父母不在場，則必須按照現場《照顧病童指南》將學生隔離在護理區，
直到可以與父母或緊急聯繫人取得聯繫

身體距離
每人都必須進行身體距離，始終保持與他人至少 6 英尺距離。保持足夠
空間是可以避免暴露在 COVID-19 中並減慢傳播速度的最佳工具之一。
有時很難保持適當身體距離，例如在繁忙走廊中或在大人群中行走時，
使到所需要的面部遮蓋變得更加重要。
在一個空間中共同工作的員工（例如辦公室或教室）必須確保他們始終保持至少 6 英尺的
身體距離，並且與其他人一起時必須戴上臉罩。當違反這些措施的情況下，員工不得製造
自己口水泡沫。
使用布面罩
戴著布面罩可防止人在講話，唱歌，呼吸或咳嗽時散佈呼吸道的飛沫。
主要目的是在穿戴者不知不覺中被感染情況下能保護他人（許多人攜帶
COVID-19 但卻沒有症狀）。布面罩不是外科口罩，呼吸器或個人防護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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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面罩可保護我們社區免受 COVID-19 的傳播：
● 除非醫師不推薦或不適合個人的成長水平，否則所有 SCUSD 員工，3-12 年級學生，
家長/監護人和來訪者都必須戴面罩。強烈建議 TK-2 年級學生戴上口罩。例外列表
可以在下面找到。
● 每時每刻務必要佩戴面罩，包括：
● 進入或離開校園或學區空間時
● 在校園內，除少數例外
● 乘坐校車時
● 在以下情況下，無論是在工作場所還是在場外從事工作：
○ 與其他人進行面對面的互動
○ 在前台，職員室或走廊等多人訪問的任何空間中工作
護面罩
● 教師可以使用學生看到自己臉的護面罩，避免語音教學的潛在障礙。
● 出於醫療原因而無法佩戴面罩的人，可以使用布巾的護面罩。根據 CDE 和 Cal /
OSHA，考慮應該在面罩底部附有一塊布並可以塞入襯衫裡。
日常使用面罩的指南
● 每次探訪現場時，請使用剛洗過的布臉罩或乾淨的面部覆蓋物。
● 觸摸面罩之前，請先用肥皂和水或洗手液清潔雙手。
● 如果您尚未佩戴它，請在進入工作現場之前將其遮住臉部。
● 戴面罩時避免進食或飲水。
● 布面罩覆蓋物上不應裝有閥門，因為這些閥門會使液滴從覆蓋物中釋放出來，從而
使附近的其他人處於危險之中。 SCUSD 不允許使用帶閥門的面罩。
如何取下臉罩
● 觸摸面部護蓋之前，請先用肥皂和水清洗手或使用洗手液。避免接觸可能被污染的
覆蓋物的正面。
● 僅通過領帶，綁帶或毛圈處理面部遮蓋物。
● 將任何一次性的面部覆蓋物丟入垃圾箱。
● 用溫水和肥皂或在洗衣機中用手洗臉蓋布。5
● 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在以下情況下，不應佩戴面布：
● 年幼孩子，尤其是 2 歲以下的孩子
● 醫師不要建議使用，具有某些呼吸健康狀況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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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耳聾或聽力不佳的人，必須具備能夠看到嘴巴的能力，這對於溝通至關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建議使用面罩
● 發育遲緩，醫療狀況，精神健康狀況或無法佩戴面罩的殘障人士。 其中包括在沒
有幫助的情況下無法取下面部遮罩的人
加州的指導規定了以下情況下可以臨時取下面布覆蓋物的時間
•
•
•
•

人們進食或飲水時。但是他們必須與其他非同一家庭成員的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
距離
對於耳聾或聽力不佳的人，能夠看到嘴巴對於溝通至關重要時。在這種情況下，
建議使用透明的護面罩
當一個人不與他人共享公共區域，房間或封閉空間時
獨自進行戶外工作或娛樂的人員，或與他人保持至少六英尺距離的人員

暫時除去布面罩時，應將其放在乾淨的紙袋中（標有學生的姓名和日期），直到需要再次
戴上為止。完成這些活動後，請盡快更換面罩，以減少感染的風險。
如果一個人拒絕戴面罩怎麼辦？
將使用積極強化的教學策略不斷努力，確定正確佩戴面罩。如果出現戴口罩問題，請立即
通知指定的學校護士/衛生服務或指定的主管以尋求更多支持。將評估每種獨特情況，並
採用支持策略確保所有人的福祉和安全。如果不能免除佩戴面罩的學生連續拒絕佩戴 ，
CDPH 要求學校為該學生提供遠程學習。
9 歲以下的兒童，只能在成人的監督下使用洗手液。如果誤食用，請致電毒物控制中心：
1-800-222-1222。

手衛生
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必須經常洗手。如果沒有肥皂和水，請用經學區
批准高於 60％酒精類的洗手液。必須向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有效
洗手和使用消毒劑的培訓。我們建議將以下準則用於學校設置。學生
和教職人員至少必須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
●
●
●
●
●
●
●

到達學校現場後
午餐前
離開學校之前
進入任何新教室後
使用廁所時
骯臟明顯時
使用紙巾後，咳嗽到手掌裡
到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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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呼吸衛生
在學校始終保持呼吸衛生。一旦用完刷臉紙，將其丟入廢液容器中，
然後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洗手液。請勿觸摸臉部。加強呼吸衛生或
咳嗽/打噴嚏的禮節 cough/sneeze etiquette，遵從標牌指示，使用刷臉紙
和肘部來咳嗽/打噴嚏，培訓和課程。標牌見附錄 K。
社區工作人員
當進入社區進行必要聯繫（例如上門拜訪）時，請始終用個人衛生習慣和距離的預防措施。
這包括洗手/消毒，戴布面罩，至少 6 英尺距離以及呼吸系統衛生。有關特定問題或可能
使您面臨更高暴露風險或可能使其他人暴露於傳染性疾病（例如 COVID-19）情況的建議，
請諮詢健康服務。

SCUSD 學校環境的緩解標準
為了打破潛在傳播鏈並限制所有社區成員接觸的風險，我們必須遵循以下指導。為了保護
學生，教職員和參觀學校的訪客，SCUSD 員工將評估所有空間並進行修改，以最大程度
通風，並滿足至少 6 英尺身體距離的要求。當教職員和學生返回校園時，他們將返回真實
空間，使所有人都能遵循建議的健康預防措施。這包括每個空間標牌，佔用限制，和健康
衛生提示。為了限制潛在接觸，我們將以某種方式設計實質空間，以最大程度減少小組間
混合的機會。以下是每個 SCUSD 學校場所要遵循的標準列表。

學區所有地點位置
通風和氣流
● 建議每年將學校場所替換所有 HVAC 過濾器 2-3 次，而不是每年一次
● 站點將在整個 24 小時周期內連續運行 HVAC 風扇。
● 重新編程 HVAC 系統以在門窗打開時運行
● 可能保持門窗打開以增加氣流
入口和出口（接送學生）
SCUSD 將採取一切措施，盡量減少在上下車時間的擁擠：
● 考慮輪流交替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 接送學生應在學校大門/入口外進行。 鼓勵家長在接學生時留在車裡。
● 添加視覺提示或障礙物以引導交通的流暢，確保車輛在排隊時保持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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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標牌和流程，以最大程度減少家庭之間的互動
● 如有可能，劃分學生入口點，不要使所有學生進入同一入口空間。這方法可能會在
高流量情況和時候，限制學生之間的緊密聯繫。
● 學校可能需要封鎖未配備檢查人員的入口
● 在入口處提供洗手或洗手液和布面罩
基本訪客
•
•

學區地點和學校校園必須對非必要的訪客或志願者保持關閉
基本訪客包括但不限於進行健康和安全評估的政府機構人員，參加基本會議的家長
/監護人，例如參加個人教育計劃 IEP 會議，或與學生相關的基本服務教育計劃。
基本訪客還可以是在學區設施中執行其工作合同的服務人員。見下文探訪學校地點

•

員工不會將其他人帶到工作地點，包括非員工或在工作地點沒有合法業務的人

共享物品/用品
•

共享物品或用品包括設備，紙包，書籍，複印機等。

•
•
•
•
•

盡可能為每個人提供個人化的用品
限制使用共享物品的人數
在共享物品附近（例如復印機等）提供更多洗手劑或洗手液
對紙包進行分類和預填充，在分發前 24 小時
無需對書籍進行消毒，但是美國圖書館協會州立書籍現行的準則，應該在重新分發

•
•

書籍之前把書籍隔離 3 天
分發或收集設備和用品時，請確保經常洗手和/或消毒手
在分發之前或收集時，工作人員將使用經學區認可的消毒劑，用 70％酒精的溶液
或消毒抹布，對非紙製品進行清潔和消毒。

會議
•

為了促進群組化並限制 COVID-19 在個人和群組中的傳播，我們採用虛擬空間進行
所有員工會議，專業發展培訓和教育，以及其他涉及員工的活動

•

如果採取了嚴格的身體距離措施，並且採用了所有其他公共衛生措施，如果參與者
無法訪問虛擬空間，則可以進行實時會議。見下文訪問學校地點
為了限制在學校校園中的傳播並進一步促進與其他學校合夥，僅以虛擬形式與來自
多個學校或學區的員工進行會議
要訪問多個學校站點的員工，應強烈考慮他們的工作是否可以遠程完成。如果必須
進行實地考察，則必須嚴格遵守所有公共衛生措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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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和休息時間
•
•
•
•
•
•

盡量減少成人使用和聚集在職員室，休息室和其他環境-確保張貼並強制執行房間
限制
為個人提供各種休息時間和空間，例如陰涼的戶外空間或備用房間
提供備用的休息時間，以免員工聚集在一起
由於員工可能會在休息時間進食或飲水，並需要取下臉罩，因此建議員工利用戶外
空間來進行休息
在任何共用物品附近提供洗手液和/或肥皂和消毒劑
強烈建議員工在休息時間或進餐時，不要拼車一起去社交，除非他們住在同一家庭

共同使用的地方
•

•

評估共同使用地方例如等候室，職員休息室，工作室，院子，四方場地，圖書館，
自助餐廳，操場等區域，並進行修改以鼓勵社會距離，例如：相距 6 英尺的圓點，
正方形，直線，箭頭和隔離帶。
提供額外洗手劑，洗手液和/或消毒劑的使用權限-尤其是在共用物品附近。

•

飲水機將關閉- 鼓勵學生全天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水瓶。

辦公室的空間
● 提供有機的玻璃屏障在可能會有緊密接觸的地方（例如在前台），因前台緊密程度
是沒有條件允許身體距離至少 6 英尺。
● 安排職員間的辦公桌子至少有 6 英尺距離。
● 安排個人的辦公桌子和設備，使其遠離其他人員使用，或限制人流數量。
洗手間
● 確保所有洗手間均配有肥皂和紙巾，垃圾箱。
○ 將提供紙巾，建議用紙巾於，不用空氣乾燥器。
● 對廁所分隔間和小便池進行評估，確保使用者至少保持 6 英尺的距離。撕下膠帶或
安裝障礙物。
● 張貼清晰的標牌，以說明有人在裡面，衛生和距離。
● 避免一次帶大批人上洗手間（例如，避免讓所有班級的學生在午餐或休息時間後，
立即使用洗手間）或保持排成一隊列。
走廊
評估交人並張貼箭頭，標誌和地板貼花，以引導交通流向的一方。提供輪廓較大
的圓錐形，立柱或引導繩，在較大的走廊中形成走道。
● 張貼標語，鼓勵安全地問候，使用布面罩以及提醒人們在走廊走動時，不要說話，
大喊大叫，和唱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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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場所
指定“護理室”
現場必須為有病的人指定一個區域，在等待評估和回家時可以隔離他們。請參閱附錄 E。
此房間必須與用於常規衛生程序，急救和藥物的急救室分開。
•

確保良好的通風。

•

確保提供以下用品：洗手液，一次性口罩，面罩，手套，消毒劑，溫度計，帶襯裡
的垃圾桶。
每次使用後必須對房間進行消毒。為了減少暴露風險，請等待 24 小時再進行清潔
和消毒。如果無法等待 24 小時，請在可行範圍內，等盡可能長時間才清理消毒。
房間必須靠近員工並受到監督。

•
•
•

如果不止一個人生病，請與房間內的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並保持盡可能多的
通風。

同類群組
同類群組（有時稱為“群集”）是一種通過限制組之間的交叉接觸來防止 COVID-19 傳播的
策略。這些策略通過將團體個人（例如學生和教職員工）保持在一起而起作用。隊列中的
個體將盡可能實際限制與其他隊列的身體接近度。在中學裡，不可能進行隊列訓練。為了
確保中學生可以學習他們需要的課程和內容，學生和教職員工可能會成為有不同學生群體
幾個教室的一部分。
同類群組的好處：
• 減少暴露或傳播 COVID-19 的機會
• 打破潛在的傳播鏈
•
•
•

減少與共用表面的接觸
在發生陽性病例時，促進有效的傳染病隨訪，並且
如果在某個隊列中有陽性病例，則允許對單個隊列（即教室）進行針對性的
COVID-19 測試，檢疫和/或隔離

教室
● 在每個教室的門口，將消毒液的容器安裝在牆上。
● 如果可能，教室應打開門窗以最大程度地通風。
● 教室佈局應包括：
○ 所有學生桌子/座位之間的距離為 6 英尺
○ 必須為教學人員提供教室前面 6 英尺的連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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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在牆壁附近有足夠空間讓學生移步出書桌
○ 有限使用大枱，因爲學生可以滑動而突破個人之間 6 英尺的間距。如果使用
大枱，請在枱子的兩端劃出空白區域和備用座位，以確實保持間距
開展模仿和加強良好衛生和身體距離習慣的活動
限製材料/供應的共享；考慮個別供應袋與公共垃圾箱
對於年齡較小的學生：
○ 修改學生團結在一起的活動
○ 使用課堂材料幫助學生可以看見和了解怎樣是人與人之間 6 英尺的距離
應盡量減少涉及唱歌的活動，並且只能在戶外進行
如有必要，請利用其他校園空間進行教學活動（例如演講廳，體育館，禮堂，自助
餐廳，室外）
○ 考慮盡可能在戶外上課。設置戶外教室資源，請訪 www.greenschoolyards.org。
學校工作人員可以帶學生到戶外完成新作業；各班級可以在現有的學校花園
空間中輪流上課，動手使用學習資源；或利用遍布運動場。樹木或其他現有
結構，可在熱天用於提供陰影的戶外地點上課。
提供用於在課間或學生團體更換時對錶面進行消毒的用品和規程
工作人員在一天結束時將堆放椅子並移走垃圾，使清潔員能夠集中精力進行更多的
消毒工作
在遠程學習期間，只要員工遵循所有個人和環境公共衛生措施，他們可以利用教室
來進行遠程教學

樂隊/音樂
目前不允許進行可能性較大受呼出氣霧傳播污染的活動，例如，樂隊和合唱團練習和表演，
唱歌，叫喊，誦經和吹管樂器。涉及唱歌的教育活動，例如當天的開幕或閉幕歌曲，只能
在戶外進行。
體育課/體育
體育 PE 和壁內/校際體育活動，應僅限於不涉及與其他學生或設備進行身體接觸的活動，
除非加州/地方公共衛生官員另有建議。確保在更衣室中進行“個人衛生注意事項”（附錄 D）
包括 6 英尺身體距離和使用口罩。這將導致更衣室一次學生人數減少。
•

對於無法進行足夠距離或群組訓練的運動，僅允許在可保持身體距離情況下進行
體育鍛煉和訓練。體育鍛煉和訓練應著重於個人技能培養（例如跑步訓練和抗體重
訓練），並應在可行情況下在室外進行。室內體育鍛煉和訓練僅在縣允許下的健身
房和健身中心，才允許在室內運行或進行。

(revised 6-14-2020)

DRAFT

16 of 42

•
•
•
•

•

避免共用設備，並且在不可避免情況下，清潔和消毒不同人之間共同使用過的設備，
以減少傳播 COVID-19 的風險。
按照體育館和健身設施的指導，室內體育鍛煉和培訓或體育課期間（淋浴時除外），
每人必須戴好布面罩。
需要費勁的活動應與外界保持一定距離，不要遮蓋臉部。內部進行的活動應該是不
需要費勁的活動，並且可以用面部遮蓋物進行。
如果發現呼吸困難，應休息一下運動，如果口罩或面罩變濕並粘在運動員的面部並
阻塞呼吸，則應更換其面罩或面罩。不建議在強力運動下戴口罩（例如 N-95 口罩）
進行運動。
青少年體育節目和學校人員將向家長或監護人提供有關這些準則的信息，及在這些
環境中家長或監護人必須遵守的安全措施。

大型聚會-即會議，實地考察和集會
•

目前不允許進行室內和室外體育賽事，集會，舞蹈，集會，實地考察以及其他需要
密切接觸或促進聚會的活動。例如，比賽，賽事或比賽，無論團隊來自同一學校還
是來自不同學校，縣或州，目前都不允許

•
•
•

將實地考察過渡到虛擬環境的機會
在適當情況下將事件更改為虛擬格式
（請參閱上面 “會議”部分）為了促進組建並限制 COVID-19 在個人和班級中的傳播，
舉行會議，專業發展培訓和教育以及其他涉及虛擬空間中員工的活動

大型聚會空間-即圖書館，自助餐廳和四邊形
•

圖書館-制定標準化簽出和簽入程序來分發材料。圖書館應保持關閉狀態，由於可
能被觸碰到的項目數量和空間太多，但是可按照“共享物品/用品”準則來分配項目

•

自助餐廳-在可行情況下，在戶外或教室內用餐，而不是在自助餐廳或團體餐廳。
在必須使用自助餐廳或團體要用餐室地方的時候，老師將學生分組，確保身體距離，
並考慮分配座位。提供單獨餐盤或袋裝食物。避免共享食物和器皿以及避免自助餐
或家庭式餐點
其他寬敞空間：使用佔有空間時，確保保持身體距離的措施，面部遮罩和所有其他

•

公共衛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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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區域
為需要額外支持，學習區，課後輔導或遠程學習期間訪問互聯網的學生，考慮向他們提供
一個安全地方。
● 使用膠帶，標牌等將這些區域設置為符合疏導準則。
● 在入口處提供洗手或洗手液和布面罩。
● 張貼清晰的標牌，以說明居住，衛生和距離。
● 提供用品來消毒學生之間使用過的表面。
下課休息區/操場和遊戲區
保持隊列或小組；不鼓勵大批學生混在一起
交替操場的使用，不允許多個班級一起玩
限制多個班級互動的活動
休息前後要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盡可能與其他孩子保持至少 6 英尺的空間
○ 在可能情況下，設立視覺提示來顯示身體間距
○ 當學生在操場外面玩耍走動並保持至少 6 英尺身體距離，可以脫掉布面罩
● 評估需要消毒的可行性開放式遊樂設施，評估團體間高接觸區域的遊樂設施的風險
是否需要進行消毒
● 靈活安排課間休息的政策和教師的時間，以監督課間休息情況
● 如果外面有野餐長凳或座位- 請提供視覺提示以加強 6 英尺間距
●
●
●
●
●

校車/交通：
校車上必須遵守所有“個人衛生指導”。為了在校車上進行實際疏導，必須減少座位數目。
這樣可能需要使用座位表來指定可用的座位。
● 教育父母和學生必須採取的步驟，以確保他們在裝卸過程中的安全。
● 如果學生明顯生病，則將要求父母將其帶回家並遵守“留在家裡的要求”附錄 B
● 確定在校車的車站以及上車下車時候身體相距 6 英尺。
● 除非有禁忌之意，否則所有乘車者在等候校車和乘坐校車時均應佩戴布面罩。
● 每個乘車者在進入巴士前必須使用洗手液。
• CDPH 指南承認，在公交車上可能無法進行 6 英尺身體間隔，因此必需要有面部的
遮蓋物。身體距離應在可行範圍內最大化。
● 打開/部分打開窗戶，請確保通風良好。
● 採取以下措施來防止學生相互走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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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每天在接送時候若發現任何有 COVID-19 症狀的個人後，均應進行徹底清潔
和消毒
● 校車司機應獲得消毒濕巾和一次性手套，以支持白天經常觸摸過表面的消毒
● 住在同一家庭的學生可以一起坐在公共汽車上
●

到學校或工作場所
必須到學校或工作場所執行職責的員工，要與其他員工，學生或家庭進行互動卻無法通過
電話或視頻會議來推遲或完成任務的員工，請使用以下準則。這些員工在去現場工作前必
須遵守“恢復健康”計劃中概述的所有標準健康的預防措。
情景 1：員工必須到現場工作
1.至少在上班前 24 小時與主管，負責人和營運經理核對才去現場，獲計劃批准，並確
保進行後期消毒-或製定並遵循定期時間表，來安排職員到現場工作
2.所有員工必須按照每個站點已建立的流程來簽入和簽出。說明工作人員使用空間
3.工作人員對任何健康問題，接觸過 COVID-19 和/或國際旅行後要進行自我篩查
4.在工作時間出現在學區所有地點，員工將遵守個人和實體環境裡公共衛生緩解的所有
措施
5.員工不會將其他非員工或沒有合法業務的人帶到工作地點
情景 2：物料交遞
1.工作人員將遵循“情景 1：現場工作人員的基本守則”中概述的所有措施。
2.工作人員將提醒參與者注意公共衛生的所有措施，並放置可見標牌加強這些做法
3.轉交之前，請設置計劃和位置，以確保安全的互動和分發：
○ 鼓勵接收者開車上來並留在車上裡等待領取
○ 要求家長/監護人到達現場後，在車窗上貼上帶有學生姓名的標牌或文字提示
○ 錯開領取時間或相遇時間，避免長時間等待，始終保持 6 英尺或更多的距離
○ 在工作人員和接收者之間建立實體屏障，例如桌子或門
○ 確保有手套，消毒劑，薄紙和垃圾桶
○ 如果需要步行，請在該區放置標牌，確保相距 6 英尺或更多距離
○ 如果是室內分發，一次最多可允許 3 個人在裡面排隊，其餘的人在外面排成一行，
距離相差 6 英尺或更多距離
○ 盡可能保持門窗打開以增加空氣流通
4.分發前 24 小時先分類，並把散裝紙用信封預先裝好。書本無需進行消毒，但可以在
分發前隔離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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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人員用乾淨洗過的手的或戴手套的手來處理設備/藥物/用品。
6.工作人員在分發前，使用學區認可的消毒劑，用 70％酒精溶液或消毒抹布對非紙張類
物品進行清潔和消毒。
7.工作人員會將物品放在安全的距離乾淨的表面上，以便接收者拿起。避免觸摸收件人
或收件人的車輛
8.在接觸過或有污染危險的任何東西後，需要洗手，消毒或重新戴手套
9.人員記錄分發情況-避免讓接收者觸摸任何東西
情景 3：在工作場所進行必要的會議（因無法召開虛擬會議時）
某些必要服務需要與學生進行面談。這些可能包括但不限於：教育服務或評估，視力聽力
篩查，基於學校的健康服務（即牙科服務），言語治療服務和/或心理健康服務。
1.工作人員將遵循情景 1 中概述的所有措施。
2.在會議之前，確定需要親自進行評估或治療的具體清單（以提高工作期間的效率）。
3.在電話上或虛擬地收集並共享盡可能多的信息。
4.計劃注意事項：
在會議之前通知主管，負責人/營運經理，確保完成消毒後的工作。保持面對面的
會議時間盡可能縮短
● 與家長/監護人安排預約時，盡可能避免遠程學習時間
● 如果要評估多個學生，則應在預約之間留出時間，以避免家庭之間的重疊和疏忽。
5.預选和會前通話
●

建議與會者在現場時必須始終戴好臉罩並保持 6 英尺的距離。
● 在預約前一天致電家長/監護人，按照學區檢測政策計劃對現場個人進行健康檢查。
○ 如果計劃來的人未通過健康檢查，請重新安排約會
●
通知家長/監護人到達現場後，將再次對其進行篩查，並提供學區篩查政策的提示。
●

通知家長，對於年齡較大的學生一旦通過健康檢查，家長可以離開。
● 提醒家人在可能情況下不要帶別人去。有多個孩子的家長可能會被要求在外面等。
操場不可用。
● 建議他們通過學校大門進入，登記並獲得訪客通行證。
● 盡可能完成更多業務，盡可能通過電話或以虛擬完成歷史記錄，填寫表格等。
6.會議準則
● 準備會議區
○ 識別較大的房間或區域，外部通風良好/有新鮮空氣或在室外進行會議
○ 確定已張貼了健康預防措施的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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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保持 6 英尺以上距離來設置空間，例如，把實體障礙物，桌子，櫃檯，
椅子分開放置
○ 會議前用手套和用學區認可的消毒劑來擦拭所有桌子
○ 提供紙巾，提供有襯裡及無接觸式垃圾籃和洗手液
○ 為沒有帶面罩的人提供面罩
● 所有人員必須通過總辦公室進入，到達任何地點都必須登記並進行或確認健康檢查
●
如果未在前台辦公室進行，與預約人一起的員工將根據學區檢查政策進行健康檢查。
所有人都必須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 如果有任何人未通過健康檢查，可能無法參加並且可能需要重新安排會議時間
● 提醒參與者在每個標牌上遵循公共衛生措施-保持至少 6 英尺身體距離，並戴好臉罩
● 避免身體接觸，例如握手或擁抱-建立非接觸式問候信號
● 會議盡可能短。盡量減少基本對話的交談
●
如果需要簽署文件，請在觸摸紙或筆之前和之後，洗手或使用洗手液。建議每個人
盡可能使用自己的筆
● 在會議之間用手套和用學區認可的消毒劑來消毒桌子和其他表面
● 離開現場前，要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 到家後要洗手。
○

情景 4：上門做家訪
制定了以下準則，以確保在進行家訪時能確保員工和家人的安全
必要。當用盡所有其他形式的建立聯繫（致電和發短信給所有電話號碼，緊急聯繫電話，
電子郵件地址等）時，就可以完成家訪。
員工可能需要出入社區進行必要的家訪的場景可能包括：
但不限於：
與家人建立聯繫
● 檢查學生的健康狀況
● 交流信息
● 運送或領取物品
●

員工將遵循這些建議來減少自己和社區成員接觸 COVID-19 的風險。有關更多信息請諮詢
您學校的護士或 SCUSD 衛生服務部門
1.工作人員將遵循情景 1：工作現場人員的基本存在和方案 2：材料交付中概述所有措施。
2.如果電話號碼有效，請留下語音郵件或以短信告知計劃什麼時候進行家訪（日期/時間
範圍）包括做家訪的目的
3.為了安全起見，請將您的計劃通知您的主管。建議與其他工作人員進行家訪。除非他們
是同一個家庭的成員，否則工作人員應乘坐分開的汽車開車前往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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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達家時，再次嘗試電話聯繫。如果沒有人答話，便進行下一步的家訪流程
5.戴上你的臉罩
6.敲門，然後按照身體距離的指南，向後移動 6 英尺。
7.戴上臉罩在門口等，宣布自己是誰以及所屬的學校。確實讓別人見到您學區的工作牌
a。作自我介紹，例如：“您好，我是（訪客姓名，職務，學校名稱，我希望與學生的
家長/監護人交談，話題，（或放下資料等）。
8.不要進入家中。留在戶外，確保所有訪客的安全。
9.保持簡短對話。並安排續後的跟進，通過電話，短信，Zoom 視屏等方式進行。
10.如有可能，應將剩餘資料放在乾淨高架表面上（例如，門廊長凳，汽車引擎蓋，門把
手上方等）並在家長/監護人的觀察下，同時保持 6 英尺距離。
11.將收到的所有物品放入信封或袋子。
12.如果沒有人回答，將名片留在門口，上面附有回電號碼，短信或電子郵件信息。
13.返回汽車後，使用洗手液（如果有）。如有必要，對收到的所有物品和個人物品進行
消毒。適當地取下正面部覆蓋物，將面部覆蓋物放入紙袋中（如果有）。再次消毒雙手。
SCUSD 在 COVID-19 期間消毒防護的程序
消毒物資
由于冠狀病毒 COVID-19 的空前性及其周圍意識，沙加緬度市聯合學區了解到為了保護
自己免受可能感染的渴望。學區將集中採購這些物資。
由於州和聯邦為了學生健康和安全，制定了適當政策，通常可能在家中使用的個人物品，
除非經過加州農藥部法規的適當培訓，否則不允許在學校使用。
出於安全原因，不允許將噴霧劑容器用於學校場所。
當學區竭盡全力確保在我們學校校園內補充物資時，以下是學區建議個人可以採購和使用
的物品清單：

消毒洗手液
目前全國范圍內物品短缺，並且由於需求量大而供應有限。建議洗手液至少含 60％-65％
的酒精，以殺死病毒和任何其他細菌。

消毒濕巾
消毒濕巾是有效且允許的，但閱讀並遵守所有說明是很重要。如果不讓產品在表面上停留
足夠時間通常為 5 分鐘，則不會殺死所有病毒或細菌。而且擦拭巾僅在小範圍內有效。
例如，一張大桌子或多張桌子需要用多塊濕巾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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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使用前，都必須閱讀並遵守任何清潔產品的說明，這一點至關重要。

正確的消毒程序：
●

全天定期對高接觸的區域進行消毒。學校經常接觸的表面包括但不限於：
○ 門把手
○ 檯子
○ 學生書桌
○ 電燈開關
○ 椅子
○ 水槽手柄
○

廁所表面

庫存控制
訂購用品以開始並計劃庫存的管理：
○ 布面罩- 鼓勵學生和教職員工使用自己的布面罩
○ 病房用一次性的口罩。
○ 病房和教師的面罩或護目鏡
○ 洗手液-在每個課室房間，供每人使用
○ 噴霧瓶，消毒劑和擦手紙-每個房間都要清潔表面
○ 手套-用於嘔吐或幫助生病或受傷的學生時使用
○ 量體溫器- 每個病房需要的體溫計。
○ 如果現場洗手糟不足，用洗手站。
● 個人防護設備的庫存
●

用中央地點/系統的正確訂購程序
● 只使用經過學區認可的產品
●

對傳染病應對的小組
學區和學校現場的 COVID-19 響應小組負責確定執行公共衛生的措施。
學校現場的響應團隊
學校場地安全計劃將納入計劃，確定所有公共衛生措施得到實施和獲得對 COVID-19 關切
的應對。學校現場將指定人手擔任 COVID-19 響應小組成員的角色，這些成員將定期交流
遵循這些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如果遇到 COVID-19 問題，工作人員應知道與誰聯繫。學校工作人員將遵循 SCUSD 社區
中“管理疾病和防止 COVID-19 傳播的程序”中概述的所有步驟。指派的學校護士是接受過
培訓，負責協調文件記錄和跟踪可能接觸的情況，以便及時，負責地通知當地衛生官員，
員工和家庭。學區將對每次 COVID-19 的疾病事件進行審查，並根據需要對程序進行修訂
或更新，以防止進一步發生病例。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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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的響應團隊
學區應例行修訂和更新計劃程序，確定所有公共衛生措施得到實施並回應對 COVID-19
的關注。指派部門負責人確定實施和遵循公共衛生緩解措施。對 COVID-19 問題作任何
回應的程序概述 - 請參閱 SCUSD 社區中“管理疾病和防止 COVID-19 傳播的程序”。

在 SCUSD 社區中管理疾病和防止 COVID-19 傳播的程序
以下協議可幫助學區快速識別傳染病，防止在 SCUSD 社區內的傳播並減少潛在危害。
學區的反應取決於疾病的類型和數量，並根據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 SCPH 的指示而定。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學區正在採取加強預防措施，並在州和縣衛生部門的指導下
加強監視。協議和程序可能會根據公共衛生狀況而改變。
在等待 COVID-19 疫苗和/或治療時，我們必須共同努力降低社區的風險。為幫助防止
COVID-19 在社區中傳播，沙加緬度市聯合學校護士將支持 SCPH 跟進學區內的傳染病。
當區內有人生病因被懷疑患上或已被確診患上 COVID-19 疾病時，應遵循以下跟進行動
的指南。這些準則是根據 2020 年 7 月 17 日發布最新州規定的指南。
校園工作人員的職責：
1. 現場必須為有人生病而做好準備。有疾病症狀的個人必須立即被分開，以防止疾病

傳染給他人。患病的個人應根據症狀嚴重程度讓家長回家或去醫療機構。（有關在
校園內設置病房與急救室的更多信息和想法，請參閱附錄 E；在 COVID-19 大流行
期間如何照顧生病學生，附錄 F）How to take care of Sick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生病的學生和生病的員工必須：
● 與其他學生/職員迅速分開，直到被家長/監護人接走或能夠回家
●
●
●
●

●
●

(revised 6-14-2020)

與其他人保持 6 英尺以上距離，最好在通風良好的單獨房間中
戴一次性口罩
出勤人員在協助病患者時必須使用標準預防措施。對於可疑的 COVID-19，
這包括一次性口罩，眼罩/面罩和手套
致電家長/監護人立即接回家
i.
如果家長/監護人無法接送學生，請考慮安排接送學生回家的程序
ii.
向家長/監護人或工作人員提供“待在家中/何時返回學校”指示
在學生/職員離開後和在其他人使用之前，對所有表面進行消毒
如果懷疑是 COVID-19，請聯繫學校護士或健康服務。遵循《傳染病指南》
通知衛生服務部門可能爆發的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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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學生或工作人員缺勤時收集並跟踪與疾病有關的缺勤信息。
○ 按照沙加緬度縣衛生署的指示，培訓出勤人員以支持合同追踪
○

負責將出勤率數據輸入 Infinite 校園的學校工作人員，還將在“評論”部分
中列出疾病原因，症狀和發作日期

3. 遵守 HIPAA 保密法律，指出對傳染病的關注是機密，除了根據以下規定向 SSHS

報告外，所有工作人員均應保護健康信息。
4. 根據住宿要求（附錄 B），要求學生和教職工留在家中
●如果出現以下疾病症狀，請留在家中：發燒或發冷（100.4 度或更高），咳嗽，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疲勞，肌肉或身體疼痛，頭痛，新的味覺或氣味喪失，喉嚨
痛，充血或流鼻涕，噁心或嘔吐或腹瀉
*如有更改，請經 CDC 修改
●如果由於 COVID-19 預防措施而被醫生或衛生部門建議隔離或隔離，請留在家
中。原因包括
○最近與 COVID-19 的人聯繫
○最近使用 COVID-19 診斷
○最近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旅行
●如果沒有發燒藥物，至少有 24 小時沒有發燒，請重新上學或工作；自症狀首次
出現後至少 10 天，症狀有所改善，或在規定的隔離/隔離期後（如果適用）
5. 在以下高風險情況下，警報 COVID 響應團隊負責人或站點管理員：
●10％的無症狀學生
●25％的教室缺少類似症狀
●一名工作人員，學生或家庭成員報告診斷或接觸到 COVID-19
學校響應 COVID 小組領導將聯繫支持學生和健康服務部門:
1. Paula Kuhlman, Lead School Nurse 學校首席護士
- (916) 643-9150; 手機: (916) 320-1538
email: paula-kuhlman@scusd.edu
2. Victoria Flores – Director III, Student Support and Health Services 支持學生和衛生服

務主任
- (916) 643-9144;手機: (916) 752-3643
Email: victoria-flores@scusd.edu
3. Rebecca Wall, Health Services Technician 衛生服務技術員
- (916) 643-7963; 手機(916) 826-3513
email: rebecca-wall@scusd.edu
4. Health Services Main Line 衛生服務總線– (916) 643-9412

6. 根據縣衛生部門的命令，根據學生支持和衛生服務的建議，可能需要進行其他活動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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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學生和衛生服務（SSHS）的職責：
傳染病的監測和應對是衛生服務人員一項持續責任。SSHS 將遵循 SCUSD 社區中 COVID19 案例程序中概述的指導原則和程序，響應積極案例並密切聯繫，減少 COVID-19 在社區

中的傳播。
●SSHS 員工將核實任何舉報的問題，包括直接與家庭/員工交談
●SSHS 將保持最新信息，向學區和學校管理員更新有關 CDC，SCPH 和 CDPH 指導
●SSHS 將協調對已報告案例的響應。他們將為個人，家庭，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提
供有關檢疫，隔離和測試的信息和指導，以確保遵守公共衛生協議
SCUSD 社區中 COVID-19 的程序

定義
案例：某人的 COVID-19（SARS-CoV-2）檢測呈陽性
密切接觸：某人與 COVID-19 感染者在傳染時期（無論是否戴著口罩）相距 6 英尺之內達
15 分鐘或更長的時間。該人具有傳染性時間是症狀開始的兩天，直到隔離期結束。某些
學校可能難以確定什麼人是符合這些條件。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小組可能被視為密友，
尤其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在一起的時候。
與“親密接觸”接觸過的人無需隔離，並可以繼續工作。例如，如果無症狀的僱員打電話
給主管，通知他們由於確診病例是密切聯繫而被要求留在家裡，那麼他們在工作中的聯繫
就不會被認為是暴露的，也不需要採取任何特殊的預防措施。應該允許他們繼續工作。
同類群組：擁有固定成員資格的穩定群體，可以保持在一起或一起工作，並且與其他人
或同類群組的聯繫有限。
通訊
當案例實際出現在工作現場時，向社區提供已知暴露案例的聲明。這些通信可為社區提供
有關潛在風險的建議，向社區介紹該地區的行動，提供衛生服務的聯繫信息，以及加強公
共衛生指導。
檢疫：從最後一次接觸之日起 14 天，此人必須待在家裡，與他人分開並遵守其他預防措
施。請參閱薩克拉曼多縣家庭隔離令和指南。
隔離：在一段時間內，懷疑或確認患有 COVID-19 感染的人必須待在家裡，與他人分開
並遵循其他預防措施。隔離在患者症狀改善，發燒至少 24 小時以及症狀出現之日起至少
10 天后結束。請參閱沙加緬度縣家庭隔離令和指南。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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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冠狀病毒病症狀

●發燒或發冷
●咳嗽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
●疲勞
●肌肉或身體酸痛
●頭痛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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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新的味道或氣味
●喉嚨痛
●淤血或流鼻涕
●噁心或嘔吐
●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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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報告的程序-SCUSD 員工
*包括在地區設施工作的社區合作夥伴或承包商
情景

行動

#1

有 COVID-19 症狀的
員工

#2

緊密接觸：與確認的
COVID-19 案件有過
緊密接觸的員工

溝通

如果是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
無需溝通
如果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現場
工作
● 建議他們聯繫醫師以確定檢測的需要和
時間
o 如果檢測結果為陽性，請按照＃3
中概述的步驟進行操作
● 推薦參考居家避疫康復後才返回學校
● 如果 10%教室或 25%學校（或員工隊伍） 將與 SCPH 協商並
根據指導進行溝通
出現類似症狀，將諮詢 SCPH，SCUSD
學區將遵循 SCPH 所提供的任何指導
重返工作崗位
● 在以下情況，員工可以返回工作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且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自症狀初出現以來至少有 10 天。
或者
o COVID-19 檢測為陰性並且
o 員工被醫生准許重返工作崗位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

如果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
如果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工作
現場
● 確保已進行常規消毒
● 衛生服務部門將要求提供證明該案取得
陽性成果的文件。案件，案件的醫生或
沙加緬度縣都可以提供。員工可以致電
916-875-5881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HHS●
●

如果員工已經親自
上班報到，請考慮
與 SCUSD 社區的
成 員 就 COVID-19
緊密接觸事情進行
口頭或書面溝通

PublicHealth@saccounty.net

員工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 建議他們聯繫醫生以確定檢測的需要和
時間。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

重返工作崗位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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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案件緊密接觸從最後一天算起，14 天
之後員工可以返回工作現場
○ 其他員工無需進行自我隔離- 僅
緊密接觸人必須隔離
○ 接觸人的接觸人是無需自我隔離
○ 如果員工是照護人或無法與案件
脫離則需要自我隔離 14 天在家庭
隔離案件結束後。例如，如果是
僱員的孩子，僱員必須自我隔離
14 天若孩子從隔離中康復並獲得
釋放後，可能是 21 天或更長時間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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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名已確診患上
COVID-19 的員工
（案例）

●

●

●
●
●
●
●

●

如果是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
如果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工作
現場
如果員工過去 7 天內一直在工作現場，請
暫時關閉員工工作區。當工作區消毒後
即可重新開放
獲取陽性檢測的證實文件
報告陽性案例並諮詢 SCPH
員工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與 SCPH 協調，進行接觸傳染病的跟進以
確定 SCUSD 學區內的任何密切接觸
與案件有緊密接觸的員工需要遵循“＃2。
員工有緊密接觸”並自我隔離 14 天。未與
案件緊密接觸的員工則無需檢疫或檢測
o 在某些學校環境中可能難以確定
個人是否符合此標準，並且可能
需要考慮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
人群，特別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
在一起時
工作場所/隊列可能保持開放狀態。如果
員工親自報告上班，並且是教室/隊列的
一部分，則教室/隊列將關閉。個人可能
是幾個教室一部分。關閉教室，隊列，
學校或工作場所的決定，是取決於每種
情況獨特因素以及社區中的感染程度，
並與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局共同製定。

若員工在染病期間
親自報到工作地點
則會發送書面或者
口頭溝通以提醒
SCUSD 社 區 有 關
已 確 診 COVID-19
病例和學區的行動
信息

重返工作崗位
● 如果員工最早出現症狀，他們可能會回
到工作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症狀首次出現後至少 10 天
● 如果員工沒有出現症狀，他們最早可能
會返回工作現場
o 自檢測之日起至少已過 10 天，並
o 自檢測日起他們沒有出現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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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報告的程序-SCUSD 學生
對於任何可疑或確診患 COVID-19 疾病或接觸過確診 COVID-19 疾病的學生，家長/監護人
必須告知學校。
情景
#1

#2

行動
有 COVID-19 症狀的
學生

緊密接觸：與確診的
COVID-19 案件有過
緊密接觸的學生

●

如果是在學校，立即請學生回家。如果是在
家裡，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現場
● 如果參加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
● 建議家長/監護人與醫生聯繫以確定檢測需要
和時間
o 如果檢測結果為陽性，請按照＃3 中
概述的步驟來進行操作
● 推薦參考居家避疫康復才後返回學校
● 若 10%教室或 25%學校（或隊列學生）出現
類似症狀，學區將諮詢 SCPH，SCUSD 學區
將遵循 SCPH 所提供的任何指導
重返學校
● 在以下情況，學生可以返回學校：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且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自症狀初出現以來至少有 10 天
或者
o COVID-19 檢測為陰性並且
o 被醫生准許重返學校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
●
●
●

●
●
●
●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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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如果在學校現場，請立即將其送回家。
如果是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現場
確保已進行常規消毒
衛生服務部門將要求提供該案取得陽性成果
的文件。案件，案件醫生或沙加緬度縣可以
提供。家長/監護人可以致電 916-875-5881
或發電子郵件 HHS-PublicHealth@saccounty.net
建議家長/監護人要學生須自我隔離。提供隔
離令和指導
建議家長/監護人聯繫醫生，以確定檢測的需
要和時間。
必要時幫助學生過渡到在線學習。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無需溝通

將與 SCPH 協商並
根據指導進行溝通

若學生已親自上學
報到，請考慮與
SCUSD 社區的成員
就 COVID-19 的緊密
接觸事情進行口頭
或書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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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學校
● 與案件緊密接觸從最後一天算起，隔 14 天
之後學生可以返回學校現場
○ 其他學生或員工無需進行自我隔離僅緊密接觸人必須隔離
○ 接觸人的接觸人是無需自我隔離
○ 如果學生無法與案件遠離則需要自我
隔離 14 天在家庭隔離案件結束後。
例如若學生的家長 / 監護人是案例，
學生須自我隔離 14 天在家長/監護人
從隔離中康復並獲釋放後，可能要
21 天或更長時間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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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名已確診患上
COVID-19 的學生

●

（案例）

●
●
●
●
●
●
●

●

●
●

如果是在學校現場，立即請學生回家。
如果是在家，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現場
如果是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
如果學生過去 7 天內一直在學校，請暫時
關閉課室。當課室消毒後即可重新開放
獲取陽性檢測的證實文件
報告陽性案例並諮詢 SCPH
學生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與 SCPH 協調，進行接觸傳染病的跟進以
確定 SCUSD 學區內的任何密切接觸
與案件有緊密接觸的學生或員工，需要
遵循“ ＃2。 學生/職員有緊密接觸”並自我
隔離 14 天。
o 在某些學校環境中可能難以確定
個人是否符合此標準，並且可能
需要考慮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
人群，特別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
在一起時
未與案件緊密接觸的學生/職員，則無需
檢疫或檢測
必要時幫助學生過渡到在線學習。
學校可能保持開放狀態。如果學生實際
報到上學，並且是教室/隊列一部分，則
教室/隊列將關閉。個人可能是幾個教室
的一部分。關閉教室，隊列，或學校的
決定取決於每種情況獨特因素以及社區
中的感染程度，並將與沙加緬度縣公共
衛生局共同製定。

若學生在染病期間
親自到學校地點則
會發送書面或口頭
溝通以提醒 SCUSD
社區有關已確診
COVID-19 病 例 和
學區的行動信息

重返學校
● 如果學生最早出現症狀，他們可能會回
到學校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症狀首次出現後至少 10 天
● 如果學生沒有出現症狀，他們最早可能
會返回學校現場
o 自檢測之日起至少已過 10 天，並
o 自檢測日起他們沒有出現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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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COVID-19 and Reopening In-Person Learning
Framework for K-12 Schools in California, 2020-2021 School Year, CDPH, July 17, 2020
CoCOVICOVID-19 INDUSTRY GUIDANCE: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CDPH, 2020 年 7 月 17 日
Sacramento Health Alerts and Advisory
Sac County Self-Isolation Order Sac County Self-quarantine Order
Sacramento County Home Isolation Guidance
Sacramento County Home Quarantine Guidance

開放和關閉教室，學校所在地或學區標準
面授和學校重新開放標準
我們學校和學區是位于地方衛生管轄區 LHJ 裡，如果在前 14 天內未列入縣監視清單中，
則可以隨時重新開放以面對面方式教導學生。其他標準也將與 SCPH 一起審核，包括：
● 當地流行病學數據，包括每 10 萬人口的病例
● 檢測能力
● 檢測結果呈陽性比率
● 傳染病跟進能力
● 當地準備支持醫療保健的激增
● 弱勢群體
● 實施和遵守公共衛生措施的能力
關閉條件
雖然被視為“緊密接觸”的人員必須進行隔離- 但應注意，一旦對空間進行了消毒，就可以
安全地使用該空間。
課堂關閉
在某些學校環境中，可能難以確定個人是否符合“緊密接觸”標準，並且可能需要考慮整個
隊列，班級或其他群體的接觸層面，特別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在一起。如果教室社區內的
任何個人對 COVID-19 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則教室將關閉，教室社區內所有人都將被隔離。
在這段時間內，教學將轉向遠程學習。“緊密接觸”的接觸人不需要隔離，並可以繼續履行
其典型職責。學校可能保持開放。一旦實體空間被消毒，就可以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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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通常會在 14 天隔離後恢復使用，以下是發生情況
• 對使用的教室/區域進行消毒（一旦空間經過消毒，就可以安全地使用）
• 公共衛生的調查
• 向當地公共衛生部門諮詢
學校關閉
建議根據個案數量對 COVID-19 呈陽性的教師/學生/教職員的百分比並與 SCPH 協商後，
建議個別學校關閉。在以下情況下，個別學校停課可能是合適的：
• 在學校多個隊列中有多個案例時，或
• 在 14 天時間內，至少有 5%的教師/學生/教職員工為案例，具體取決於學校的規模
和實際佈局
學校通常會在隔離 14 天后重新開放，並且發生了以下情況
• 清潔和消毒（現場可安全使用的空間已消毒）
• 公共衛生調查
• 向當地公共衛生部門諮詢
學區關閉
與 SCPH 協商後，如果學區 25%或更多學校在 14 天內因 COVID-19 而關閉，則將考慮關閉
全學區。例如，由於 COVID-19，在同 2 週內關閉了 19 所學校。SCPH 還可能出於其他原
因（包括來自公共衛生調查的結果或其他當地流行病學數據）確定有必要關閉學校和/或
全學區範圍。SCUSD 學區將與 SCPH 緊密合作，以確定何時可以安全地重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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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職員的角色和職責
這些角色和責任必須與負責人廣泛分享，應包括在《員工手冊》，《學生/家長手冊》，
計劃本子或其他溝通方式中。
行政人員：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是

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公共衛生措施。教大家互相糾正是可以的- 在提醒人們公
共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更改學校的身體距離/實施策略，以實施緩解措施。
❏ 為學生和員工提供頻繁通訊有關 COVID-19 和感冒/流感的預防工作。以所有方式電子郵件，喇叭公告，教師公告，標牌以及在員工會議上的直接指導。
❏ 指定聯絡人負責應對 COVID-19 問題。員工應該知道他們是誰以及如何联系他們。
❏ 確定將海報貼在有衝擊的地區。所有廁所，教室和公共場所的招牌均應可見。定期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信息。廣泛分發傳單和海報有關以下主題：
❏ COVID-19 的徵兆和症狀
❏ 身體距離
❏ 面部遮蓋的指導
❏ 生病時待在家裡
❏ 咳嗽和打噴嚏衛生
❏ 入數限制
❏ 心理健康和危機支持熱線
❏ 知道並確定員工能遵循“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疾病的傳染病應對方案”。如果發生
以下情況，請立即聯繫衛生服務：
❏ 學生或教職員工被診斷出，被懷疑患有 COVID-19 或其他可報告的傳染病
❏ 如果學校大量人或任何單個班級的學生有類似症狀的疾病，請諮詢健康服務
❏ 確保教職員為學生提供遠程學習機會，給滿分的選擇，以及延長時間讓學生完成和
補交作業，缺勤原因是與疾病相關而導致遺漏作業。
❏ 確定每天及時輸入教職工和學生出勤情況。記錄並注意任何類似症狀的缺勤模式。
❏ 鼓勵電子通訊，包括提交和/或共享電子表格（文件需要簽名，提交家庭作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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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病學生提供指定空間並進行監督，直到生病學生可以回家為止（即生病學生
區），其他人不會使用它。
❏ 為需要急救，藥物管理，學校程序等學生提供指定空間和監督（例如良好學生區）
❏ 將有病徵或症狀的學生或教職員工送回家中，加強“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
❏ 確定辦公室人員擁有適當資源來支持生病的學生或工作人員，包括非接觸式體溫計，面罩
/口罩，水和洗手液，消毒洗手液，面巾紙，手套，護目鏡或護面罩。
❏ 請遵循支持學生和健康服務 SSHS 和沙加缅度縣公共衛生 SCPH 提供的任何指導。
❏ 確定所有合適員工（包括所有替代員工）都知道有健康需求的學生，並熟悉任何緊急護理
計劃。
❏ 鼓勵在壓力下促進成人 Adults 和兒童 Children 積極應對的活動和策略。
❏ 指導任何對 District 學區資源和 SCPH 資源有高度關注的人。與學校護士/支持學生和健康
服務部人員討論問題。

辦公室人員/出勤人員：
❏ 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廣泛分發以下主題的傳單和海報：身體距離，布面蓋，洗手 handwashing，咳嗽
cough/感冒衛生及生病時在家。確定在每個入口，教室，廁所和其他有影響力區域
貼上海報。定期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信息。
❏ 鼓勵電子通訊，包括提交和/或共享電子表格（即需要簽名的文件）。
❏ 確定辦公室工作人員有足夠資源來支持患病學生或員工，包括面罩/口罩，非接觸

式體溫計，水和洗手液，面巾紙，手套和護目鏡。
❏ 將有病徵或症狀的學生或教職員工送回家，加強“居家規定” （附錄 B）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 為生病的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隔離空間，直到他們能夠回家
❏ 加強家長的健康預防措施- 戴上面罩，口罩，使用洗手液，保持距離。
❏ 確定每天及時輸入教職工的出勤情況。
❏ 如果獲吩咐在 Infinite Campus 中記錄學生的疾病症狀，請遵循步驟
❏ 了解並與家長溝通有關生病和接觸過疾病的學生留在家裡 Stay at Home Guidelines 。
❏ 與學校護士一起遵循規程，以降低傳染性學生進入校園的風險。
❏ 直接向學校護士或其家庭醫生詢問有關健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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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發生以下情況，請遵循“傳染病報告程序”- 立即聯繫支持學生和衛生服務：
❏ 學生或教職員工被診斷出患有，懷疑患有 COVID-19 或其他傳染病

❏ 大量教職員工或學生生病時有相似的症狀
❏ 確定所有合適員工（包括所有替代員工）都了解有健康需求的學生並熟悉任何緊急
護理的計劃
維修管理/清潔人員：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 -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確定學校有足夠的洗手用品，面巾紙，經學區批准的消毒清潔劑等用品。
❏ 保持庫存消毒材料和個人防護設備，確定准備就緒-根據需要訂購其他用品。
❏ 常規消毒：每天對所有高接觸共用的區域和個人防護設備確定准備就緒–如果需要

訂購額外用品
❏ 按照學區既定準則，應當對高接觸區和生病學生或教職員區進行常規消毒。
❏ 遵循所有已建立的學區規程進行清潔和消毒。
❏ 如果需要大規模的深度消毒/清潔，請與運營部門聯繫。
❏ 鼓勵電子通訊，包括提交和/或共享電子表格（即需要簽名或訂單的文件）。

餐飲服務人員：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遵守減少疾病傳播風險的部門政策
❏ 送餐的單程通道
❏ 增加封閉區域（打開門和窗戶）的通風
❏ 遵守所有營養服務消毒劑規程和程序
❏ 確定您地方有以下用品-洗手液，面巾紙，襯裡垃圾桶（需要每天更換），

濕巾或噴霧劑，紙巾，手套和臉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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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加強學生遵守健康預防措施
❏始終保持身體距離-至少 6 英尺。
❏確保遵守每個教室中每個人的最大佔用量。
❏在所有共享空間中提供醒目的地板標記。
❏確定所有教職員工都遵守面部遮蓋方案
❏桌子必需面向同一方向。
❏確定所有教職員工都遵守面部遮蓋方案
❏確定洗手/洗手液的定期時間-包括上學/上課時，進餐前，每當進入新房間
時，回家之前。
❏播放視頻教正確洗手程序 show videos that teach the proper procedures for handwashing
❏打開門窗。盡量大化房間的通風。
❏讓學生在下課之間或進餐時（隊列）保持在一起。
❏確定進餐時保持距離協議-使用其他位置，例如教室或室外。
❏關閉教室中的共享空間-刪除閱讀角或閒逛空間
❏確定所有學生都有單獨補給品，並且不共享食物或物品。存放個人物品-背包
/夾克/午餐袋在學生處。
❏確定您的教室配有以下獲學域批准的用品–洗手液，額外的面罩，面巾紙，
帶襯裡的垃圾桶（每天更換），噴霧劑和紙巾。
❏在每個學生之後，對共享設備進行消毒，例如書桌，電腦，鋼琴鍵盤，實驗
室設備，木材或汽車修理工具等。
❏限制訪客/志願者進入教室- 僅允許必要的訪客/志願者參加。
❏ 將任何明顯生病的學生或感覺不舒服的學生送到辦公室：
❏ 學生出現以下症狀：異常疲勞，咳嗽，打噴嚏，流鼻涕，嘔吐，腹瀉，發燒

/臉頰發紅，不做運動時發汗，眼睛紅/硬皮的眼睛。
❏ 確實知道班上所有有健康需要的學生，並熟悉他們緊急護理計劃，包括為代課老師
提供此信息。
❏ 如果隊列中的學生每天需要藥物治療，老師可以在教室裡管理藥物治療，以限制學
生去辦公室的需要。 將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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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護士：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掌握有關傳染病管理的公共衛生和學區指南最新信息，並為管理員和員工提供有關
疾病風險和預防措施的準確信息。
❏ 遵循 SCPH 準則以支持傳染病跟進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
❏ 根據需要向學校站點管理員和人員提供培訓和信息。
❏ 參加會議以支持“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準則。提供培訓，
監測和加強學區程序，以及由於傳染病跟進而衛生部門要求的任何新程序。
❏ 與管理人員合作，按照指南設置病房和急救室。見附錄 E。
❏ 鼓勵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疾病傳播的風險。識別風險並與員工一起改善行為。
❏ 在學生或教職員工中尋找明顯疾病徵兆-協助確定現場有檢查用品，包括用於檢查

體溫的體溫器。
❏ 如果可能，學校護士，護士實習生或其他社區合作夥伴將提供有關保持健康和預防
感冒/流感（即洗手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的課程。
❏ 加強標準的健康規程，通過培訓工作人員能夠識別和讓任何生病的學生或工作人員

回家，按照“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
❏ 按照傳染病圖表 Communicable Disease Chart, 對所有傳染病，遵循“ COVID-19 大流行

期間疾病的傳染病應對方案”，並根據需要聯繫適當的 SSHS 工作人員（參閱“衛生
服務政策和程序-傳染病”）。
❏ 鼓勵電子通訊，包括提交和/或共享電子表格（即需要簽名的文件等）。
支持人員：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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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或教職員工中尋找明顯疾病跡象。將明顯生病學生和工作人員轉介到辦公室
❏
❏
❏
❏

或學校護士。請注意本學區居《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
鼓勵在成人 Adults 和兒童 Children 承受壓力時促進積極應對的活動和策略。
鼓勵電子通訊而不是親自交流，包括提交/共享電子表格（即需要簽名文件等）。
在可行情況下提供電話支持而不是親自提供。
向學校現場管理員或學校護士報告有關可疑傳染病的任何疑慮。

學校巴士司機/接送服務：
❏ 對於學校公交接送，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積極示範並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教大家互相糾正-在提醒人們公共
衛生措施時對所有人使用“請”和“謝謝”。
❏ 確定有足夠空間在公交車站以及學校上下車區域進行實質距離
❏ 加強家長和學生必須採取的步驟，確保他們在上下車過程中的安全
❏ 每個乘客在進入巴士前必須使用洗手液。
❏ 公交座椅的佈置將達到 6 英尺的實質距離目標。標記或封閉必須空置的座位。

❏ 在可行的範圍內應將實質距離最大化
❏ 打開/部分打開的窗戶，確保良好通風。
❏ 每天在接送完任何表現出 COVID-19 症狀的個人之後，應徹底清潔和消毒公交車。

學生們:
❏ 請遵守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Individual Health Precautions for Students
and Staff” 和“實質環境緩解準則” “Mitig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
❏
❏
❏

是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讓您家長/監護人知道您是否生病，並在發燒或有其他症狀時留在家裡。
如果您在上學期間生病，請立即去學校辦公室或衛生辦公室進行檢查。
善待他人並諒解他人。在談論或提醒公眾健康時，請使用“請”和“謝謝”。
讓其他人自己選擇。請勿取笑或欺負與您家人的外表，行為或信仰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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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
❏ 請按照“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準則（附錄 B）將您孩子留在家中。如
果對“健康預防措施”準則有任何疑問，請聯繫您學校辦公室或學校護士。
❏ 當您孩子生病時，請致電學校辦公室。報告疾病症狀。
❏ 如果家中有人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 或與 COVID-19 的人有密切個人接觸，請致
電學校辦公室。
❏ 在學校現場時，請遵循所有“學生和教職工個人健康預防措施”。
❏ 個人防護措施，例如身體距離，洗手，布臉罩和咳嗽/打噴嚏的禮節等
physical distancing, handwashing, cloth face covering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是
減少 COVID-19 傳播的重要原則。 (CDC)
❏ 教您孩子公共衛生準則-在公共場合加強和實踐這些措施。
❏ 接受其他人的選擇，他們的外貌，行為或信仰可能會與您家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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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眾主要溝通的要點：
開學前的消息傳遞：
● 學校將在 2020 年秋季重新開放時，對計劃和服務進行修改，以保護兒童和教職員
免受 COVID-19 感染。學區將遵循州和縣衛生部門的指導，以實施預防措施並修改
學校計劃。
● 社區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我們的行為會相互影響。
當前 CDC 指南 CDC guidelines 概述了 5 個關鍵組成部分:隔離患病個體，個人衛生，
身體距離，使用布面罩以及對表面進行消毒。在沒有疫苗或牛群免疫情況下，這些
作用共同降低了 COVID-19 的傳播風險。
● 在年度家長通知書中打印“彼此保持安全指南” Keep Each Other Safe Guidelines 附錄
●

A。

要求家長/監護人考慮在公共場所重新用布面罩，用布面罩將孩子送到學校。如果
孩子沒有布面罩，則將提供一次性面罩。
● 預防 COVID-19 傳播和學校開放能力，是取決於我們所有人是否遵循《個人衛生的
指南》Personal Hygiene Guideline（附錄 D）和《居家規定》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附錄 B）。我們要一起做
●

學校重開期間：
● 學生和員工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 情況不穩定，需要進行持續評估和修改。
● 學區將遵循州和縣的命令。
● 學區和學校員工正與沙加缅度縣公共衛生局，沙加缅度縣教育局 Sacramento County
Public Health, 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及周邊地區緊密合作，以監控當前
情況，解決問題，為學生提供信息和教育。
遵循常規消毒的協議。高接觸區域和生病學生或教職員所在區域將按照既定的學區
指南進行消毒。
● 預防 COVID-19 傳播和學校開放能力取決於我們所有人是否遵循《個人衛生指南》
Personal Hygiene Guideline（附錄 D）和《居家規定》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附錄 B。
我們一起做。
●

進行中：
● 我們每年為感冒流感季節做準備，為符合條件家庭提供免疫診所，並開展宣傳運動
以幫助預防傳染病的傳播。
● 生病時讓學生遠離學校，並尋求醫療保健提供者對 COVID-19 症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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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SD 學校根據沙加缅度縣公共衛生官員和加州公共衛生部的指南，對 COVID-19

既定的規程和指南，就暴露或確診 COVID-19 病例立即做出回應。
● 預防 COVID-19 傳播和學校保持開放能力是取決於我們所有人是否遵循《個人衛生
指南》（附錄 D）和《居家規定》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我們要一
起做。
資源/支持：
● 我們知道現在對社區來說是個焦慮時刻，我們向那些生病，失去家庭成員，又失去
工作，並遭受大流行和緩解措施帶來苦難的人們表示哀悼。
● 我們與所有受到影響的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是一樣。
● 請注意，據報告稱，有些學生和其他人因此而受到侮辱或欺負。我們敦促社區成員
幫助防止任何歧視並尊重社區成員的隱私。我們鼓勵社區中每個人和我們共同努力
保持社區健康以及身體和情感安全的同時，以同情，尊重和善良態度對待彼此。
● 請參閱 SCUSD 網站上 COVID-19 的常見問題 COVID-19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學校現場工作人員和行政部門的溝通策略
●
●
●
●
●
●
●
●
●
●

建立並廣泛宣傳單一來源/網頁，以獲取有關計劃，大流行應對措施以及對員工，
學生和家庭期望的最新信息。
利用通訊來分發有效信息。
目前正在學校現場對社區聯絡員進行培訓。
與 PTA 開會。
在上課時間，上課前，上課之間，課間休息之前和午餐之前公告，以加強個人衛生
指導。
指定一或多個員工/社區聯絡人負責應對 COVID-19 問題。員工應知道他們是誰以
及如何联系他們。
使用全部電話來通話，所有電子郵件，學督的信件，學校網站，提示短信。
使用電子廣告牌/侯爵。
使用橫幅和學校標語來加強消息傳遞。
應根據社區的基本語言來提供通信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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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年度家長通知單 -- 20-21 學年 COVID-19 的預先注意事項
在 COVID-19 期間彼此保持健康
以下準則將減少在學校傳播疾病的風險。準則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每天上學前：
每天早上在家檢查孩子體溫，看是否有疾病跡象。症狀包括：

留在家裡，如果：
● 您孩子有上述任何症狀，或已被診斷出 COVID-19
● 醫生或衛生部門已告知您孩子要隔離或檢疫
●您孩子最近與 COVID-19 的人有密切接觸-逗留在被感染者 6 英尺內至少有 15 分鐘
●您孩子在過去 14 天內旅行到美國以外的地方

請注意，根據公共衛生指南，您孩子可能需要呆在家裡參加最多 10-14 天的遠程學習。每天要向學校
報告孩子的缺勤情況和症狀。每天向學校報告孩子的缺勤情況和症狀。

關注咳嗽/打噴嚏衛生
教孩子打噴嚏到面巾紙或肘部。將紙巾丟進垃圾桶。用肥皂和水洗手或使用洗手液。請勿
觸摸臉部。
洗手
學生應在離開家之前和返回家之前洗手。所有學生都將在學校經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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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使用布面罩
除非醫生拒絕，否則學生應該穿著棉質面罩上學，不然，由於他們的發育水平，孩子不能
安全地戴上。每天在家洗布面罩。如果需要，可以在學校使用面罩。
學校體育課
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距離。距離是避免 COVID-19 擴散的最佳方法。接送孩子期間，
請勿與其他家長組成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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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在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間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個人衛生指南
這些政策是基於 CDC 的公共衛生指導 public health guidance from the CDC。若任何重返學校
不遵從這些準則，學生必須攜帶醫生的便條。如果您對生病後重返學校有疑問，請與您學
校護士聯繫。
1.如果您孩子有以下任何症狀，請留在家中：
● 發燒或發冷
● 咳嗽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
● 疲勞
● 肌肉或身體酸痛
● Headache 頭痛

新的味覺或嗅覺喪失
喉嚨痛
● 鼻塞或流鼻涕
● 噁心或嘔吐
● 腹瀉
●
●

2. 如果孩子由於 COVID-19 預防措施而被告知要隔離或孤立,請把孩子留在家裡：如果您
在過去 14 天內接觸過 COVID-19，請留在家中
• 您醫生或衛生部門建議隔離或孤立
• 最近與 COVID-19 的人聯繫過
• 最近與 COVID-19 的患者密切接觸-在被感染者的 6 英尺內至少 15 分鐘
• 已被診斷出 COVID-19
3.如果您過去 14 天內從美國境外旅行返回，請留在家裡
什麼時候回到學校
1.如果您有任何症狀，您可以在以後重返學校
●
您至少有 24 小時沒有發燒（不吃藥）和
●
您的症狀有所改善和
●
自症狀首次出現以來已經過了至少 10 天
2.如果您接觸過 COVID-19，則可以返回學校
與感染者最後一次親密接觸後的 14 天
3.如果您在過去 14 天內旅行過，則可以返回學校
您回到加州 14 天后
要在這些指導原則之外重返校園，學生必須攜帶醫生的照會。
患有非感染性慢性疾病的孩子不應被排除在學校之外。例如有過敏症孩子可能有鼻子塞，
但這不是將孩子排除在學校之外的原因。如果您孩子患有過敏，哮喘或偏頭痛等慢性疾病，
請通知學校，以防止不必要的排斥。醫生可能會診斷出 COVID-19 以外的其他疾病，並寫
證明 10 天內學生可以返回學校。如果對個別情況有疑問，請聯繫學校護士或健康服務。
資料來源：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s. Updated May 19, 2020. CDC
Step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if you are sick. CDC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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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 所有進入學校場所人們的篩查指南
學生和教職員工的通用篩查程序可降低學校傳染病傳播的風險包括 COVID-19 在內。
必須對進入現場的所有學生和教職人員進行疾病篩查。

在檢測家-問題和說明
1.您今天或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任何新症狀，是與以前或定期經歷的任何持續性疾病無關
（例如，季節性過敏，偏頭痛，喉嚨痛，慢性輕度胸充血）與普通感冒等相關）？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待在家避疫的要求，病好後才可以上學的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2.您當前是否正在服用可能掩蓋或掩蓋 COVID-19 症狀的藥物（處方藥或非處方藥）？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待在家避疫的要求” ，病好後才可上學的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3.在過去的 14 天中，您是否與診斷為 COVID-19 的人保持密切聯繫？
o 是–待在家裡，請參閱“居家避疫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病好後才可上學的
說明。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4.在過去的 14 天內，您是否從另一個國家旅行完剛回來？
o 是–從您返回之日計起，待在家隔離 14 天
o 否-繼續下一個問題。
如果您對所有問題回答“否”，您可能會上學。
如果您待在家裡，請致電學校告知缺課的原因，如果有任何症狀，請註明。
現場主動篩選
必須對進入現場的所有學生和職員進行疾病篩查。
體溫在 100.4 度以上的任何學生或教職員，或有任何疾病跡像或症狀（請參閱“居家指導原則”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應返回家中避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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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將設置受控的出入口站點，有效篩查所有進出人員，確定他們了解並遵循疾病預防的措施。
顯眼地張貼標牌- 如果您生病，請不要上學，保持距離，遮蓋臉部和手部衛生。
接近入口處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必須穿著布面罩。學校為沒有自己面罩的人提供面罩。
如果可能，在學生進行篩查過程中，如果學生不舒服並需要回家，家長/監護人將陪伴學生。學生
排隊等候將保持身體距離。在地面上放置點標記以指示間距。張貼標牌 - 指示正在篩查的症狀。
工作人員將篩選個人：
- 體溫
- 詢問是否有任何症狀符合標牌上的標準
如果體溫低於 100.4 度，學生沒有生病跡像或症狀，並且看上去很好，則讓學生洗手並進入校園

•

•

•
•

如果患者有疾病跡象，請發至指定隔離區，然後致電家長或緊急聯繫人接走學生。
員工將按照“居家的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附錄 B）提供何時返回學校
的說明。
如果學生確認曾與 COVID-19 的人有密切接觸（6 英尺內至少 15 分鐘），致電家長
接學生回家，並建議他們聯繫醫生確定是否需要檢測。根據 CDC 指南，建議他們
從上次接觸之日起隔離 14 天
如果學生在 14 天內出國旅行，請致電其父母/監護人接學生回家，直到完成 14 天
的隔離，沒有生病症狀
如果工作人員無法與父母取得聯繫，則必須按照現場《照顧病童指南》（附錄 F）
將患病學生隔離在單獨的“隔離區”，直到能夠與父母取得聯繫上。

資料來源：
Opening Schools Guidelines.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une 2020
COVID-19 Health Services Recovery Plan Resource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California School Nurse Organization. June 8,
2020.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s. Updated May 19, 2020, CDC.
Sacramento County 2020-2021 School Year Planning Guide. 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June 2, 2020.
Step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if you are sick. CDC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CDC

旅行指導: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after-travel-preca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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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學生和教職員的個人衛生指南
當人們說話，唱歌，大笑，咳嗽或打噴嚏時，COVID-19 主要通過釋放呼吸飛沫傳播。據認為該病毒可能從受污
染表面傳播到手中，然後傳到鼻子，嘴或眼睛，從而引起感染。個人防護措施，例如洗手，用口罩和咳嗽/打噴
嚏禮節 handwashing , using masks 和 cough/sneeze etiquette 是減少傳播的重要原則。(CDC)
經常洗手
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應經常洗手。如果沒有肥皂和水，請使用酒精類洗手液。建議將以下準則用於學校設置。
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到達學校現場
-午飯前
-離開學校之前
-進入任何新教室
-使用洗手間時
-明顯臟時
-使用紙巾後，咳嗽到手裡
-到家後
*向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培訓有效洗手和使用消毒劑。
使用面罩
除非醫生不建議因不適合個人的成長水平，否則所有個人都應在學校場所佩戴面罩。
什麼時候可以摘掉口罩？

加州指南規定了可以脫下口罩的時間，例如
• 在飲食時，要保持身體距離
• 如果一個人聽不清並且需要讀嘴唇（建議使用面罩）
• 不與他人共享公共區域，房間或封閉空間時
• 在戶外公共場所，並且可以與他人保持 6 英尺以上的距離
• 這些活動後應盡快更換口罩，以降低感染風險
*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正確使用和處理口罩的培訓
促進呼吸衛生
加強咳嗽/打噴嚏禮節，包括使用標牌，訓練和課程學習在咳嗽/打噴嚏時使用刷臉紙巾和肘部。
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
與他人保持距離是最佳方法避免暴露於他人講話，咳嗽或呼吸時，被排到空中的呼吸道分泌物。
資料來源：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s. Updated May 19, 2020, CDC.
When and How to Wash Hands, CDC.
Use of Face Coverings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COVID-19, CDC.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preventio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cloth-face-cover-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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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 隔離生病學生的急救，護理程序，藥物和擴展的需求
學生和教室應盡可能處理急救情況，防止辦公室聚集和可能交叉的暴露。提出以下建議：
應該為所有教室提供急症的急救用品。（例如輕微擦傷，流鼻血，蟲咬）。物品可能包括綁帶，手套，紗布，肥
皂，紙巾等。學生將盡可能自理。身體不適學生在送到辦公室時會戴上布套。
現在，需要急救，藥物，醫療程序的學生，如果生病或以前在衛生辦公室接受過護理，則需要分為指定的健康護
理區和疾病護理區。病患護理區必須是隔離空間，以使可能出現 COVID-19 症狀的學生與健康的學生分開。
當學生因計劃外需求而進入辦公室時，如果他們抱怨疾病症狀，問他們是否身邊患有 COVID-19 的人或有
COVID-19 體徵和症狀。如果是，請立即送他到 COVID-19 隔離病房，打電話給家長，然後帶他回家。

健康學生區
•
•
•
•
•
•
•
•
•
•

急救
藥物
糖尿病護理
哮喘護理
過敏
焦慮
癲癇發作
餓了
行為
累了

生病學生的區 -- COVID-19 症狀區
•
•
•
•
•
•
•
•
•
•

發燒（100.4 度以上）
咳嗽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
疲勞
肌肉或身體酸痛
頭痛
新的味覺或嗅覺損失，
喉嚨痛
鼻塞或流鼻涕
噁心或嘔吐，腹瀉。

人員配備：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或學校護士提供
護理。

人員配備：訓練有素的員工或學校護士進行評估
並提供護理。如果是個單獨房間，則在提供健康
護理工作人員看不到情況下，可能需要額外工作
人員來監視學生。

個人防護裝備:如果有暴露於血液或體液危險
則提供護理的工作人員將穿布遮臉並採取標準
的預防措施。

PPE: 員工須戴手套，一次性口罩和護目鏡/面罩

房間要求：考慮使用已經設置好的急救室。
○ 有水槽，肥皂和紙巾
○ 可以上洗手間
○ 可供學生休息的床和/或椅子
○ 桌子，櫃檯或桌子
○ 急救用品
○ 藥物
○ 藥物和程序
○ 電腦或筆記本電腦查訪 IC 聯繫父母

房間要求：考慮使用單獨房間，或將病態護理
移到較大房間，這可以將病好和患病學生隔開
6 英尺以上和使用一障礙物。
○ 房間必須通風良好- 打開門窗
○ 考慮教職員工與生病學生之間設立
有機玻璃之類的障礙
○ 請準備水槽，肥皂和紙巾。可以使用
附近的廁所
○ 床和/或椅子給等候的學生
○ 電話
○ 桌子，櫃檯或桌子
○ 電腦或筆記本電腦查訪 IC 聯繫父母

(revised 6-14-2020)

DRAFT

52 of 42

用品：
● 急救用品
● PPE - 手套，口罩
● 肥皂和紙巾
● 飲用水
● 蓋床用的封面紙
● 消毒用品-溶液和紙巾

用品：
● PPE -手套，口罩，面罩
● 嘔吐袋
● 溫度計
● 飲用水
● 肥皂和紙巾
● 消毒用品-解決方案和紙巾
● 蓋床用的封面紙

健康學生程序：
○ 學生抵達時必須洗手
○ 如果還未戴上臉罩，請蓋在學生臉上
○ 協助學生進行急救或程序時，請使用
標準的預防措施
○ 學生離開後和他人使用前對表面進行
消毒

Sick student procedure 生病學生的程序：
○ 學生抵達時必須洗手
○ 給患病的學生戴上口罩
○ 協助生病學生時，請使用標準的
預防措施-對於可疑的 COVID-19，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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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面具，面罩和手套
照料時保持距離並儘量少接觸
詢問他們是否曾與 COVID-19 的人
在一起或有 COVID-19 體徵和症狀
量體溫。詢問並記錄任何症狀
致電家長/監護人立即接走
如果家長/監護人無法接送學生，
請考慮安排接送學生回家的程序
向家長/監護人提供“留在家/何時
返校” 的規定 Stay at Home/When to
Return to School Requirements 指南
（附錄 B）
在學生離開後和他人使用前對所
有表面進行消毒
如果症狀表明懷疑有 COVID-19，
請聯繫您學校護士或衛生服務：
○ 遵循《傳染病指南》，將可能
的傳染病暴發通知衛生服務

53 of 42

附錄 F --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照顧生病學生的準則
當學生和員工在學校生病時，場所必須做好準備照顧他們。由於 COVID-19 可能會傳播給他人，因此，
有疾病症狀個人必須立即隔離到隔離區域。患病個人應根據症狀的嚴重程度須回家或去醫療機構。
生病學生必須留在偏僻的生病學生區（看附錄 E），直到家長/監護人接走。
-房間必須良好通風-門窗應敞開。
-與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
-生病的個人必須戴一次性口罩。
-協助生病的學生時，工作人員必須使用 COVID-19 標準預防措施
o 戴一次性口罩，面罩和手套
o 保持盡可能遠的距離並限制接觸。
向家長/監護人提供“居家及何時返回學校” Stay at Home and When to Return to School Requirements 的規定。
如果家長/監護人無法接送學生，請考慮安排交通前往其家的程序。
學生離開後和他人使用前，請對所有表面進行消毒。
如懷疑是 COVID-19 請遵循《傳染病指南》Communicable Disease Guidelines （看附錄 Z），將可能傳染病
暴發通知給支持學生和健康服務部。
資料來源：
Opening Schools Guidelines.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une 2020
COVID-19 Health Services Recovery Plan Resource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California School Nurse Organization. June 8,
2020.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s. Updated May 19, 2020, CDC.
When and How to Wash Hands, CDC.
Use of Face Coverings to Help Slow the Spread of COVID-19, CDC.

Sacramento County 2020-2021 School Year Planning Guide. 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June 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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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 教職工，家長和學生的培訓
員工培訓
• 學區指導原則
• 自我檢查以及何時在家
• 身體距離指導原則及其重要性
• 使用面罩
• 篩選做法
• COVID-19 症狀識別及處理方法
• 清潔消毒培訓
• 反欺凌，反種族主義，
• 資源，壓力管理，心理健康，自我保健
學生訓練
• 什麼是 COVID-19
• 自我檢查以及何時在家。
• 我們要採取的預防措施以及原因- 距離，遮臉，洗手，居家規定 Stay at Home Requirements。
• 洗手方法
• 如何使用口罩。
• 6 英尺是多少
• 清理空間
• 反欺凌，反種族主義
• 資源，壓力管理，心理健康，自我保健
家長/監護人培訓
• 什麼是 COVID-19
• 學區指導原則
• 自篩選。學生生病時應何時待在家里以及必須待在家裡多長時間。
• 在家進行溫度監控。
• 衛生預防措施-疏遠，遮臉，洗手
• 需要準確的聯繫信息和多個緊急聯繫人
• 如果需要的話，盡快去學校接孩子的重要性
• 反欺凌，反種族主義
• 資源-壓力管理，心理健康，自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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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 -- 教師對設置教室的建議
為了減少在學校中 COVID-19 的傳播，我們將採取多種措施來防止 COVID-19 的傳播並打破感染鏈。 每個空間
和一群孩子都會有所不同，其想法是使用這些基本預防措施將傳播風險降至最低。

身體距離

洗手和高觸感表面

面罩

重新佈置桌子和公共座位 進入教室後，設立洗手液 如果可以，在教室示範
空間，以最大程度地增加 或洗手液例程。在入口處 戴遮臉模樣。在入口的
參與者之間和房間前面的 放置一瓶洗手液。
通道提供布制面覆蓋物
空間（6 英尺）。
使用視覺輔助工具來幫助
傳達適當距離如呼啦圈，
地毯上膠帶，手臂跨度

咳嗽/打噴嚏禮儀
教室裡有可用面巾紙，
或向每個學生提供小的
紙巾包。

將桌子面向同一方向（而 在進食前和返回教室前， 裝飾布面罩作為一項課堂 懸掛咳嗽海報，洗手，
不是彼此面對）以減少由 請留出時間洗手或使用含 活動。
如果房間有不適學生，
含有病毒飛沫例如談話， 酒精的洗手液。
請留在家裡。
咳嗽，打噴嚏引起的傳播
將員工帶入單獨的教室， 盡可能避免用社區用品。 鼓勵 3-12 年級學生戴上 教室有個敞開廢紙筐，
而不是讓孩子們通過一個 如果需要共享用品，考慮 布面罩。複習如何穿上和 或在各桌子上放置小袋
共享空間。
使用指定的垃圾桶來分別 脫下。鼓勵學生盡量避免 以減少兒童在教室裡面
清潔和用過的用品。社區 用手觸摸他們的臉
走來走去。
考慮在教室裡吃午餐。
用品被認為是高接觸性，
應經常清潔。
打開門窗以增加通風。

給學生自己瞎忙的玩具， 懸掛戴口罩和不戴口罩
或創建自己平靜空間，而 的學生和工作人員照片
不是瞎忙盒或教室罰孤立
的空間

只要有可能就在外面上課 請勿在員工，志願者和
並鼓勵參與者分散。
參與者之間共享設備。

對於小組作業，請在虛
擬環境中對學生進行分
組，以減少學生在教室
中的移動。

播放視頻教導正確咳嗽/
打噴嚏禮節和洗手。

考慮如何滿足 COVID19 可能導致嚴重疾病的
兒童和家庭的需求。

使用視覺提示來顯示身體 禁止學生攜帶玩具或個人 開發一種系統讓學生表達
間距（點/標記間距）。 物品上學。避免共享電子 他們挫敗感或感受例如，
設備，玩具，書籍和其他 辦公桌卡片，電子郵等，
遊戲或學習工具。
因為戴著布面罩可能很難
辨認出面部表情。

在學生或教職員中尋找
明顯疾病跡象。將任何
明顯生病學生送到學校
辦公室。

使用視覺輔助工具例如，
畫家膠帶，貼紙）來說明
交通流量和適當間距，以
支持社交距離。

將志願者限制在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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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孩子物品與其他物品
分開放置，並放在單獨
貼標籤的容器，小隔間
或區域中。將背包/夾克
存放在書桌上。

Cloth Face Coverings for
Children During COVID-19

COVID-19 期間兒童的
布制面覆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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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交替坐在桌前坐著 確保有足夠用品，以最大
而不是在房間裡走動。並 程度減少共享高接觸性的
鼓勵伸展運動。
材料，將用品分配給學生
或限制一組兒童一次使用
補給品和設備，並在每次
使用之間進行清潔和消毒

考慮使用紙板“辦公室” 擦拭學生之間共享的表面
作為學生之間機械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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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 洗手：教師對日常洗手程序的想法
在教洗手時，強化教室社區的概念，互相保護和照顧。使用視頻教授和演示洗手。練習洗手。
年幼兒童視頻：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洗手！ CDC - Wash Your Hands! 30 秒
較大兒童的視頻：CDC- 對抗細菌，洗手！ CDC -Fight Germs, Wash Your Hands! 3 分鐘
有關洗手的課堂教學資源: Minnesota Dept of Health 明尼蘇達州衛生廳
洗手程序：教年紀比較小的學生
正確洗手，特別是對於年幼學生，可能會面臨挑戰。在一天開始，休息時間之後和午餐之前在教室入口建立例
程，有助於保持學生和教職工的健康，同時確保洗滌時間足夠長，以清除細菌。聘請幫助者（如果需要）可以使
其成為一項社區活動，既保護自己生命，也保護您的同學和老師。
用品：
o 用乾淨的水噴霧瓶
o 學區批准的泵用洗手液
o 紙巾和鉗子
o 3-4 個學生助手（先洗手，戴上臉罩）
程序：
1.排隊進入教室時（同時確保適當的間距）
a。帶噴霧瓶的助手 1 弄濕了排隊學生伸出的手聲音
b。助手 2 將少量肥皂分配到弄濕的手上
C。學生們搓著手，開始數到 20 聲或哼著生日快樂歌（悄悄對自己說），或慢慢唱著 ABC 歌排隊用洗手
槽。
2.學生在起勁擦洗 20 秒後要冲洗雙手。
3.助手 3 提供毛巾（使用乾淨的鉗子-精細運動技能練習）
4.助手 4 確保正確處理用過的毛巾。
洗手程序：無洗手間的想法
對於沒有洗手池的房間，您可能會讓所有學生在教室附近的洗手池中使用與上述相同的過程。如果不可行，請使
用酒精含量> 60％的洗手液。
用品：泵有> 60％酒精的洗手液，用多個瓶子盛裝洗手液
程序：
1.學生排隊進入相距 6 英尺的教室。
2.帶有洗手液的助手將一角錢的量泵入排隊的學生伸出的手中
3.學生擦手，確保徹底弄濕手的所有部分，頂部和手指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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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免疫規劃
加州教育環境是 630 萬孩子的家，佔加州人口的 15％。 校內疫苗接種已被證明是對大量孩子和青少年進行免疫
接種的有效措施。 當獲得 COVID-19 疫苗後，學區將與沙加缅度縣公共衛生部門協調以提供免疫接種。 與沒有
這種服務的其他縣相比，在加州所有縣中，學校護士已為他們提供了流感疫苗接種，這減少了兒科住院次數，增
加了學生出勤率。

公共衛生官員強烈建議在秋季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接種抗流感疫苗，以幫助
•
•
•

減少無法輕易與 COVID19 區別開來的疾病，從而觸發學校和公共衛生當局的廣泛措施
保護學校社區
減少對醫療機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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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Z
SCUSD 社區中 COVID-19 案件的程序
在等待疫苗和治療過程中，我們必須共同努力降低社區的風險，同時仍在教育和支持學生
和教職員工的健康和福祉。為幫助防止 COVID-19 在社區中傳播，沙加緬度市聯合學校的
護士將通過學區內的傳染病跟進來支持 SCPH。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學生和員工的安全。
以下是對疑似或確診 COVID-19 疾病的人採取行動的指南。這些準則是根據 2020 年 7 月
17 日發布的最新州指南所制定的。
定義
案例：某人的 COVID-19（SARS-CoV-2）檢測呈陽性。
密切接觸：在傳染性時期（無論是否戴口罩）與 COVID-19 感染者相距 6 英尺或 15 分鐘以
上的人。感染者的感染時間為 2 在症狀出現之前的幾天，直到隔離期結束。在某些學校情
況下，可能難以確定個人是否符合這些條件。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群組，可能被視為密
友，特別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在一起的時候。
“緊密接觸”接觸過的個人無需隔離，並可以繼續工作。例如，如果無症狀僱員打電話給
他們的主管，並通知他們由於確診病例是緊密接觸而被要求留在家裡，那麼他們在工作中
的接觸就不會被認為是暴露，也不需要採取任何特殊預防措施。應該允許他們繼續工作。
同類群組：擁有固定成員資格的穩定群體，可以保持在一起或一起工作，並且與其他人
或同類群組的聯繫有限。
溝通：通過電子郵件或信件公開發表聲明，當案例已經實際出現在工作現場時，向社區
提供已知的暴露案例。這些通信可為社區提供有關潛在風險的建議，向社區介紹學區行動，
提供衛生服務的聯繫信息，以及加強公共衛生指導。
檢測：從上次接觸之日起 14 天內，該人必須待在家裡，與他人分開並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請參閱沙加緬度縣家庭隔離令和指南。
隔離：在一段時間內，懷疑或確認患有 COVID-19 感染的人必須待在家裡，與他人分開並
遵循其他預防措施。隔離對患者症狀改善，發燒隔至少 24 小時以及症狀出現之日起至少
10 天后結束。請參閱沙加緬度縣家庭隔離令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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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冠狀病毒的病症狀：
• 發燒或發冷
• 咳嗽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
• 疲勞
• 肌肉或身體酸痛
• 頭痛
• 失去新的味道或氣味
• 喉嚨痛
• 淤血或流鼻涕
• 噁心或嘔吐
• 腹瀉

COVID-19 報告的程序- SCUSD 員工
*包括在學區設施工作的社區合作夥伴或承包商
對於報告懷疑或確診的 COVID-19 疾病或接觸確診的 COVID-19 疾病的任何員工，員工和/
或主管必須：
• 建議員工待在家裡，直到衛生服務或 SCPH 進一步建議為止
• 與衛生服務部門聯繫以獲取指導和傳染病的隨訪
- Paula Kuhlman，首席學校護士（916）643-9150；手機（916）320-1538
電子郵件：paula-kuhlman@scusd.edu
- Victoria Flores，學生支持和健康服務部主任三（916）643-9144；
手機（916）752-3643；電子郵件：victoria-flores@scusd.edu

•

- Rebecca Wall，衛生服務技術員（916）643-7963；手機（916）826-3513
電子郵件：rebecca-wall@scusd.edu
- 衛生服務總線（916）643-9412
-* 健康服務部將要求員工提供文件，醫療記錄，公共健康聲明或測試結果
調查任何 COVID-19 疾病，確定是否有任何與工作相關的因素可能導致感染風險。

確保員工遵循公共衛生緩解措施。更新，修訂或提供有關程序進一步指導，以防止進
一步發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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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1

#2

行動
有 COVID-19 症狀的
員工

緊密接觸：與確認的
COVID-19 案件有過
緊密接觸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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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溝通

●

如果是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如果
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現場工作
● 建議他們聯繫醫師以確定檢測的需要和時間
o 如果檢測結果為陽性，請按照＃3 中
概述的步驟進行操作
● 推薦參考居家避疫康復後才返回學校
● 如果 10%教室或 25%學校（或員工隊伍）出
現類似症狀，將諮詢 SCPH，SCUSD 學區
將遵循 SCPH 所提供的任何指導
重返工作崗位
● 在以下情況，員工可以返回工作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且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自症狀初出現以來至少有 10 天。
或者
o COVID-19 檢測為陰性並且
o 員工被醫生准許重返工作崗位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
●
●
●

如果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
如果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工作現場
確保已進行常規消毒
衛生服務部門將要求提供證明該案取得陽性
成果的文件。案件，案件的醫生或沙加緬度
縣都可以提供。員工可以致電 916-8755881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HHSPublicHealth@saccounty.net
● 員工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 建議他們聯繫醫生以確定檢測需要和時間。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重返工作崗位
● 與案件緊密接觸從最後一天算起，14 天之後
員工可以返回工作現場
○ 其他員工無需進行自我隔離- 僅緊密
接觸人必須隔離
○ 接觸人的接觸人是無需自我隔離
○ 如果員工是照護人或無法與案件脫離
則需要自我隔離 14 天在家庭隔離案
件結束後。例如，如果是僱員的孩
子，僱員必須自我隔離 14 天若孩子
從隔離中康復並獲得釋放後，可能是
21 天或更長時間

無需溝通

將與 SCPH 協商並
根據指導進行溝通

如果員工已經親自
上班報到，請考慮
與 SCUSD 社區的成
員就 COVID-19 緊密
接觸事情進行口頭
或書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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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確診患 COVID-19
的員工（案例）

●
●

●
●
●
●
●

●

如果是在工作現場，立即請員工回家。如果
是遠程工作，建議他們不要來工作現場
如果員工過去 7 天內一直在工作現場，請暫
時關閉員工工作區。當工作區消毒後即可重
新開放
獲取陽性檢測的證實文件
報告陽性案例並諮詢 SCPH
員工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與 SCPH 協調，進行接觸傳染病的跟進以確
定 SCUSD 學區內的任何密切接觸
與案件有緊密接觸的員工需要遵循“＃2。員
工有緊密接觸”並自我隔離 14 天。未與案件
緊密接觸的員工則無需檢疫或檢測
o 在某些學校環境中可能難以確定個人
是否符合此標準，並且可能需要考慮
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人群，特別是
如果人們在室內呆在一起時
工作場所/隊列可能保持開放狀態。如果員工
親自報告上班，並且是教室/隊列的一部分，
則教室/隊列將關閉。個人可能是幾個教室一
部分。關閉教室，隊列，學校或工作場所的
決定，是取決於每種情況獨特因素以及社區
中的感染程度，並與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局
共同製定。

若員工在染病期間
親自報到工作地點
則會發送書面或者
口頭溝通以提醒
SCUSD 社區有關已
確診 COVID-19 病例
和學區的行動信息

重返工作崗位
● 如果員工最早出現症狀，他們可能會回到工
作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症狀首次出現後至少 10 天
● 如果員工沒有出現症狀，他們最早可能會返
回工作現場
o 自檢測之日起至少已過 10 天，並
o 自檢測日起他們沒有出現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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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報告的程序-SCUSD 學生
對於報告懷疑或確診的 COVID-19 疾病或接觸確診的 COVID-19 疾病的任何學生，家長和/
或監護人必須：
學校必須：
• 建議員工待在家裡，直到衛生服務或 SCPH 進一步建議為止
• 與衛生服務部門聯繫以獲取指導和傳染病的隨訪
- Paula Kuhlman，首席學校護士（916）643-9150；手機（916）320-1538
電子郵件：paula-kuhlman@scusd.edu
- Victoria Flores，學生支持和健康服務部主任三（916）643-9144；
手機（916）752-3643；電子郵件：victoria-flores@scusd.edu
- Rebecca Wall，衛生服務技術員（916）643-7963；手機（916）826-3513
電子郵件：rebecca-wall@scusd.edu
- 衛生服務總線（916）643-9412
•

-* 健康服務部將要求員工提供文件，醫療記錄，公共健康聲明或測試結果
調查任何 COVID-19 疾病，確定是否有任何與工作相關的因素可能導致感染風險。

確保員工遵循公共衛生緩解措施。更新，修訂或提供有關程序進一步指導，以防止進
一步發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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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行動

#1

有 COVID-19 症狀
的學生

#2

緊密接觸：與確診的
COVID-19 案件有過
緊密接觸的學生

(revised 6-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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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

● 如果是在學校，立即請學生回家。如果
無需溝通
是在家裡，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現場
● 如果參加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
校
● 建議家長/監護人與醫生聯繫以確定檢測
需要和時間
o 如果檢測結果為陽性，請按照＃3
中概述的步驟來進行操作
● 推薦參考居家避疫康復才後返回學校
將與 SCPH 協商
● 如果 10%教室或 25%學校（或隊列學生）
並根據指導來溝通
出現類似症狀，學區將諮詢 SCPH，
SCUSD 學區將遵循 SCPH 所提供任何指
導
重返學校
● 在以下情況，學生可以返回學校：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且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自症狀初出現以來至少有 10 天
或者
o COVID-19 檢測為陰性並且
o 被醫生准許重返學校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 如果在學校現場，請立即將其送回家。
● 如果是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
現場
● 確保已進行常規消毒
● 衛生服務部門將要求提供該案取得陽性
成果的文件。案件，案件醫生或沙加緬
度縣可以提供。家長/監護人可以致電
916-875-5881 或發電子郵件 HHSPublicHealth@saccounty.net
● 建議家長/監護人要學生須自我隔離。提
供隔離令和指導
● 建議家長/監護人聯繫醫生，以確定檢測
的需要和時間。
● 必要時幫助學生過渡到在線學習。
● 工作場所/學校/教室保持開放

若學生已親自上學
報到，請考慮與
SCUSD 社區的成
員就 COVID-19 的
緊密接觸事情進行
口頭或書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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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學校
● 與案件緊密接觸從最後一天算起，隔 14
天之後學生可以返回學校現場
○ 其他學生或員工無需進行自我隔
離- 僅緊密接觸人必須隔離
○ 接觸人的接觸人是無需自我隔離
○ 如果學生無法與案件遠離則需要
自我隔離 14 天在家庭隔離案件結
束後。例如若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是案例，學生須自我隔離 14 天在
家長/監護人從隔離中康復並獲釋
放後，可能要 21 天或更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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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名已確診患上
COVID-19 的學生

●

（案例）

●
●
●
●
●
●
●

●

●
●

如果是在學校現場，立即請學生回家。
如果是在家，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現場
如果是遠程學習，建議他們不要來學校
如果學生過去 7 天內一直在學校，請暫時
關閉課室。當課室消毒後即可重新開放
獲取陽性檢測的證實文件
報告陽性案例並諮詢 SCPH
學生必須自我隔離。提供隔離令和指導
與 SCPH 協調，進行接觸傳染病的跟進以
確定 SCUSD 學區內的任何密切接觸
與案件有緊密接觸的學生或員工，需要
遵循“ ＃2。 學生/職員有緊密接觸”並自我
隔離 14 天。
o 在某些學校環境中可能難以確定
個人是否符合此標準，並且可能
需要考慮整個隊列，教室或其他
人群，特別是如果人們在室內呆
在一起時
未與案件緊密接觸的學生/職員，則無需
檢疫或檢測
必要時幫助學生過渡到在線學習。
學校可能保持開放狀態。如果學生實際
報到上學，並且是教室/隊列一部分，則
教室/隊列將關閉。個人可能是幾個教室
的一部分。關閉教室，隊列，或學校的
決定取決於每種情況獨特因素以及社區
中的感染程度，並將與沙加緬度縣公共
衛生局共同製定。

若學生在染病期間
親自到學校地點則
會發送書面或口頭
溝通以提醒 SCUSD
社區有關已確診
COVID-19 病 例 和
學區的行動信息

重返學校
● 如果學生最早出現症狀，他們可能會回
到學校現場
o 至少 24 小時不發燒，並
o 症狀得到改善並且
o 症狀首次出現後至少 10 天
● 如果學生沒有出現症狀，他們最早可能
會返回學校現場
o 自檢測之日起至少已過 10 天，並
o 自檢測日起他們沒有出現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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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COVID-19 and Reopening In-Person Learning
Framework for K-12 Schools in California, 2020-2021 School Year, CDPH, July 17, 2020
CoCOVICOVID-19 INDUSTRY GUIDANCE: Schools and SchoolBased Programs, CDPH, July 17, 2020.
Sacramento Health Alerts and Advisory
Sac County Self-Isolation Order Sac County Self-quarantine Order
Sacramento County Home Isolation Guidance
Sacramento County Home Quarantin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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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傳染病隨訪程序
衛生部門使用傳染病跟進來預防傳染病傳播。通常，對傳染病跟進包括確診患有傳染病人
（病例）及接觸者（可能接觸過的人）與他們合作以中斷疾病的傳播。對於 COVID-19，
這包括要求隔離病例和自願在家中隔離。
SCUSD 員工進行 COVID-19 傳染病跟進的轉介應包括員工電話，家庭住址和主要語言。
通知員工，學區護士將與他們聯繫，然後讓他們回家。SCUSD 將與 SCPH 密切合作，在

學區進行傳染病跟進。
對於確診 COVID-19（案例）的員工：
1.聯繫員工進行電談- 給員工打電話，留下語音信息，如果沒有回答則發短信。在短信或
語音消息中，以姓名或名稱而不是打電話原因來證明自己是學校護士。信息將從個人那裡
收集，並記錄在案例或聯繫表上。它將包括相關信息，例如：
• 說明致電原因
• 審核機密性
• 收集人口統計信息：出生日期，個人電子郵件地址，家庭地址，緊急聯繫人，工作
地點，主管
• 出現症狀和日期
• 檢測日期和結果-要求將陽性檢測結果的文檔通過傳真發送給人事部或發給護士
• 詢問已知確診 COVID 其他人的接觸情況，以及其他接觸風險，例如小組聚會
• 確定可溝通的時期-症狀發作之前的 2 天（通過隔離期）
• 確定可溝通期間的工作日（症狀出現前 48 小時）
• 獲取被視為密切接觸人的 SCUSD 人員的姓名（<6 英尺，> / = 15 分鐘）
• 提供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SCPH）的隔離令和指導
• 詢問有關雜貨店購物，育兒等的社會支持
• 請員工在返回工作現場之前聯繫學校護士
• 如果未從員工那裡收到文件，請與 SCPH 或醫療服務提供者確認陽性結果
• 視情況而定，請根據需要諮詢 SCPH
2. 與工作人員主管聯繫
• 獲取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人的電話號碼
• 通知主管隔離/隔離的時間並返回工作日期
3.與每個密切接觸人聯繫-請參閱以下指南
4.溝通
• 向員工發送諮詢信
• 通知員工的主管，風險管理，人力資源和健康服務
• 收到陽性結果文件後，將傳染病報告發送給 SC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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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密切接觸的報告
1.聯繫密切接觸人進行電談-致電員工。如果沒有回答，請留下語音消息和短信。在短信
或語音中以消息/短信中的名稱標識自己作為學校護士，而不是打電話的原因。信息將從
個人收集，並會收集相關信息，例如：
• 說明通話原因
• 檢測的機密性（如果密切接觸者不知道暴露情況，則不透露案件名稱）
• 收集人口統計信息：出生日期，地址，緊急聯繫人，工作地點，主管
• 如果已知到曾經密切接觸，請索取文件證明案件取得陽性的結果。案件，案件醫生
或沙加緬度縣都可以提供。員工可以致電或發送電子郵件：916-875-5881 或發電子
郵件至 HHS-PublicHealth@saccounty.net
• 告知與陽性案例密切接觸的日期
• 根據與病例密切接觸的日期（<6 英尺，> / = 15 分鐘）確定檢疫的結束日期
• 提供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SCPH）的隔離令和指導
• 如果隔離期間出現症狀
○建議員工與醫療服務提供者聯繫以請求檢查
○提供測試站點資源-SCPH 移動檢測站點
○通知學校護士症狀
○通知主管
○要求將陽性測試結果的文檔通過傳真發送給人事部，或以短信發給護士
• 請員工在返回工作之前聯繫學校護士
2.文件和信息分發
• 發送諮詢信，指導和命令以聯繫
• COVID-19 接觸的電子表格中的文檔摘要
• 個人圖表文檔中的文檔註釋
• 通知 COVID 團隊：風險管理，人事部，健康服務部，主管
• 根據需要諮詢 SCPH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ownloads/php/health-department-checklist-final.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contact-tracing/keyinfo.html
https://ww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faq.html
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hp/contact-tracing/case-investigator-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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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到陽性結果文件，則將傳染病報告發送給 SC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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