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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19 后继的安全政策
这是一份工作文件，随着我们对这流行病的逐多了解而每周将进行审查和修订。政策
将遵循政府的指示和指导，及配合政府所传达之讯息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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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此 COVID 19 健康和安全政策旨在提供指导，以在政府允许学校重新开放时最大程度地
降低 COSID 19 在 KIS 学校中的传播。这是一份工作文件，将随着我们对病毒的逐多了
解而进行修订。
KIS 很重视采取卫生和安全的身体距离措施。无论是否执行了强制性的行动管制令
（MCO）或某种形式的封锁，我们所有成员都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安全的身体距
离。
我们学校的所有成员都应该熟悉：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健康检查和测检程序
清洁和消毒程序
日常运作和室内的身体距离措施

选择不遵循指南的家庭必须了解，他们的孩子 将造成每个人的风险而不允许进入
KIS。

2. 良好的个人卫生


洗手
洗手步骤 - 参附录 1
打喷嚏和咳嗽在手肘部或纸巾中（需适当处理扔掉）
随时随处有供应肥皂和洗手液



学校必须戴口罩（体育锻炼和饮食除外）。佩戴时，必须正确佩戴-遮住嘴和鼻
子（请参阅附录 3）。
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不应取下口罩，而应在实际进食/饮水时取下口罩。禁止共
享食物，餐具，杯子，碟子，碗，毛巾等
将脏的纸巾或湿巾扔入有盖的垃圾桶内
如果在教室外面時需要新的口罩，请取下并扔进有盖垃圾桶
一般使用/戴手套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因此应避免使用。






3. 清洁的环境





Created / April 2020
Updated / 15th February 2021

每天对日常接触的表面和物体进行例行清洁和消毒
学校将每两周（或根据要求）对所有区域进行深度清洁高频接触的表面包括：
门把手/把手，电灯和空调开关，桌子，椅子/凳子，扶手，教室水槽把手，席
子，柜面，智能板等。
高频接触的物体包括：玩具，学习器材/仪器，文具，玩具/杂物篮，电脑（键
盘，滑鼠），遥控器等

At Kinabalu International School we are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n excellent education
in a caring, respectful environment, challenging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as successful globa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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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體距离



每个人都必须与他人保持 1 米的距离
禁止握手，拥抱，击掌或触摸他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遇险儿童会使用常
识）

无法避免身體距离的地方：
例如学校医疗室，在这种情况下，成人（老师，家长）必须戴口罩和手套，并经常洗
手。

5. 学校访客









限制家长，照顾者和签约工人不必要的拜访
必须提前预约
家长可以在一天结束时到学校接孩子
只限 KIS 所需要帮助操作学校事务的访客可以进入
所有访客在进入之前必须使用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程序
任何新访客必须声明其旅行路线和健康状况
希望为孩子注册的父母只能在有限的办公时间内访问学校。可以安排虚拟旅
需要维修的工作或当局的检查将仅限于上课时间以外

6. 健康检查和测检
KIS 将持续在学校入口处为所有教职员工，学生和访客执行健康检查，体温检查和
手部清洁。不遵守者将被拒绝入校。
以下情况将不允许进入学校，请在离家之前检查这些症状：






发烧（+37.5C）
流鼻涕
咳嗽
喉咙痛
气促

在上学期间，学校护士将对所有员工和学生进行第二次健康检查，并进行体温检查。

7. 曾与 COVID 19 确诊者或正在诊察者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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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职员和家长或他们的孩子，或其家庭成员曾经与 COVID 19 确诊者有密切
接触，则必须立即通知学校
从接触的最后日期开始，必须强制休假 10 天

At Kinabalu International School we are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n excellent education
in a caring, respectful environment, challenging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as successful globa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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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学校内确诊的 COVID 19 病例
若有确诊病例，校方将即刻联系有关当局以及家长和教职员工。我们将不会鉴定校
内的受感染者，并可能会采取行动对付那些对学校传播假新闻的人。KIS 不会容忍
任何对本校内 COVID 19 病例相关的新闻持有任何歧视或潜在侮辱的行为。
在确认 Covid-19 案件后，学校场地将关闭至少 3 天，以便对所有区域进行深度清
洁。家庭学习将在学校停课期间进行。
学校将通知所有在校人员自我隔离 10 天。学校将通知卫生部和教育部，并将遵循
他们的指导。学校将联系疑似密切联系的人，并将与卫生部保持联系，按照卫生部
的指示安排 Covid-19 测试。这些测试的结果将确定要测试的新近联系人。如果有
成果，学校将通知社区。
重要的是必须要求社区中的所有成员进行自我隔离，而不是通过尝试进一步的
Covid-19 测试自己来使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

清洁消毒方案：




为了保护我们的员工，我们将至少等待 24 小时才开始清洁和消毒，以最大
程度的减少接触呼吸道飞沫的可能性。将打开室外门窗以增加该区域的空气流
通
清洁人员将清洁和消毒患病者曾使用的所有区域（例如办公室，洗手间和公共
区域），尤其是高频接触的物件表面。

9. 从马来西亚境外返回
刚从马来西亚外回来的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在 10 天之内）没有自我隔离者，将
给予 10 天的强制性请假。

10. 为居家学生提供线上学习
高危群中可能需要待在家里的学生包括：






免疫系统受损的儿童
有深度医疗需求的儿童
有家庭成员接受隔离检疫或已确诊 COVID 19 者
在过去 14 天内有在沙巴以外旅行记录者
学生无法进入沙巴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将按个别情况安排学生的作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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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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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 将有明确宣传：





12.







13.

手部卫生
不共享
安全的身体（社交）距离
入校和离校指南

教师和 TLA 的准备工作
所有员工每天入学时都必须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
教职员进出共用房间时必须使用提供的消毒洗手液
工作人员必须始终戴上口罩
建议教师和 TLA 在各自的课室里准备课程，并且彼此之间保持 1 米的距离
如果材料位于公共区域，则允许的最大成人人数取决于在任何时候允许物理距
离的空间大小。 在员工室中，每桌员工最多可坐两个人
准备区域中的人员若超过一位，他们应避免面对面站立或坐着，并保持安全的
身体距离

教职员会议和培训

在持续的社交距离管制令下，学校将限制于不面对面的会议和员工培训，并避免不
必要的会议：





小组会议可使用电子邮件或线上视频会议
尽可能选择线上培训
选择提供单独包装的食物，而不是自助餐式
建议教职员工不要聚集或闲聊



如果要求员工参加小组会议，将使用 MPR /观众席的设置，并且员工必须戴口罩

14.

应对压力

儿童面对压力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常见的反应包括难以入睡，尿床，胃痛或头
痛，焦虑，退缩，生气，固执或害怕独处。我们将以同理心回应儿童的反应，并向
他们讲解在异常情况下如此的反应是正常的。我们将倾听他们的顾虑，并花一些时
间安慰他们，建立他们的安全感。为使学生安心，可随时联系我们学校辅导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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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学校
中学生应在 7.30am 之前上学，小学生应在 7.45am 之前上学，而 EYFS 应在
7.45am 之后和 8am 之前到达（既有小学又有 EYFS 的父母可以在 7.45am 之后到
达）家长/司机应在通常的下车地点让学生下车，学生们应该戴上口罩
只有学生（EYFS 家长除外）才可进入学校，家长/驾驶员可以驾到路的尽头再
掉头
学生应通过通常的前门进入并经过热敏扫描仪
经过健康检查之后的学生可直接进入小学和中学课室。TLA 将在现场协助幼儿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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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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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定期检讨入校过程，以确保顺利进行

上课时间的身體距离
学生应遵循所有指示牌，沿学校的一个方向行走。 有标志指示“上”楼梯和
“下”楼梯
每节课之间将有额外的时间以供行动缓慢而拖延的时间
中学储物柜区域将修整以提供身體距离的空间，学生只能使用自己的储物柜
学生不应在教室外等候，除非老师不在场，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须在课室
外的走廊排成一条直线并自我疏离
在课堂交换时间，学生不可停留彼此交谈
普通教室的六年级学生必须注意身体的距离，并且必须始终戴上口罩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封锁或疏散，将以安全第一，进行身體距离为首要

课室环境
桌子应尽量分开，学生应坐在分开的位子上或相对的另一端，类似于测验情形
小组工作应尽量减少，以避免移动桌椅的摆设
学生应避免共享资源，尤其是课堂设备。学生应携带自己的用具品到学校，而
不需要与朋友共享

小组活动
暂停小组活动超过两个班级
避免需要触摸他人的动作，例如牵手，握手，击掌等
避免每个人都坐在一张席子上或靠在一起的小组活动。教师应该利用机会与孩
子们做其他的互动，例如：个别与一位或两位孩子阅读或讲故事

体育课
所有体育课将在学校内进行
禁止有身体接触的运动
给予额外充分的时间，以允许学生分小组更换套件/制服
体育锻炼时将不戴口罩
每节课后将对使用的设备进行消毒
进行体育锻炼时将使用额外的身体距离
体育部门将直接向家长和学生更新课程详细信息

处理作业和图书馆退书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以电子影像方式收集功课
图书馆将为学生提供洗手液，供学生在出入时使用
退还之图书馆书籍将收集在小学/中学图书馆收集箱

洗手间
在上课时间，班上只能每次允许一位学生上洗手间
At Kinabalu International School we are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n excellent education
in a caring, respectful environment, challenging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as successful globa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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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在休息时间，洗手间将有监控以确保过于拥挤
每个人上洗手间后必须洗手

休息和午餐
EYFS 将在 EYFS 区域内进行各班轮流式休息时间
EYFS 午餐时间将在 EYFS 地区安排各班轮流用餐
学校食堂将通过提前订购提供预包装的饭菜
不允许运送食物，教职员工和学生应在早上自备带家中食物。 白天不允许家长
带食物上学校
小学和中学休息时间将被修改以允许身体距离
学生进餐时坐在板凳位置应隔开并保持距离
学生不可共享食物或餐具
小学和中学的午餐时间会分开，以避免学生相撞
休息时间不允许玩有身体接触的游戏
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不应取下口罩，而应在实际进食/饮水时取下口罩。

日间健康检查

在校期间，学校将会在午餐时间后，进行第二次温度检查。如果职员或学生在校内
时感到不适，他们将被安置在医疗室与其他人隔离。若是学生不适，家长必须即刻
接孩子回家或就医。

24.















25.

放学
EYFS 将于下午 1.30 放学（幼儿班照常上午 11:30）
小学 1-3 年级将在下午 1.45 放学
小学 4-6 年级将在下午 2 点放学
初中 7-9 年级将在下午 2.45 放学
高中 10-13 年级将在下午 3 点放学
为避免于楼梯拥挤，放学钟声响后，一楼的老师将首先解放学生，一分钟后
解放二楼的学生，再一分钟后解放顶层的学生
家长必须使用 MySejahtera 应用程序才能进入学校
家长应从前门进入并以记录他们的体温
等待接学生的家长应在走道和学校前面的长凳坐位上分开距离
家长接学生离开时必须使用更宽阔的出口驾驶至铁门边
家长和学生必须立即离开，游乐区将会关闭
暂停销售冰淇淋至另行通知
如果您需要与学生的老师交谈，请使用电子邮件或 Dojo 进行交流
我们将定期审核放学时间的流程以确保一切能顺利进行

课外活动（ECA）

一切课外活动将暂停直到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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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孩子回家后
孩子应在回家后立即冲凉，然后才与其他家庭成员进行互动（之前应避免触摸
或拥抱）
校服要经常洗涤，若是许可，每天洗换

校外时间

为防止将感染带入学校：



28.

建议家长减少和延迟校外时间的活动和聚会
建议家长在校外也要遵守安全措施和身体（社交）距离的准则

学校旅行

虽然旅行目前暂停，但学年（20/21）的计划将包括旅行计划。 出行的决定将每月
进行定期监测，计划也需配合健康和安全措施而定。学校国际旅行将暂停至另行通
知。

29.

附录 1：世界卫生组织/什么是 Covid-19

什么是 COVID-19？
COVID-19 是由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 CO”代表冠状，“ VI”代表病毒，
“ D”代表疾病。起初这种疾病被称为“ 2019 新冠状病毒”或“ 2019-nCoV”。
COVID-19 病毒是一种新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某些类型的
普通感冒相同。

COVID-19 的症状是什么？
症状可能包括发烧，咳嗽和呼吸急促。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感染会引起肺炎或呼吸
困难。这种疾病很少会致命。这些症状类似于流感（感冒）或普通感冒，它们比
COVID-19 常见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测试才能确认某人是否患有 COVID-19
的原因。

COVID-19 如何传播？
病毒是通过直接接触被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传播的（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个人也
可能会因触摸受病毒污染的物件表面后又触摸他们面部（例如眼睛，鼻子和嘴巴）
而受感染。目前尚无证明 COVID-19 的传播与食物有关。COVID-19 病毒可以在表面
上存活数小时，但是简单的消毒剂也可以杀死它。

谁是最高风险？
老年人以及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似乎更容易受感染而出现严重症状。
由于这是一种新病毒，我们仍在探索它如何影响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我们知道任
何年龄的人都可能感染该病毒，但是到目前为止，报告中儿童感染 COVID-19 的病
例相对较少。这是一种新病毒，我们需要更了解它如何影响儿童。该病毒的致命率
不高，到目前为止，主要是一些预先有疾病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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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特效的 COVID-19 疫苗。但是，许多病症都可以从医护中心获得早期护
理以降低疾病的危险性。目前也有多项临床试验以评估 COVID-19 的有效治疗法。

如何减低或防止 COVID-19 的传播？
与流感或普通感冒等其他呼吸道感染一样，公共卫生措施对于减低疾病的传播乃至
关重要。公共卫生措施是日常预防措施，包括：
√生病时待在家里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弯曲的手肘或纸巾遮盖口鼻（立即丢弃用过的纸巾）
√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件表面和物体
随着我们对 COVID-19 的更多了解，公共卫生官员也会建议采取额外措施。

30. 附录 2：洗手
手部卫生是防止病毒传播的重要措施。你什么时候应该洗手？







准备或招待及吃东西之前和之后
上厕所后
擦拭鼻子，嘴巴，疮或伤口后
使用任何体液后
在户外玩耍后
任何手部看起来肮脏的时候

确保彻底洗手的一些技巧：





31.

使用液体肥皂
洗擦至少 20 秒（可以细声唱歌/洗手的歌，以提醒需要彻底洗擦。“一闪一闪
亮星星”或“生日快乐”唱两回或“鲨鱼鲨”大约是 20 秒）
勿以消毒洗手液取代肥皂和水，除非是在没有肥皂和水的情况下才使用消毒洗
手液，
使用一次性湿巾和纸巾（使用后应正确处理扔掉）

附录 3：如何使用口罩

如何戴上口罩：




Created /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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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口罩尺寸。若许可，儿童可使用儿童口罩。
触摸口罩之前，先用肥皂和水或消毒洗手液洗手。
确保口罩的两面没有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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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戴上口罩正确的一面：a）硬金属条位于顶部，b）如果使用三层手术口
罩，有颜色层在外面。布口罩也可使用，医用口罩就可留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使用。
口罩需遮住口鼻，并确保脸部和口罩之间没有缝隙。根据有关面罩类型的说明
牢固固定面罩。
佩戴时避免触摸口罩。如果触摸了口罩，需用肥皂和清水或消毒洗手液洗手
口罩潮湿时应立即更换，并且不要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布口罩应使用肥皂和
水清洗并嗮干后再使用

如何取下口罩：





32.

避免触摸面罩的前部，因为它已被污染。仅触摸耳圈/带子并从后面取下。
立即将口罩扔入有盖垃圾桶或密封的塑料袋中。
用肥皂和水或消毒洗手液清洁双手。
布面罩应小心取下，并放入密封塑料袋或装有肥皂和水的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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