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en II計劃位於聖保爾斯大道309號和Manor路663號 

受NYCDOH（第47節）和NYSED（4410和853）的監管， 

  

重新開放制定和引入該重新開放 

計劃的計劃是與家庭，員工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自2020年3月關閉我們的體育館以來，對家

長進行了多次關於學校建築重新開放的調查，並且工作人員每天與家人保持聯繫。此外，紐約州

跨機構理事會教育委員會每週舉行一次會議，與國務院教育和教育部各工作人員交流的寶貴信息

作為建議，提出了有關方面的問題，並向參加機構作了簡要介紹。伊甸園II項目的領導的一些成

員也參加了理事會服務提供商的工作組重開公司的自閉症。該工作隊每週開會，並作出的學校為

孩子在自閉症了美國。小奇蹟學齡前兒童參加了史泰登島學齡前兒童提供者委員會，每月舉行一

次會議。最後，該計劃基於紐約州COVID信息中心提供的有關醫院容量，全州COVID率以及其他

關鍵指標的數據。隨著新信息和指南的發布，該計劃可能會更改。  

在製定此計劃時，考慮並使用了以下指南：: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index.html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re-

K_to_Grade_12_Schools_MasterGuidence.pdf 

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 -schools / NYS-P12-學校重新開

放，guidance.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index.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re-K_to_Grade_12_Schools_MasterGuidence.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re-K_to_Grade_12_Schools_MasterGuidence.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schools/nys-p12-school-reopening-guidance.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schools/nys-p12-school-reopening-guidance.pdf


紐帶，以重啟計劃將伊甸園II計劃的網站，供市民查看上公佈，也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我們的

父母。下面還提供了此計劃的鏈接。實物副本將張貼在學校的入口處。要求父母詢問他們是否需

要將任何交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或有其他無障礙需求。 

● 鏈接@ www.eden2.org計劃     

  

概述 

Eden II當前提供了一種混合教學模型，其中包括現場指導和遠程學習。這樣，教職員工和學生就

可以安全地返回到親身指導，同時考慮適當的社交距離，PPE和麵部遮罩的可用性，安全運輸的

可用性以及NYCDOH報告的當地醫院的容納人數。 

將根據家長的教學偏好（混合動力還是完全遙控）安排學生的時間。雖然這是當前選擇的模型，

但根據學校當前的健康狀況以及CDC和NYS的指導，Eden II也可以隨時設置為完全遠程。 

我們將對父母進行調查，以確定他們對2020年9月開幕的偏好，他們將只能選擇遠程教學，也可

以選擇遠程教學與直接面對面教學的混合模式。學生將分為幾組，包括A組和B組，分別用於學齡

前和幼兒。這樣一來，大約有50％的班級同時參加親自上課，並且每位學生有50平方英尺的空間

可確保適當的社交距離。父母將被允許在任何時候改變關於孩子接受的教學類型的想法。 

無論是遠程學習還是面對面的指導，每個學生都會繼續被分配工作人員。 

父母將被允許運送孩子並遵循既定的進出程序（請參閱下面的“學生到達和離開”部分）。 

  

溝通/家庭和社區參與 

如前面在“開發部分所述和介紹” 重新開放計劃，Eden II計劃與學校利益相關者和社區成員一起制

定了此重新開放計劃。，行政人員，教職員工，學生，學生，學生的父母/法定監護人，地方衛生

部門，地方衛生保健提供者整個計劃過程中和附屬組織都參與了該計劃。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www.eden2.org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www.eden2.org


所有人員都必須完成特定於站點的強制性安全計劃培訓，其中包括此重新開放計劃中包括的所有

主題。家長/監護人將獲得一份針對特定地點的政策和程序的書面清單，並且必須簽名表明他們已

經閱讀並同意遵守當前的面對面服務政策。每週電子郵件新聞通訊將繼續發送給所有父母/監護人

，以向他們更新任何新信息或政策和程序的更改。這些計劃也將發佈在網站（eden2.org ）上，

並將在發生變化時進行更新。教師將繼續與家人保持日常聯繫。主管部門將繼續舉行員工/市政廳

會議，以定期討論任何員工問題。如有必要，還將與家人舉行公開會議，以傳播信息。 

已在所有入口點和建築物周圍以及整個空間的各個關鍵位置（走廊，門，浴室等）張貼了政策和

說明海報，包括DOH和CDC指南。與停車或參觀建築物的所有人進行溝通。還張貼了兒童海報，

學生可以在其中查看。鼓勵所有學生，教職員工和訪客遵守所有標誌。每日檢查是否符合這些準

則。 

在所有學生的指導中都將包括手部衛生，正確使用面罩，與社會保持距離和呼吸衛生計劃。購買

兒童尺寸的三層手術口罩時要戴，以訓練學生正確地容忍和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尤其是面罩。 

指示父母/監護人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將任何交流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或是否還有其他無障礙需求。 

Eden II計劃創建了一個COVID-19委員會，副執行主任Eileen Hopkins擔任COVID-19安全協調員

。可以通過與她聯繫ehopkins@eden2.org。有高風險或與高風險人士一起生活的學生或工作人員

的住宿請求，應直接發送給計劃負責人和/或人力資源部，由他們與COVID-19委員會共享。根據

ADA規定，將考慮住宿。 

  

健康與安全 

與該機構的學校衛生專業人員合作制定了以下程序。Eden II關於在工作場所提供和使用口罩和其

他PPE的政策和做法符合OSHA，CDC和衛生部提供的指南。 

口罩/個人防護設備（PPE）要求面罩（： 

佩戴所有Eden II員工在離開辦公室或私人工作區時必須佩戴遮住鼻子和嘴巴）。行政人員可能戴

著布口罩，但是由於教學人員更容易與他人接觸，並且由於某些學生可能拒絕使用（或未正確使



用）面部防護，因此所有人員都在工作對於學生，您至少必須用三層手術口罩遮住口鼻。通常認

為，這些口罩在過濾掉病原體方面比許多布面罩更有效。計劃管理人員將提供口罩（以及其他類

型的PPE和必要的用品），每天至少提供一個批准的口罩。 

根據風險評估，可以根據需要向人員提供其他PPE。如果員工認為特定的工作場所條件會增加

COVID-19傳播的風險，或者如果他們的醫護人員告知他們從COVID-19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

則他們可以告知項目管理和/或門人力資源部。部門將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決定，並在必要時諮詢該

機構的COVID-19協調員。 

  

與沒有佩戴口罩的學生直接身體接觸時，將面罩分發給所有工作人員，以按照其三層手術口罩佩

戴。他們也應該用來上廁所。通過Eden II COVID-19官員詳細說明並維護了足夠的PPE供應，計

劃管理部門將把任何計劃需求告知COVID-19官員。員工還可以選擇完成其上的任何特定PPE需

求在輪班前員工自我健康風險評估/ COVID-19 Google表單（請參見下文）。 

  

請注意，鑑於我們許多學生戴著口罩面臨的挑戰，計劃管理部門將與員工合作實施計劃/活動，教

學生戴著口罩/最大程度地增加戴著口罩的時間可能的措施。兒童手術口罩可日常使用，如有需要

，還可提供其他工具。口罩和用於存放的一次性Ziploc袋將放在學生的單獨小隔間中。  

  

學生可以休息一下，戴著口罩。對於可以長時間戴著口罩的學生，他們將在一天中的特定時間休

息5-10分鐘。參加口罩休息時，學生必須與同齡人和工作人員保持社交距離，但是工作人員必須

繼續戴口罩，並且必鬚根據他們的特殊需要在任何時候對學生進行監督。 

學生體溫檢查： 

a. 父母：  何時下車到達學生將在預定的交錯時間到達。家長將停放在街道上，上坡道，並與

學生在6英尺外的明顯地點等候。父母不得進入大廳。將被要求工作人員到分配的學生到

達時，大廳（戴著3層手術口罩）。家長每天必須進入Google校園前篩檢表，作為他們健

康評估的一部分。每天早上都會向父母發送短信/電話提醒，以提醒他們在開學一天后的

一小時內填寫該信息。父母被告知，如果他們對任何評估問題的回答都是“是”，則不應將

孩子送入學校，護士應與他們聯繫以獲取更多信息。一名學校護士將每天審查答复，並將

任何問題或正面答复報告給計劃主任。鼓勵父母在可以忍受的時候讓孩子戴上口罩。       



  

必須由訓練有素的人員使用適當的PPE清除學生的體溫在離開設施之前，入口（大廳）並進入教

室。如果學生髮燒100°F或更高，則不允許他們進入，必須與父母一起回家。學生體溫檢查將記

錄為通過/失敗。使用非接觸式溫度計的教職員工應用抹布清潔它抗菌在學生之間。陪同學生的教

職員應洗手，並要求學生在到達教室後洗手。中午的溫度檢查將由教室內的教室教師進行，並且

還將記錄為通過/失敗。  

  

b. 到達乘校車：根據學生的IEP，學生運輸教育部（OPT）的辦公室將為學生提供從家到學校

的安全運輸。家長們需要完成一個谷歌表格預他們的孩子離開家，因為他們的健康評估的

一部分之前到達篩選。每天早上都會向父母發送短信/電話提醒，以提醒他們在上學日開

始後一小時內和上車前完成操作。父母被告知，如果他們對任何評估問題的回答都是“是”

，則不應將孩子送入學校，護士應與他們聯繫以獲取更多信息。一名學校護士將每天審查

答复，並將任何問題或正面答复報告給計劃主任。學生將由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次帶領一個

人上坡道，在6英尺外的標記位置等待。工作人員應戴3層手術口罩和手套。必須學生的體

溫清潔進入大廳之前，由經過培訓的人員在適當的PPE中，並在大廳的區域內。     

  

如果學生髮燒100°F或更高，則將不允許他們去教室。工作人員將前台通知隔離協議工作人員中

的一名帶著所需的個人防護設備到大廳。工作人員前台將通過電話系統發布以下通知：“ 請讓所

有工作人員和學生留在教室裡。有人被運送到大廳。除非被告知“一切正常”，否則請勿使用走廊

或樓梯。該學生將被直接帶到1號隔離室（護士辦公室）。必須遵循隔離協議（請參見下文）。  

  

如果學生得到授權，教職員工將陪同學生前往教室，摘下手套，並清洗學生的手和/或手。非接觸

式溫度計將用擦拭布清潔抗菌在學生之間。中午的溫度檢查將由老師進行，教室內的教室並記錄

為通過/失敗。 

  

  

  

COVID-19 /隔離方案，如果學生在上課期間出現症狀： 

這些程序是與該計劃的衛生專業人員和COVID-19委員會合作編寫的。員工培訓的一部分將是強

調，員工必須對參與者中可能出現的與COVID19相關的任何疾病徵兆保持高度警惕，並知道



COVID-19的患者有多種症狀，包括輕度症狀甚至是嚴重的疾病。暴露於病毒後2到14天會出現症

狀。有這些症狀的人可能有COVID-19： 

● 發熱或寒戰     

● ，咳嗽     

● 呼吸急促或困難，氣促呼吸     

● 疲勞     

● 肌肉酸痛或身體d 的氣味     

● 頭     

● 味覺新的損失或聞     

● 咽痛     

● 鼻塞或流鼻涕     

● 噁心或嘔吐     

● 腹瀉     

* *請注意，此列表並不包括所有可能的症狀，隨著我們進一步了解COVID-19，CDC會繼續更新

此列表。 

如果孩子在教室裡開始出現COVID-19的體徵或症狀，工作人員應立即致電1500，致電前台。如

果有任何學生出現上面列出的任何體徵和症狀，且沒有其他說明。，由於現場沒有學校護士，學

校必須聯繫家長/監護人來接學生並跟醫護人員跟進。前台工作人員將通知計劃管理人員，並通過

電話系統發佈公告，指出“請讓所有工作人員和學生留在教室裡。有人被運送到大廳。除非被告知

“一切正常”，否則請勿使用走廊或樓梯。  前台將呼叫分配為“隔離協議人員”的工作人員，並且必

須將學生運送到1號隔離室（護士辦公室）。隔離協議工作人員將穿戴全套PPE（包括N95口罩）

，並在隔離室中與學生等待。鼓勵學生戴口罩。  

參加該學生隊列的工作人員和其他參與者不應離開房間，並且應與該隊列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員和

參與者保持距離，直到護士或程序管理人員給出進一步的指示。教室將被清潔和消毒學生和隔離

人員離開後，，並在重新使用之前將其徹底清潔。班上其他學生的家人將被要求接孩子。患病學

生在教室的工作人員（包括協調員和言語治療師）將被解僱。建議工作人員進行COVID-19測試



。工作人員將從伊甸園二世（Eden II）管理層那裡獲得有關隔離時間的指導。人員離開隔離室/區

域後，計劃管理人員將安排隔離室，教室和設施中可能被污染通風的其他特定區域（即，打開的

窗戶），必要時進行清潔和消毒，並將向員工提供有關此類預防措施的信息和說明。該程序將向

COVID-19協調員/ COVID-19委員會報告每例患病參與者的情況。將把疑似病例告知當地衛生部

門。 

調查報告的病例/接觸者進行跟進調查的 

  

結論調查過程中 24小時

調查調

查 

之後之後 

1. 在同一教室的學校中至

少有2個關聯的案例 

關閉教

室 

教室保持關閉狀態14天。經調

查，學校將不會關閉。 

2. 學校中至少有2個關聯

的案例，但教室不同 

關閉學

校 

每個案例的教室將關閉14天。

其他成員必須被隔離，具體取

決於在學校的暴露地點。 

3. 至少有2起案件通過調

查聯繫在一起；學校以

外的情況（例如：從的           

  

不同來源） 

封閉學

校學校

開學 

經調查後；教室關閉14天。 



4. 至少2個相關病例，但

對於學校的情況下，每

一個外暴露證實  

關閉學

校 

學校調查後打開;教室關閉14天

。 

5. 無法確定聯繫 封閉 學校封閉14天 

  

  

學生在懷疑/已知COVID-19暴露後重返學校程序： 

  

在大多數已報告疾病的情況下，最初表明學生留在家中並隨時向管理層通報情況。指導學生參加

遠程學習的時間長短將取決於他們症狀的發展或緩解。如果疾病看起來與COVID-19不符（根據

父母的報告，醫生評估或陰性測試結果），則可以在7天內批准重返學校。如果學生的疾病似乎

與COVID-19保持一致，則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生將被要求在校至少11-14天，直到他們沒有患病

為止發燒至少一周，您的症狀已大大改善或完全緩解。那些報告說他們在14天后仍會繼續咳嗽的

學生，即使發燒和其他症狀消失了，也需要待在外面更長的時間。將在COVID-19協調員的指導

下與家長進行溝通。COVID-19委員會將與當地衛生部門協調該人返回學校大樓的過程。 

在所有情況下，如果學生由於生病或與COVID-19相關的暴露而無法親自獲得服務，則他們將可

以訪問遠程指導。 

解決員工已知或懷疑的COVID-19暴露的規程： 

  

當員工或參與者有已知的COVID-19風險（無論他們是否為已知危險）時，伊甸II將嘗試通過迅速

，認真和嚴格的預防措施來減少COVID-19的傳播症狀，接觸過COVID -19或疑似COVID-19的人

的病史，或前往社區傳播水平較高的地方）。 

鑑於Eden II有保護其僱員和參與者的義務以及與COVID-19相關的嚴重疾病和死亡風險，因此

Eden II 計劃（即不是僱員的醫生，CDC，SED，OPWDD，DOL， DOH或任何其他方）將確定

何時批准員工重返工作崗位。伊甸園二世（Eden II）將遵守政府發布的有關員工請假/聯繫/回國



的指示（如果有的話），並將其作為最低標準，並且將採取我們認為合理且適當的措施（如果有

醫學知識） COVID-19的變更和公職人員方向的變更。 

在大多數報告的疾病中，最初會指示員工留在家裡並使管理人員了解情況。員工必須下班的時間

長短將取決於他們症狀的發展或緩解。如果疾病與COVID-19不一致（根據員工報告，醫生評估

或陰性測試結果），則可以在7天內批准重返工作崗位。如果員工的疾病似乎與COVID-19一致，

在大多數情況下，將要求員工至少下崗11-14天，直到他們不再發燒為止。至少一個星期，您的

症狀已大大改善或完全緩解。報告稱在14天后仍繼續咳嗽的員工，即使發燒和其他症狀得到緩解

，也需要停留更長的時間。在某些情況下，由於缺乏傳輸風險，可以遠程工作並且擁有COVID-

19但感覺更好並且能夠工作的員工可以在短暫缺勤後返回遠程工作。COVID-19委員會將與當地

衛生部門協調該人返回學校大樓的過程。 

員工差旅：關於員工差旅，員工必須將其告知其董事在三州地區（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

州）以外的任何旅行計劃，而董事必須在該州報告任何已知的員工差旅計劃。您的網站使用特殊

的Google表單進行進一步審核。COVID-19協調員和/或COVID-19委員會將審核所有旅行要求，

並採取特定的預防措施。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往當前社區擴散地區的員工在家裡需要有兩週的時

間進行自我隔離，以確保他們沒有症狀，然後才能批准返回任何地方伊甸二世的工作。   

上班時間/工作前評估/人員值： 

  

機上班時間：人員必須戴上臉罩，才能遮蓋住自己的嘴和鼻子，然後再進入工作場所，並配備至

少包含以下成分的洗手液用60％的酒精清洗雙手，然後再觸摸公共表面。每位員工都將獲得一個

個人PPE袋，內有布口罩和消毒劑，可在抵達後每天佩戴。他們還將在工作場所配備三層手術口

罩和消毒劑，以在工作日使用（請參閱本計劃的PPE部分）。Eden II員工必須在建築物內始終佩

戴口罩或口罩（充分覆蓋口鼻區域），除非獨自在自己的辦公室/工作區或在吃午餐時在社交場

所的教室裡。進行。如果工作人員忘記了口罩或需要更換口罩，則應致電前台或主管，同時與他

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COVID-19風險評估Google表格/員工上班前的自我健康狀況：員工每天在上班之前（例如，在家

用計算機上或在離開車輛前通過手機）向工作地點進行實際報告時，必須完成並提交自動健康檢



查/輪班前員工的COVID。Google風險評估表由Eden II提供的。此健康評估要求人員進行體溫測

量在之前先進入工作場所。如果他們在家中沒有可使用的溫度計，則可以使用非接觸式溫度計供

員工自我監控，並在需要時在表格上報告溫度。每次使用後應使用抗菌濕巾。 

如果工作人員對此Google表格中的任何問題回答是（即，如果他們有任何可能的症狀或對可能接

觸COVID19的擔憂），則禁止他們進入任何Eden II設施。他們應聯繫其主管/計劃主管立即進行

報告和討論。 

所有員工都會收到一封包含Google表單鏈接的電子郵件。每天早上7:30將發出自動電話，提醒員

工在上班前填寫表格並記錄他們的體溫。當天不向工作地點報告的人員無需完成工作。 

簽入/簽出：無論員工將車停在停車場還是在周圍的街道上，工作人員都需要使用側門（在停車場

外）進入或退出建築物。每天早晨，所有員工都必須有一扇門進入，他們在地面上有標記，表示

他們在等待註冊時彼此之間有6英尺的距離。將設置一個帳篷以應付惡劣的天氣。在側門辦理登

機手續後，程序管理幾乎每天都會登錄。目前禁止使用數字手指掃描儀。辦理後，工作人員必須

越過健身房，然後登機手續爬上通往大廳的樓梯才能到達分配的教室。從停車場出來的樓梯指定

為DOWN 僅梯子。管理層實際上會在輪班結束時簽出員工，他們應該從早上進入大樓的側門離開

。 

員工必須盡一切努力確保只有獲得批准的Eden II員工才能進入工作場所；員工接受了COVID-19

預防政策和協議的培訓，這將有助於確保所有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員工在進入時發現自己不認

識的人試圖進入建築物，則應告知他們只有Eden II僱員可以進入建築物。如果您不遵守，則應盡

快通知負責人。 

如果員工在工作時間內開始感到不適：如果員工在工作中開始感到不適，則至關重要的是，他們

應盡可能遠離他人，並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傳染。員工應將對其分配的學生的監督移交給小組中

的同事，並立即（通過電話）向主管或其他負責人報告。工作人員應確保繼續戴口罩。主管或其

他負責人將幫助制定計劃，以消除對他人的風險的方式離開工廠。在工作中生病的員工將被指示

盡快離開場所。計劃負責人隨後將跟進員工，以確定下一步行動。 

  



訪客和賣方：  

基本訪問者（可能包括父母）僅在執行人員自行決定的情況下才被允許。請注意，除非另行通知

，否則不會進行現場家長培訓。所有獲得批准的訪客都必須遵守與員工相同的感染控制協議：例

如，個人健康檢查，使用面部遮蓋物，使用洗手液和遠離社會。與訪問者會面的人員有責任確保

訪問者遵守我們的安全計劃（包括在場所內始終戴好醫用口罩）。如果銷售人員或送貨人員沒有

3層手術口罩，前台人員將提供一個。  

基本供應商（例如，設備維修工程師）只能通過任命並獲得主管人員的批准才能進入Eden II工作

場所。與基本訪客一樣，負責安排供應商訪問的員工必須確保供應商遵守我們的安全計劃，其中

包括健康檢查和溫度檢查。我們的設施部將進行記錄。 

交貨：將指派接待人員接收交貨。郵政人員不得在未經監督且沒有遵循上面列出的所有感染控製

程序的情況下進入Eden II場所。在沒有郵箱的站點，應將容器放在異地進行交付，而郵政/交付工

作人員應通知接待人員他們將郵件/包裹留在了容器中（窗口中有一個標語請他們打電話）。例外

情況必須在與設施主管，現場主管和COVID-19協調員協商後才能批准。 

送餐工人不能進入任何伊甸園II工作現場；收集必須在設施外進行。前台人員將不負責與送餐人

員進行互動或保證任何員工支付送餐的費用，因此，如果訂購食品，則人員必須向食品供應商提

供其手機號碼人員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預付款。應當將食物運送到側門（不進入建築物）與工作人

員會面。 

工作場所的社交疏遠： 

目前，禁止在工作場所與同事和學生進行不必要的身體接觸，例如握手，打架，擁抱等。雖然我

們意識到員工有時必須在距離學生6英尺的範圍內工作，但他們應盡可能減少與學生密切聯繫所



花費的時間。這可能要求工作人員採取與COVID19之前的做法和指示相反的行動。例如，雖然

過去可能鼓勵學生坐在桌旁一起吃飯，但在COVID19時期，人滿為患的風險將超過共同社交的

好處。學生應比平時以較小的小組參加活動，工作人員應防止學生長時間參加需要身體暗示的活

動。計劃管理部門將根據需要在此領域為工作人員提供進一步的指示和指導。 

請注意，為了幫助我們滿足CDC建議的物理距離，在具有中央行政/行政人員的設施中，這些人

員正在逐步返回現場工作，降低了建築物的佔用率。此外，目前大多數員工只能在一個工作場所

工作。 

  

建築物周圍的地板上有標記和標誌，以指示遠離社會的規程，洗手規程，溫度控制等。 

  

樓梯和人流：一次最多只能允許一名員工（與一名學生一起）使用走廊。進入走廊和房間時

應謹慎。過道上有方向標記，分為兩半。步行穿過房屋時，應指示工作人員盡最大努力保持在左

側和/或盡可能靠近牆壁/遠離他人，並遵循與社會保持距離的標誌/方向。如上所述，工作人員應

始終佩戴覆蓋口鼻的三層手術口罩。鼓勵員工始終警惕某些同事可能屬於COVID-19的高風險類

別，並極度渴望與其他人在一起，並且如果發現這種情況，患嚴重疾病的風險也會增加受COVID-

19的影響。。前樓梯（大堂一側）將上樓後樓梯（停車場側）走往下只會樓梯。這適用於教職員

工和學生。  

通過在狹窄的過道，走廊或空間中使用膠帶或箭頭標誌，並在所有常用區域以及該區域中的任何

區域張貼表示六英尺空間的距離標誌和標記，來標記過道，以減少雙向人流量。線是普遍形成的

。 



配置：教室進行了重組，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間和社會距離。學生有用於存放個人物品，矯正器

和用品的單獨容器。學生休息時間僅限於其隔間區域（如果有，則配有墊子）。教室中將使用物

理屏障選項，例如防水隔板或隔板，以標記教室內的社交距離距離。房間裡的人數將按照SED和

NYCDOH指南進行。學生將盡可能地在各自的工作站上，並且不會共享工作站。目前不使用布藝

教師地板椅子。食用增強劑應僅在單獨的“糖果店”內。如果適用，每個學生都可以使用單獨的“寶

箱”。不鼓勵父母發送玩具和個人裝飾品。如果學生帶著個人的助推器或玩具上學，將 用抗菌布

清潔它們，並每天與學生一起送回家洗衣服。每頓飯後，學生將在自己的小隔間內用餐，小隔間

內覆蓋著已更換的一次性紙。每個學生區都有自己的紙巾盒。 

所有教室地毯均已拆除。非接觸式踏板垃圾桶已放置在建築物周圍。目前禁止使用水源，並且水

源已堵塞。 

體育活動應側重於很少或沒有身體接觸的活動，並且應鼓勵進行體育活動，這些活動所涉及的身

體親密程度要少於近距離接觸體育活動，或者所涉及的共享設備以及兩次使用之間不能清洗和消

毒的設備。這時，體育館將廣播到教室，學生將從各自的隔間區域參加。  



學生將在上課期間分配給一名工作人員。休息時間將由班級內的其他人員負責，他們必須遵守我

們的安全計劃中的準則。員工可以在午餐時間或短暫休息時離開建築物，但返回時必須遵守感染

控制規程（重新進入時戴上口罩並消毒雙手）。  

  

學生到達：學生將在不同的時間到達（學前班在8:45 am，幼兒A在9:00 am，幼兒B在9:15 am）

。父母將在街道上停放，上坡道，在6英尺外的標記點等待。沒有父母可以進入大廳。分配的學

生到達時，工作人員將被要求到大廳（戴著3層手術口罩）。作為健康檢查的一部分，家長每天

都需要填寫Google表格才能進入學校大樓。鼓勵父母在可以忍受的時候讓孩子戴上口罩。大堂將

提供洗手液。   

學生被解僱：學生將在錯開的時間被解僱（學前班A：下午1:45；幼兒A：下午2:00；幼兒B：下

午2:15）。教室工作人員將收到一個電話，通知他們指定學生的父母正在房屋外等候，他們將把

他們帶到室外，並立即將它們送到排隊等候在外面的父母（他們將停在街上）。然後，您必須立

即返回教室。 

學校消防/安全演習：學校安全演習學校的火災和火災已被修改，以允許與社會保持距離。將對員

工進行修改方面的培訓（請參閱下面的培訓部分），並對記錄進行修改。  



使用公共區域：在重新開放我們機構的初始階段，不允許使用公共會堂區域，例如員工休息室。

教職員室將被指定為健康和受傷學生的2號護理隔離室。應盡可能避免公共區域。大廳的座位已

減少，以保持疏離社交的準則。 

鼓勵員工自己帶午餐，而不是每天點餐。有關使用共享教室設備（如冰箱和微波爐）的已建立協

議，請參見下文。 

微波爐/冰箱程序： 

1. 每個教室都將配備冰箱和微波爐，僅供學生和教室工作人員使用。 

2. 工作人員在處理學生食物時必須戴手套。 

3. 每次使用後，應使用消毒布清潔微波爐。 

4. 一天結束時應再次清潔微波爐。 

5. 使用微波爐自備食物時，工作人員應遵循相同的手套和清潔程序。 

6. 教職工和學生的午餐以及輔助食品可以存放在冰箱中。 

7. 每天結束時應清潔並清空冰箱。 

8. 鼓勵教職員工和學生使用冰袋或熱水瓶以保持物品的熱/冷。 

  

使用浴室： 

1. 一次洗漱的人數絕對不能超過2人（或2位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學生）   

。 

2. 工作人員應在走廊上使用社交距離標記，以確保足夠的距離。 

3. 每個浴室一次最多只能容納1人（或1名工作人員和1名學生）。 

4. 在進入之前，您必須敲門以確保門是空的。 



5. 確保在走廊上時始終戴上口罩。 

6. 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必須在離開浴室之前洗手。 

7. 離開浴室時，工作人員應使用紙巾打開門。 

員工郵箱：位於職員室的郵箱將不可用。如果員工有任何郵件，則指定的協調員會將其帶到指定

的員工教室。 

複印機：只能在學生進入大樓之前或之後進行複印。一次只能使用一個人。無需排隊。所有人員

都必須戴口罩。人員觸摸機器後應洗手。  

自助餐廳員工：員工自助餐廳將無法使用。相距6英尺的單人座位桌子將在建築物外部提供，並

在惡劣天氣下移入內部。 

  

設施的清潔和消毒：  

房舍將進行更好的清潔和消毒。設施部將確保使用經環境保護署（EPA）批准的消毒劑，並將清

潔/消毒的日期，時間和程度記錄在案，並保存在現場。 

工作環境中經常接觸的表面和物體將得到改善，並經過仔細的清潔和消毒，但是我們建議每次員

工觸摸公共表面時（例如櫃檯，門把手，電燈開關） ），避免觸摸臉部，然後用肥皂和自來水洗

手和/或使用洗手液。 



員工每天至少要清潔教室三次：午餐前，午餐後以及解僱所有學生時。所有平面，椅子，門把手

，電燈開關，冰箱，微波爐等。應使用管理層提供的清潔劑對其進行清潔和消毒。工作人員應在

提供的數據表中記錄清潔和初步清潔區域。 

  

共用基本設備和學生用品的使用和清理：不鼓勵共享設備時，某些設備將需要共享，例如復印機

和教室設備，例如冰箱，冰櫃和微波爐。設備將每天進行兩次消毒，但是由於COVID19（和其他

病原體）可以很容易地傳播到表面，因此在使用公共觸點時，建議工作人員使用帶有橡皮擦的手

寫筆或鉛筆或用乾淨的布代替觸摸設備。員工在使用共用設備後應始終使用洗手液徹底洗手。 

員工只能使用自己分配的教室中的設備。教室冰箱冰櫃應在每天結束時清潔，微波爐應在每次使

用後以及一天結束時清潔。在處理學生食物時，工作人員應始終戴上乾淨的乙烯基/丁腈手套。 

不允許學生與教室中的其他學生分享任何材料。 

  

洗手/消毒和呼吸衛生- 

正確使用口罩，洗手和咳嗽禮儀的標語已在每個教室，每個樓層的入口，公用區域以及每個浴室

中張貼。 



個人：他未經清洗或消毒，員工切勿用手觸摸臉部。Eden II計劃建議工作人員盡可能多地用肥皂

和流水徹底洗手至少20秒，但他們也意識到這並非總是可行。因此，洗手液將在整個工作場所中

提供，我們建議員工經常對其進行洗手。員工應使用足夠的清潔劑覆蓋手的所有表面，以保持手

至少濕20秒鐘，並繼續摩擦手直到感覺乾燥。計劃管理人員將擁有監視和補充洗手液的系統，但

是如果必須補充洗手液，工作人員必須通知管理部門。 

  

員工至少應洗手或使用至少60％的酒精洗手液： 

抵達 

後在工作會議 

之前和之後處理/準備/進食之前和 

之後使用浴室 

後指導學生使用衛生間 

吹鼻，咳嗽或打噴嚏 

後觸摸垃圾桶 

觸摸複印機，樓梯欄杆等公共區域後 

接觸到體液後 



  

關於呼吸道衛生，儘管口罩可以幫助防止呼吸道飛沫的傳播，但我們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工

作人員也應盡量與他人保持距離，或者在打噴嚏或咳嗽時至少將頭轉向他人。請注意，通常不會

擔心一些孤立的打噴嚏或咳嗽而沒有其他症狀，但是咳嗽是COVID-19的常見症狀，應照此進行

治療/報告。 

  

學生們：工作人員負責確保學生每天洗手幾次。 

至少，學生應該洗手或使用至少60％的酒精洗手液：上課 

到達時 

在 

前後搬運/準備/進食之前和之後上 

完衛生間 

後吹鼻子，咳嗽或打噴嚏 

觸摸垃圾桶 

觸摸門把手，樓梯欄杆等公共區域後 

接觸體液後， 

  



可使用教室水槽和學生洗手間。員工必須在管理層提供的簽名紙上記錄學生洗手的情況。 

  

關於呼吸衛生，儘管面罩將有助於防止呼吸道飛沫的擴散，但我們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教職

員工還應嘗試指導學生與他人保持距離，或者至少使頭部遠離他人。打噴嚏/咳嗽時其他人。 

  

：  便盆工作人員負責協助學生滿足便盆需求。每個洗手間都將提供適當的PPE（手套，牙套，

尿布袋等）。學生必須擁有自己的個人濕巾和尿布，這些濕巾和尿布存放在各自的小隔間內的容

器中。一次只能允許1名工作人員和1名學生進入浴室。工作人員（和學生，如果可以忍受的話）

在上廁所過程中應戴好三層口罩。工作人員還必須戴上口罩。用過的尿布和嬰兒濕巾應放在一次

性尿布袋中丟棄，並放在標有“的桶中僅限尿布”。學生和教職工使用洗手間後必須洗手。應該使

用紙巾打開浴室門並退出。工作人員應在教室中保存的指定數據表上記錄學生洗手和洗手間的使

用情況。 

  

培訓 



所有返回現場工作的學校人員都接受了Eden II計劃的COVID-19安全計劃的培訓。希望員工盡最

大努力保持自己，學生和同事的健康和安全。在我們進入新階段和/或更新代理機構的做法和協議

時，將進行相應的更改。 

鼓勵員工隨時向其主管，校長或COVID-19協調員提出任何問題。 

  

在為學生提供面對面服務之前，工作人員指定了以下主題的培訓： 

和脫下PPE 

o洗手 

o穿上o COVID-19數據，體徵和症狀 

o更新數量，傳播，傳播速度COVID-19疏離 

o社會 

o到達/離開程序 

o消防/安全演習程序 

o走廊和樓梯間的交通流量 



o洗手間使用程序 

o冰箱和微波爐使用程序 

o溫度驗證程序學生學校 

o教室清潔程序體育館未做 

  

設施 

任何更改或增加。沒有進行超過$ 100.00的新建築，翻新，改建或大修。 

  

兒童營養計劃 

Eden II不是學校食品管理機構。過敏學生將在自己教室的小隔間內進餐。有關任何過敏的跡象將

被張貼，工作人員將值班。指定的工作人員會要求學生在進餐前後洗手。每個教室都有洗手間。

學生隔間/課桌相距6英尺，並用隔板隔開。進餐前，將一次性紙蓋放在桌子上。 

交通程序 



Eden II不使用自己的私人交通工具。它由紐約市學生運輸辦公室（OPT）提供。該計劃先前已記

錄了學生由父母下車和接機，或巴士到達和離開的程序。 

  

社會和情感健康計劃將 

伊甸二世的建立一種文化，該文化支持並強調為教職員工，員工，學生和家庭提供的心理健康服

務。這裡的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注意事項： 

•向員工，父母和學生提供有關識別精神健康需求的症狀的教育 

•促進社交情感學習能力並增強適應能力 

•幫助確保積極的和安全的學校環境 

•教育和加強積極的行為和決策 

•鼓勵和幫助他人 

•福斯特身體健康 

•幫助確保在學校獲得心理健康支持 

  

人員將被告知並可以與學校輔導員，護士或管理人員以及必要時與學生父母進行協商的家庭。根

據人力資源部的要求，員工還會被轉介到員工援助計劃（EAP）。 



紐約州心理健康援助熱線1-844-863-9314或1-888-NYC-WELL（1-888-692-9355）https：

//omh.ny.gov/omhweb/covid-19-resources.html如果需要，將作為資源提供給您。  

作為員工培訓的一部分，此站點的員工於2020年1月接受了NYCDOH心理健康急救培訓。 

上課時間表 

所有員工和家庭都將在各種平台上收到書面上課時間表（通過電子郵件，您孩子的Google課堂通

過電子郵件），並且隨著時間表的變化會收到更新。 

  

考勤 

考勤將每天記錄在考勤卡上。家長也可以在Google課堂中記錄學生的出勤情況。任何出勤問題都

將報告給學生的CPSE或CSE。 

  

技術 

老師將每天與家人聯繫，以確保不再需要遠程或組合模式下的設備和/或Internet訪問。計劃主管

將繼續在每週新聞通訊中發布技術路線。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s://omh.ny.gov/omhweb/covid-19-resources.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zh-CN&tl=zh-TW&u=https://omh.ny.gov/omhweb/covid-19-resources.html


  

教學與特殊教育 

學生的個性化教育計劃（IEP）將得到遵守，並且教學將與紐約州學習標準的成果保持一致，無

論是混合編程還是遠程編程。所有教學的開發方式，無論是親自授課，遠程授課還是通過混合模

式授課，都有清晰的教學機會可供所有學生使用。諮詢和信息將定期與幼兒和學校教育委員會共

享。伊甸園二世將繼續確保獲得必要的住宿，改建，補充教具和服務以及技術（包括輔助技術）

，以滿足學生的獨特相關需求。無論學生是採用混合模式還是完全偏僻，都將繼續提供自適應體

育和藝術。如果學生採用混合模式或完全偏僻，則語音和語言諮詢與治療服務將繼續。 

  

認證，附帶教學和替代教學計劃 

Eden II聘請認證的老師來完成所有課堂作業。如果因辭職，缺席或隔離而無法提供合格教師，則

Eden II將使用替代教師。Eden II計劃繼續積極招聘以填補所有教學職位。未獲得完全認證的教師

已與一名督導教師簽署了書面學習計劃，並由其在教師領域內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