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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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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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遵

循教育部的指导，并随着教育部的指导方针传达给学校而更新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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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本 Covid-19 卫生和安全政策旨在提供指导方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Covid-19 疾病

在 KIS 社区的传播。这是一份工作文件，将随着我们对流行病的了解更多而进行修

订。 

 

KIS 认真对待卫生和安全的身体距离措施很重要。正如政府宣布的那样，我们社区的

所有成员在恢复阶段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安全的身体距离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 

 

这些指导方针的制定是为了 KIS 儿童、员工和家庭的最佳利益。他们认识到我们是一

个每天都密切接触的单一社区，因此我们需要采取集体应对措施来应对 Covid-19 的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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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不遵守指南的家庭必须明白，如果他们的孩子对每个人构成重大风险，他们可能

会被拒绝进入 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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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良好的个人卫生 

 洗手 

对着肘部或组织打喷嚏和咳嗽（妥善处理） 

肥皂和洗手液很容易获得并且触手可及 

 学校房间和走廊必须戴口罩。佩戴时，必须正确佩戴——遮住口鼻 

 建议在校舍外戴口罩 

 老师在全班上课时可以暂时摘下口罩 

 EYFS 儿童不必在大楼内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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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清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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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机组会定期清洁和保养 

 风扇和窗户将处于良好工作状态，以帮助区域通风 

 

4. 学校访客 
 所有访客必须在进入前使用并显示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程序 

 所有成年访客必须在 MySejahtera 上具有低风险/无症状 

 必须提前预约与学术或行政人员会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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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以下症状者不得进入学校，请在离家前检查是否有以下症状： 

 发烧（+37.5C） 

 流鼻涕 

 咳嗽 

 喉咙痛 

 气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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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与 COVID 19 确诊者或正在诊察者密切接触 

 教职员工和家长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或他们的家庭成员与 Covid-19 阳性者

有过密切接触，必须立即通知学校 

 这包括是否有人在同一个家庭中呈 Covid 阳性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缺勤。 

 

7. 在学校内确诊的 COVID 19 病例 
   学校将向相关当局以及相关家长和教职员工通报 Covid-19 病例。我们永远不会向

我们的社区识别受感染的成员，并可能对那些通过我们的社区传播虚假或诽谤新闻

的人采取行动。 KIS 不会容忍与我们社区中的 Covid-19 病例新闻相关的任何歧

视或潜在污名行为。 

 

8. 教师和 TLA 的准备工作 

 在共用房间的进出时，员工应在共用房间内使用提供的洗手液 

 当其他人在场时，员工必须戴上口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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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以支持的方式回应孩子的反应，

并向他们解释这些是对异常情况的正常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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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抵达学校 
 所有学生（Yr7-13）必须在 MySejahtera 上具有低风险/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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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应通过通常的前门进入并经过热敏扫描仪 

 我们将定期检讨入校过程，以确保顺利进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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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课室环境 
 每节课结束时，教室将进行通风（门窗打开，空调关闭，风扇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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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放学 
 父母必须在 MySejahtera 上具有低风险/无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