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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 日 
 
各位家長：  

 
我希望您在這個暑期安全和健康，並得到一些休息和放鬆的機會。隨著 2020-21 學年開學的臨近，我要

與您分享一些重要的新訊息，這些資訊涉及您子女的學校以及每一所學校在新學年採取的健康和安全規

程。   
  
所有學校都在為混合式學習做準備，在採取這種方式期間，學生在一個星期裏有幾天會到學校教學樓以

面對面的方式學習，在其他幾天繼續在家裏以遠程方式學習。但是，任何家庭都可出於任何原因選擇讓

子女將 100%的時間用於遠程學習。如果您希望選擇 100%的遠程學習，那麽請您最遲在 8 月 7 日（星期

五）告訴我們，以便學校有足夠的時間計劃。請到網頁 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 填寫一份簡短

的網上表格，或者致電 311。  
  
在本封信裏，您將找到以下資訊：  
  

• 學校開放和保持開放的標準  
• 如果有人生病會怎樣：關於在學校進行新冠病毒（COVID-19）的檢測和追蹤的新資訊  
• 針對每一所學校的總體健康和安全的規程   

學校開放和保持開放的標準  
  
儘管我們會繼續認真地關注不斷變化的總體健康狀況，但有一件事是不變的：我們對學生、教師和職員

的健康和安全的承諾。這一首要任務是我們在進入 9 月份所採取的所有政策的基礎。  
  
在 7 月 31 日，市長和我本人宣佈，若要讓學校教學樓在 9 月開放並保持開放，全市所進行的所有

COVID-19檢測的陽性結果比率必須每周平均低於 3%。另外，如果在學校開放後，接受 COVID-19檢測

的紐約人中有 3%或以上的人被發現携帶病毒，那麽學校將再度關閉，而且每位學生的學習將 100%地以

遠程方式進行。  
  
自從 6 月以來，這一數字一直徘徊在 1-2%，而且我們正與紐約市健康及心理衛生局（簡稱 NYC 
Health）、紐約市檢測 + 追蹤計劃（NYC Test + Trace）以及市長辦公室合作，為相互協調的學校重新開

放計劃做準備。如果教職員和學生不能保持健康，那麽他們便不能授課和學習，因此我們正儘最大努力

確保學校為學習而保持安全和健康。  

如果有人生病會怎樣：關於在學校進行新冠病毒（COVID-19）的檢測和追蹤的新資訊  
  
我們與 NYC Health 的專家同仁緊密合作，制定了嚴格的規程來進行相應的預防和防範，並針對我們當

中有 COVID-19 確診病例的學生或員工採取應對措施。大家務必要知道，「確診病例」意味著一位家長

或監護人、學生或教職員要將來自保健服務提供者或實驗室——如本市運營的檢測點、私人醫生或緊急

醫護中心——的陽性檢測結果提交給學校。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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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保持學校社區安全的規程包括：  
  

• 預防：從 2020-21 學年開學第一天起，如果學生或教職員感覺病了，則必須待在家裏。另外，如

果其症狀與 COVID-19 一致，則我們將要求他們接受檢測。  
 

• 在學校感覺生病了：如果學生在學校時開始出現症狀，則必須將其隔離並由一位學校教職員對

其密切觀察，直至該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將其接走。在學校出現症狀的教職員必須通知管理層，並

立即離開學校。  
 

• 檢測：我們要求所有學校教職員在即將開學的幾天裏接受 COVID-19 的檢測，他們將在本市運營

的 34 個檢測點優先得到加快的檢測結果。我們也要求所有學校教職員在學年期間的每個月接受

檢測。全市的學生家庭也可獲得這一免費的檢測。  
 

• 追蹤：若在學校出現確診的 COVID-19 病例，則紐約市檢測 + 追蹤計劃以及 NYC Health 將展開

調查，確定在校内曾與其密切接觸的人。有確診病例的教室内的所有學生和教師都被視爲密切接

觸者，並將被指示自與病例最後接觸以來的 14 天内進行自我隔離。對於可能要在不同班級之間

往返的高年級學生來説，這適用於出現病例的所有班級。   
  

如果在學校出現一個以上病例，而且並非是在同一間教室，則學習將以遠程方式繼續，而且學校將至少

關閉 24 個小時，與此同時紐約市檢測 + 追蹤計劃以及 NYC Health 將展開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受影響

的教室或整個大樓將關閉 14 天進行隔離。  
  

在任何必要的隔離期間，學生將繼續以遠程方式學習。  
  

• 溝通：無論症狀是在家裏還是在學校出現，我們都會保持清晰和順暢的溝通，以促使我們迅速

採取行動，並防止病毒的傳播。如果有一個 COVID-19 病例得到確認，則學校將與學校的所有家

長和學生進行相應的溝通。  

針對每一所學校的總體健康和安全的規程  
  
檢測和追蹤是好幾項嚴格健康規程的一部分，這些規程旨在保持我們學校社區的健康。以下是我們在 9
月重開學校教學樓時，您和您的家人應了解的關於紐約市教育局健康與安全措施、政策和規程的重要事

項：  
  

• 在任何時候，學生和教職員都必須在學校或前往學校途中戴上保護鼻子和嘴巴的臉部遮蓋物。對

於因醫療原因無法佩戴臉部遮蓋物的兒童以及在發育上無法佩戴臉部遮蓋物的幼童，我們予以例

外安排。  
• 在整個上學日當中，在學校場地的任何地方以及在往返學校途中，學生和教職員必須相互保持六

英尺的身體距離。  
• 學校將全天進行清潔，並每晚進行消毒，並特別注意高接觸區域。  
• 在每一所學校，我們將準備好臉部遮蓋物、洗手液和清潔用品隨時供應。  

https://www1.nyc.gov/site/coronavirus/get-tested/covid-19-testing.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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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所學校將設立一個學校小組，隨時準備好應對在學校出現的健康問題。  
• 每所學校都會有一個指定隔離室，以供萬一有學生在上學日中生病時使用。   

 
若要了解關於上述規程和其他政策的詳細資訊，請瀏覽網頁 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並點擊

「健康和安全」（Health and Safety），查詢更多資訊和所有最新消息。  
  
在重新開課臨近之時，我們把工作重點放在健康和安全上，並根據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來制定政策，

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曾是公立學校的學生家長、教師和校長，我知道希望在確保您全家的健康和安全的同時為您的子女提

供盡可能最好的教育是什麽感受。自從 3 月份以來我們一起學到了很多東西——關於病毒以及關於我們

即時地對此做出反應和應對的能力。因此，我們一定要制定出針對返校的最嚴格和最嚴謹的程序。  
  
我們將在未來的幾天和幾個星期裏發佈更多資訊。一如既往，謝謝您成爲教育局大家庭的一員。  

 
 

誠致敬意！ 

  
卡蘭扎（Richard A. Carranza）  
教育總監  
紐約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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