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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頓學區已經仔細協調, 計劃和預備好以下計劃, 以滿足 2021-2022 學年重新開放我們學校
的強制性健康要求與公共衞生 - 西雅圖和金縣 (PHSKC), 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 (OSPI) 指南 和
州長辦公室保持一致. 在整年間, 我們將會繼續與這些團體合作, 監察健康和安全指引及協
議, 適當的更新我們的應對措施.
在 2021-2022 學年, 倫頓學區將會通過以下緩解措施為所有有興趣的學生提供全日制面對
面教育, 這些緩解措施提供了分層的預防策略 :
• 臉罩/口罩
• 洗手/手部消毒
• 身體距離
• 清潔和消毒
• 通風
• 期望留在家中

緩解措施
臉罩/口罩
室內口罩要求
無論疫苗接種的狀況如何, 所有學生, 學校人員, 義工和訪客在學校的室內空間時, 都必須佩
戴布質臉罩或可接受的另類選擇 ( 例如外科口罩或懸垂的透明臉罩 ).

戶外口罩要求
無論疫苗接種的狀況如何, 在戶外不需要臉罩. 建議未有接種疫苗的職員/學生佩戴口罩.
學生運動員可能需要臉罩, 具體取決於衞生部和該運動的風險水平.

如何正確地佩戴你的口罩
•

選擇一個提供有 2 層緊密地編織的布質物料, 例如棉或棉混紡公眾衞生- 西雅圖及金
縣

•
•
•
•

佩戴口罩前先洗雙手
把口罩放在你的鼻和口上, 並固定在你的下巴之下
嘗試把它緊貼臉部兩側
確保你能夠容易地呼吸

支持學生正確地佩戴口罩
期望所有學生在校巴上和在學校佩戴口罩. 有時候
學生不是一直戴著口罩.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 職員
將會與該學生和家庭合作以支持學生. 以下是可以
使用的策略, 但不限於 :
• 與學生會議以解釋期望和佩戴口罩的重要
• 聯絡家庭以發出一致的訊息和對學生的期
望
o 詢問家庭他們是否有方法可以在學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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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家庭在家中進行練習
o 詢問他們是否能夠為孩子提供更有趣或自我裝飾的口罩讓他們喜愛佩戴
認知學生的沮喪和不適
安排口罩休息時間, 並與該學生和家庭分享計劃
讓學生獲得偏好活動以激勵佩戴口罩. 與家庭合作在學校和家裡一起提供這些的激
勵
要求學生離開課室, 直至他們再次準備好戴上口罩
o

•
•
•
•

身體距離
學校將會把課室裡的設定在可能和合理範圍內維持學生之間有三尺或更多的身體距離, 這
樣允許所有學生進行面對面學習.

暖氣, 通風和冷氣 (HVAC) 系統
雖然暖氣, 通風和冷氣 (HVAC) 系統不能夠防止病毒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人, 但對該系統作
出修改能夠減少病毒從一個空間傳播到另一個空間. 倫頓學區已經與外面的機構合作, 對我
們所有學校的 HVAC 系統進行評估, 並提供了跟進建議. 請看 這項工作的錄影片. 根據建議,
倫頓學區要 :
•
•
•

•

在學生/職員使用時, 增加新鮮流動的戶外空氣.
每晚用大量的戶外空氣沖洗建築物.
盡可能安裝具有最低效率報告值 (MERV) 等級的 MERV-13 空氣過濾器. 一般學校系
統使用的過濾器 MERV 評級大概在 MERV-8 及 MERV-11 之間. 更新至 MERV-13 將會
有助進一步減低風險和幫助捕捉空氣傳播的病毒夥粒.
當有陽性 COVID 個案時, 更換建築物內的空氣過濾器.

洗手/手部消毒
•
•
•
•

學生將要被訓練正確的洗手技巧. 洗手可於洗手間和課室內進行.
一整天都會強調額外的洗手機會.
所有學生在進食前會先洗手或使用手部消毒液.
職員和學生將會在以下情況被要求洗手或使用手部消毒液 :
o 抵達學校
o 進食午膳或小吃前
o 在戶外活動後
o 使用洗手間後
o 打噴嚏或噴鼻之後
o 離開學校前

教授良好的洗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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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普通肥皂和水來洗手 – 進食前, 使用洗手間後, 小息後等等. 不建議使用抗菌肥
皂. 使用普通沒有香味的肥皂. 當沒有水糟可用時, 如實地考察, 能使用酒精為本的
( 至少有 60% 酒精成份, 無色和無味的 ) 手部消毒液或酒精為本的消毒濕抹巾. 手部
消毒液不能取代洗手 : 當手部污穢或油膩時, 它們並不有效.

沒有洗手可用時進行手部消毒
•

手部消毒站遍佈學校各處.

•

建築物內各處提供有無需觸碰的手部消毒分配器 : 職員, 學生和訪客都必須在進入
建築物後消毒雙手.

清潔和消毒
保持我們的設施清潔
•
•

•
•

•
•
•
•

我們在我們的設施和學校巴士中, 已經制定了一個與 DOH 指南和感染控制手冊
2010 一致的清潔方案. 請參看 這項工作的錄影片段 .
保管職員會每天清潔地面, 檯面, 桌子和桌面表面. 保管職員會每天對高接觸點進行
消毒, 包括扶手, 門把手和推桿, 鍵盤, 電燈開關制, 水糟, 水龍頭, 坐椅扶手和調整點,
以及殘疾人士門板.
保管部門制定了 “交叉污染” 協議, 使用不同顏色的超細纖維抹布和墊子, 用於不同
的指定空間.
保管部門已改變了如何清潔和消毒的有關技巧. 他們將會使用 “由頂至底” 最乾淨至
最污糟的清潔技巧, 並確保超細纖維抹布和墊子不會在其他課室, 公共地方和洗手間
之間共同使用. 每個空間將會有一套清潔的超細纖維抹布和墊子來進行清潔/消毒.
課室將會在每天晚上進行一次清潔.
如果有地方無法保持身體距離, 可能會安裝物理屏障或使用其他地方.
整個學校和學區建築物都設有手部消毒站.
我們有一名機械工程師正在與我們的環境顧問合作, 評估學區內的每一個 HVAC 系
統, 並就潛在的改進提出建議, 包括確保過濾器的更換與生產商的建議一致, 增加空
氣交換, 增加過濾器微粒篩選 (從 MERV-8 升至 MERV-11 或在部份地點升至 MERV13).

課室清潔
學校保管職員負責清潔/消毒學校. 每個課室空間都將會有一個 “保管清單”, 或是懸掛在課
室門外, 或是在課室裡, 以反影將會在晚上進行的每日一次清潔.
了解清潔, 消毒和殺菌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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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 - 去除污垢和大部份細菌. 使用肥皂和水. 首選第三者認證的環保清潔劑. 在
課室裡, 清潔是重點.

•

消毒 - 減少細菌至安全水平. 例如在食物服務的環境裡, 食品法規對食堂及廚房
的消毒有具體要求.

•

殺菌 - 殺滅大部份細菌, 具體取決於化學品的種類, 並且僅按照標籤上的指示而
使用.

消毒濕抹巾的危險
華盛頓州衞生部 (DOH) 指示 保管職員只能在高風險地方定期使用殺菌和消毒劑 - 護士
的辦公室, 洗手間, 食堂, 廚房, 飲水器, 水糟和門把手; 最好是在沒有學使用時. 過量使用
並不會提供任何額外保護, 反而使學生和教職員接觸到有害的化學物質. 學生不應使用
殺菌劑.
•

許多流行的濕抹巾含有有毒化學物質, 能立即引起急性副作用, 如刺激皮膚和眼
睛, 並導致慢性和長期疾病.

•

殺菌濕抹巾含有活性成份, 已發現會導致 :
o 哮喘 ( 例如氯漂白劑/次氯酸鈉, 過氧乙酸, 季銨鹽 )
o 癌症 ( 例如鄰苯基苯酚 )
o 皮膚致敏 ( 例如氯漂白劑, 松油, 百里酚 )

•

殺菌的化學物質通常含有一類稱為季銨化合物或 “季銨鹽”. 這些化學物質會刺
激皮膚, 能夠刺激你的肺部, 並與哮喘和生殖危害有關連.

•

過量使用抗菌性清潔劑會促進抵抗細菌的阻礙力, 它又稱為 “超級細菌”.

老師能夠在課室裡使用基本的清潔劑來去除污垢和細菌
除了受過訓練的保管職員外, 如果教職員需要協助課室清潔, 他們應該使用學校或學區
提供的基本清潔劑 (Stride Neutral Cleaner) 和黃色的超細纖維抹布. 首選第三者認證的
環保清潔劑.
•

保管職員將會為課室提供清潔劑.

•

超細纖維抹布通過去除污垢和細菌來改善清潔. 用水把它們弄濕將會是最佳的除
塵器. 與中性清潔劑一起使用, 它們能去除大部份細菌.

•

消毒殺菌是學校保管職員的責任. 他們受過訓練在一個安全和有效率的方法來使
用消毒殺菌劑, 以清理有潛在傳染性的物質和體液溢出物 - 血液, 嘔吐物, 糞便和
尿液. 如果你的學生生病和你的課室需要清潔和消毒, 聯絡你的保管員或學校護
士. 如果老師使用消毒殺菌劑, 學區必須提供訓練和供應適當的清潔劑和消毒或

殺菌劑.
學生不應使用殺菌劑. 消毒殺菌濕抹巾不應用作清潔雙手. 這包括 Clorox 濕抹巾.
如果學生想幫助清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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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清潔劑是安全予學生使用的.

•

大多數從商店購買的清潔產品都不適合兒童使用.

共享學生材料
學生可能會使用共享的操作和手動材料, 包括體育設備, 手持儀器和書籍. 材料明顯地變髒
時需要清潔. 與往常一樣學生應該經常洗手, 最理想是在使用共享材料前和使用後洗手.

期望有 COVID 症狀者留在家中
當你有 COVID 相似的症狀時留在家中, 是免除學校受到 COVID-19 感染, 並防止傳染其他
人的必要根本. 有傳染病症狀的學生和學校僱員, 例如流感 (flu) 或 COVID-19, 應該留在家中
並尋求醫學評估, 這可以包括 COVID-19 的檢測和其他呼吸道感染.
COVID-19 症狀可能包括 :
▪ 發燒 (100.4 F 或更高 )
▪ 咳嗽
▪ 呼吸短速/呼吸困難
▪ 肌肉或身體疼痛

▪
▪
▪
▪
▪

失去味覺或嗅覺
發冷
疲累
頭痛
喉嚨痛

鼻塞或流鼻水
▪ 噁心或嘔吐
▪ 腹瀉
▪

隔離有 COVID-19 症狀的人
一旦確認有人出現 COVID-19 的跡象或症狀, 他們將要立即被帶到隔離室. 每間學校/設施都
確定了一個空間作隔離患病的人, 直至他們能夠送返家中. 用作隔離室的空間結合了以下這
些原則, 並考慮到每一間學校的可用設施.
• 當可能時, 隔離室要有門能夠關上, 並有隔離的 HVAC 系統以便病毒夥粒從一個空間
傳播到另一個空間的風險降至最低. 又或者, 可以使用有幾張嬰兒床的房間, 每張床
間隔相距至少六尺, 嬰兒床之間可以使用窗廉以供私隱.
• 當可能時, 隔離單位提供有私人洗手間只供有 COVID 症狀的人使用. 當沒有私人洗
手間可供病患者使用時, 病患者在往返公用洗手間時將要佩戴臉罩. 最近的洗手間將
會關閉, 並只提供予有 COVID 症狀的人使用.
• 如果學生或教職人員出現有 COVID-19 症狀, 他們將會在隔離室受到安全距離的監
管, 直到病人能夠離開.
• 隔離室的門和最近的洗手間門上將會安放一個標誌, 以識別該空間為隔離空間. 直至
保管員使用疫症工具進行消毒殺菌前, 該標誌將不會被除去.
• 照顧患病者的職員將會使用合適的 PPE.
• 在等候離開學校時, 有症狀的病患者如果可以忍受, 應該佩戴臉罩或口罩.
• 在患者離開後, 隔離室將按現行指導進行通風, 清潔和消毒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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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巴士運送
倫頓學區交通部的使命是提供安全, 有效和高效的交通, 專注所有學生的安全和褔祉. 為此,
我們遵循 衞生部 - 西雅圖和金縣 (PHSKC), 衞生, 勞力和工業部, 以及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的
指導方針, 以確定如何安全地運送學生到學校.
期望學生
•

•

臉罩 : 所有學生將被要求在乘搭校巴時佩戴臉罩, 除非他們由於醫療原因被豁免. 學
生將不會因為沒有口罩而被遺留在無人看管的巴士站, 因為司機將會攜帶額外的口
罩提供予沒有口罩的學生.
座位 : 將會鼓勵學生分散坐, 並盡可能與巴士上的其他學生保持距離. 在巴士上, 兄
弟姐妹將會被要求坐在一起, 以減少來自不同家庭之間的互動. 學生不允許坐在學校
巴士上的第一排. 對於 COVID, 巴士上的乘客許可人數並沒有限制, 家長應該意識到
預期巴士的載客量將會比往年更大. 司機將會創建座位表, 以協助可能的追踪接觸.

安全須知
•
•

窗戶將會盡可能保持開啟, 以保持最大的戶外空氣. 雖然這將會取決於天氣, 但至少
窗戶將會保持有縫隙和車頂的通風口將會被打開.
經常接觸的表面 ( 例如扶手 ) 將會在行走路線之間由每位巴士司機用使 Alpha HP 清
潔劑/消毒劑進行清潔和消毒. 保管職員將會在晚間使用 Purtabs 消毒劑對巴士進行
消毒.

期望巴士司機
•
•

臉罩 : 所有司機將要佩戴臉罩. 司機將會佩戴臉罩和布質口罩 ( 不接受只有布質的
口罩 ), KN95 或非 FDA 批准的程序口罩.
安全材料 : 司機還將會提供有可選的安全眼鏡, 護目鏡, 防護服和手套.

檢測呈陽性 COVID-19 或有 COVID 症狀
• 運送過檢測呈陽性 COVID-19 學生的巴士將會停止服務, 直至它們被徹底消毒.
• 如學生因為可能的 COVID-19 症狀而在學校被隔離, 交通工具將無法運送學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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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留在家中和
何時上學的指南
倫頓學區將會遵循衞生部 - 西雅圖和金縣 (PHSKC) 有關職員或學生有 COVID-19 症狀或與
COVID-19 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能夠何時返回學校的指南. PHSKC 的 篩選流程圖 就有關教
職員工, 學生和訪客何時必須離開學校留在家中提供了明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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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和場地 COVID-19 協調員/應對團隊
在學校和學區設施內管理 COVID-19 以幫助減少傳播, 並保持學生, 教職員和家庭的健康和
安全, 需要一個協調團隊來應對. 我們已經確定了員工的具體角色和責任來支持這項工作.

學區 COVID-19 協調員
衞生服務主任 Laura Widdice 已經被確定為學區的 COVID-19 協調員. 學區協調員 :
1. 作為公共衞生 - 西雅圖和金縣 (PHSKC) 的聯絡人.
2. 使用網上報告系統向 PHSKC 通報每間學校確診的 COVID-19 個案.
3. 為學區維持並更新學校個案和密切接觸人士列表模板 (B).
4. 向學校 COVID-19 協調員分發協議, 程序和資源.
5. 隨著 CDC, WA DOH 和 PHSKC 有新的或修訂的指南可用時, 更新協議, 程序和學校資
源.
6. 作為廣大社區以及相關利益者/學區合作夥伴的問題和資料聯絡點.

COVID-19 應對團隊
每所學校/場地都有 COVID-19 應對團隊由以下職位組成 :
• 場地 COVID-19 協調員
• COVID-19 篩選領導
• COVID-19 隔離主管
• 傳染控制領導

場地 COVID-19 協調員
已經為每間學校和每個學區地點確定了場地協調員.
• 建築物校長是學校的場地協調員.
• Randy Matheson 是 Kohlwes 教育中心 (KEC) 的場地協調員.
• Matt Feldmeyer 是設施, 營運和維修中心 (FOMC) 的場地協調員.
• Heather Berthold 是倉庫的場地協調員.
• Gregory Dutton 是交通運輸的場地協調員.
場地 COVID-19 協調員負責監管僱員的健康, 並加強 COVID-19 工作的安全. 場地協調員 :
1. 對患病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家庭提供有關 COVID-19 的資源和有關檢疫/隔離的資訊.
2. 收集額外有關密切接觸的資料以作追踪.
3. 作為學區 COVID-19 協調員的聯絡人.
4. 管理學校內部和外部有關疫情狀況的通訊.
5. 作為向教職員工/學生/家庭回答問題和提供資料的聯絡點.
6. 通知與 COVID-19 陽性學生/教職員工有密切接觸的人並需要隔離.
7. 向所有職員, 學生和家庭維持並發放 COVID-19 程序, 協議和資訊.
8. 確保學生/職員均使用臉罩.
9. 確保每天在場地有指定和可用的職員履行 COVID-19 應對團隊的角色.
10. 作為 PPE 補貨問題的聯絡點.
11

COVID-19 篩選領導
COVID-19 篩選領導是每間學校裡的護士. 其他學區場地的篩選領導由場地 COVID-19 協調
員決定. 篩選領導 :
1. 收集有症狀的學生或職員的資料.
2. 通知家長/監護人/緊急事故聯絡人, 以促進學生/教職員安全地返回家中.
3. 為學校個案和密切接觸人士列表模板收集初步資料, 包括傳染期間的日期.
4. 確保學生/教職員均使用臉罩.
5. 通知傳染控制領導需要啟動傳染控制協議.

COVID-19 隔離主管
場地協調員確定一個 COVID-19 隔離主管, 這因學校而異. 隔離主管 :
1. 監督在學校期間出現有 COVID-19 症狀的學生/教職員區域, 直至他們能夠離開學校.
2. 確保學生/教職員在等候期間, 保持戴上口罩並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
3. 確保學生被釋放給家長/監護人或指定人員.

傳染控制領導
傳染控制領導是每間學校與保管人員密切合作的辦公室經理. 其他學區場地的傳染控制領
導由場地 COVID-19 協調員決定. 傳染控制領導 :
1. 為所有受影響的區域啟動設施的清潔和消毒協議.
2. 通知保管職員受影響的區域, 該處必須根據 CDC COVID-19 清潔/消毒協議來進行清
潔和消毒.
3. 確保受影響的區域不被使用, 直至清潔完成為止. ( 即讓保管人員關閉這些區域並張
貼標誌 ).
4. 確定保管職員完成對所有受影響的區域進行清潔和消毒.
每所建築物內的保管員領導 :
1. 確保 COVID 隔離區域是每天進行消毒.
2. 維持並更新清潔和消毒協議及程序.
準備好 COVID-19 清潔計劃, 並定期使用新的或修訂的 CDC 和 WA DOH 指南來更新計劃.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