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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羅莎縣學校2020-21學年的重新開學計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我們的目標是與家長、社區和員工合作,在秋季溝通"學校會是什
麼樣子"。

•學生、教職員工和社區的健康與安全是一個優先事項,因為我們制
定最合適的模式來支持學術成功,並解決該流行病造成的成就差距
。

•沒有一種解決方案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因此,在這些獨特的時
期,家庭將有多種選擇可供他們使用。

•這些計劃是流動的,當情況出現時,區必須準備好樞軸。

確認。

返回目錄。



• 德桑蒂斯州長和佛羅里達州教育部
。
• Fldoe 重新開放佛羅里達州護理法案
。 • 發佈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

•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 學校注意事項。
• 兒童保育、學校和青年方案。
• 清潔和消毒。
• 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 COVID-19 如何點差。

• 佛羅里達州衛生局(聖羅莎) 
• COVID-19 回應。
• 資源工具組。

主要指導。

• 家長調查/員工調查。

• 內部工作組。

• 校長、教師、教育支助和工作人員
。

• 社區/家長合作夥伴。

• 檢討其他學區。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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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s Stuff


第 1 節。
選擇學習選項。



學習選項。

全職虛擬。磚和莫售。 遠端學習。

返回目錄。



磚塊和莫瓦選項。

學習選項。

• 在磚和莫生學校就讀的學生將進入他們的分區學
校,並接受傳統的學校時程表的面對面教學。

• 教師和學生在這種環境中將體驗到與聖羅莎縣衛
生局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指南一致的強化健康和
安全預防措施。這些預防措施包括盡可能在可行
的情況下進行社會疏遠,以及強制要求所有學生
和教職員工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面部覆蓋。

• 參加我們的磚和莫匠學校的學生將能根據需要通
過 EP 或 IEP 獲得禮物和 ESE 服務。他們還將有
完整的課程選擇。

磚和莫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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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虛擬選項。

學習選項。

• 使用此選項的學生將通過聖羅莎在線上學,並將收
到完全虛擬的教學,包括現場課程的機會。

• 此選項具有學生基本上靈活的時程表。家長將承
擔學習教練的角色,因為他們支持學生的學習。

• 參加我們的全職虛擬選項的學生將可根據要求通
過 EP 或 IEP 訪問贈送和 ESE 服務。他們也有許多
課程選擇可供他們,但可能不會看到所有相同的選
擇,提供在他們的分區磚和砂漿學校。

• 學生將需要電腦和互聯網接入,與教師互動,並完成
所需的課程。

全職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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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虛擬選項。

學習選項。

• 參加我們的全職虛擬選項的學生將致力於參與這
種方法至少一個完整的學期,然後被允許轉移到
另一個選項。

• 通過聖羅莎在線課程的構建,以確保教學內容和
標準覆蓋符合傳統教室設置。

• 雙註冊課程將可通過傳統和聖羅莎在線設置提供
。AP課程為學生提供獲得大學學分的機會。學
生將有機會參加春季的AP考試。我們將遵循相
關組織關於如何管理考試的指導。

全職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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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學習選項。

學習選項。

• 使用此選項的學生將從分區磚和砂漿學校的教師那
裡獲得虛擬教學,包括根據時程表進行現場課程的機
會,該時程表反映了其分區學校的時程表。

• 此虛擬教學不會與現場磚和砂漿課堂教學同步,這意
味著教師不會同時教授遠端學習學生和實體學生。
遠程學習學生的教師將在專用時間進行教學,他們只
關注遠端學習學生。

• 學生必須在既定時間參加這些課程。每天將參加,定
期出勤,需要足夠的課程進度才能留在遠程學習中。

• 遠程學習學生將參與修改的佛羅里達虛擬學校課程,
遵循磚和砂漿設置的教學結構和速度。家長在支持
學生時將扮演學習教練的角色。

遠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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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學習選項。

學習選項。

• 利用這一點的學生將可根據需要通過 EP 或 IEP 訪問
贈送和 ESE 服務,並且需要能夠遠端連接,以在這些服
務提供者建立的時間接收這些服務。

• 許多課程選擇是提供給學生,但他們可能不會看到他
們的分區磚和砂漿學校提供的所有相同的選擇。

• 學生將需要電腦和互聯網接入,與教師互動,並完成所
需的課程。

• 參加我們的遠端學習選項的學生將致力於使用這種
方法至少一個完整學期,然後被允許轉向其他選項。

遠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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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學習和遠端學習一樣嗎?

遠端學習(2020年3月至5月) 遠端學習 (2020-21 學年)

所有領域表現出的同情和優雅。 持續的同情和優雅,但對學生有更高的
期望和責任感。

學生不需要完成一些作業。 學生需要完成所有作業、測驗和測試
。

提交學生工作的靈活時程表。 更正式的每日期望提交學生工作。

靈活期望與教師聯繫。 每日出席人數將保持。與教師定期安
排現場課程時間。

學生能夠進入所有實體課程。 根據註冊情況,某些選修課可能不可用
。

計劃持續9周。 學生必須至少註冊一個學期。

返回目錄。



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教學支援。

• 定期與教師保持聯繫,讓他們知道孩子是否遇到特定挑戰,
如家庭損失的悲痛或因大流行而加劇的焦慮。

• 定期與你的孩子交談,以確保他/她瞭解工作期望。

• 保持學校和功課的日常生活。

• 與你的孩子就學術情況進行登記,這包括檢查他們的課程和
/或聖羅莎在線,以確保為你的孩子選擇的選項是適當的。

• 聯繫你的孩子的老師或學生服務人員,瞭解任何可能會影響
孩子成功的變化。這樣,我們可以在開學第一天之前為你的
孩子開發支援。

返回目錄。



第 2 節。
安全程式及注意事項。



面罩、護罩和護罩。

面罩。

請注意,就本文檔而言,面罩、面罩和面罩都將被引用為"面罩"。任何這些物品都適合您的
學生穿著,以滿足本學年的面部覆蓋要求。

返回目錄。



如果我的孩子在學校時有 COVID-19 癥狀或正在等待測試結果,將採取什麼
行動? 

COVID-19 程式。

• 指定的學校工作人員將檢查學生的健康卡、個人保健計劃等,以確定學
生是否具有預先存在的疾病來解釋癥狀。

• 如果不存在預先存在的情況,學生將被隔離,並被要求戴面罩。家長/監
護人將接到通知,立即接學生。

• 學生不會返回學校,直到:

• 癥狀首次出現 10 天過去了。

• 呼吸道癥狀有所改善。

• 24小時后,沒有發燒或其他類似COVID的癥狀,不使用藥物。

• 如果學生接受COVID-19測試,測試結果呈陰性,或者他們收到來自其健康
提供者(流感、感冒等)的替代診斷,請按照健康提供者的指示、治療和
返回指導進行操作。

COVID-19 癥狀。

COVID-19的癥狀可能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癥狀:發燒(100.4或更
高)、咳嗽、呼吸急促、疲勞、
肌肉或身體疼痛、頭痛、新失
去味覺或氣味、喉嚨痛、充血
、流鼻涕、噁心、嘔吐和腹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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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的 COVID-19 測試結果呈陽性,將採取什麼行動?

COVID-19 程式。

• 如果學生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並且測試由聖羅莎縣
衛生局 (SRCHD) 管理,則該學生必須遠離學校和校外,直
到 SRCHD 批准。學生在返回學校之前,必須提供來自
SRCHD 的隔離通知。

• 如果學生被 SRCHD 以外的醫療機構檢測出 COVID-19 陽
性,地區/學校工作人員將與 SRCHD 協調,確認 COVID-19 
陽性結果。學生必須遠離學校和校外,直到被SRCHD清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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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學生被聖羅莎縣衛生局確定為活躍COVID-19病例的密切聯繫人,
怎麼辦? 

COVID-19 程式。

• SRCHD認定為與活動 COVID-19 病例有親密接觸(6 英尺內超過 15 分鐘)的學生。
不使用面罩。必須隔離14天,從接觸陽性病例的最後一天。

• 密切接觸者。用面罩。如果無癥狀,將留在學校,並將監測癥狀。

如果學生報告與與陽性 COVID-19 病例直接接觸的人聯繫,怎麼辦? 

• 隔離不需要聯繫人。建議這些人繼續練習社會疏遠,並建議在公共場所戴面罩。

返回目錄。



地區/學校工作人員將:

COVID-19 注意事項。

• 接受 COVID-19 培訓(有關傳播和預防的教育,包括
洗手和使用面罩),有機會進行問答。

• COVID-19 癥狀的自我監測。

• 戴面罩。

• 張貼標牌,描述體征/癥狀,適當的洗手,社會疏遠,以
及何時呆在家裡。

• 經常在整個學校建築內推廣日常衛生和社會疏遠
措施。

返回目錄。



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COVID-19 注意事項。

• 每天在上學前篩查你的孩子的以下癥狀。如果孩子生
病或出現癥狀,請讓他們回家。每天積極監控學生的健
康情況,以檢查任何變化。

• 一旦您的家人出現 COVID 測試結果呈陽性,立即通知學
校。

• 當計劃和程式需要改變時,要有耐心並理解,以保證學生
和教職員工的安全。

• 溫度 100.4 °F 或更高。
• 咳嗽。
• 呼吸急促。
• 疲勞。
• 肌肉疼痛。

• 頭痛。
• 味覺/嗅覺損失。
• 喉嚨。
• 擁塞。
• 流鼻涕。
• 噁心/嘔吐/腹瀉。

返回目錄。



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COVID-19 注意事項。

• 遵守學區關於學生開除學和生病後返校的程式。

• 遵守衛生保健提供者或衛生部門關於您或您家人需要隔離或隔離
的指示。

• 除非遵循 CDC 指南,否則避免孩子與同齡人之間進行任何面對面
的社交互動。

• 加強/教育你的孩子適當的洗手,覆蓋你的咳嗽或咳嗽到Kleenex,
何時戴面罩,以及如何社交距離。

• 為您的孩子提供個人面部遮蓋。

• 為您的學校提供當前聯繫電話,以幫助學校與家庭之間公開溝通
。

霧化器。

我們將要求家長/監護人提供計量
吸入器,以取代學校中的霧化器治
療,除非我們有醫學訂單或知道霧
化器治療在醫學上是必要的。

我們將努力使學生與學生隔離(或
至少)更大的社會隔離,因為學生需
要產生氣溶膠傳播(霧化器、氣管
吸附)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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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動:

心理健康與健康。

• 聖羅莎縣學校意識到,我們所有的學生和家庭都受到
了COVID-19的某種影響,我們準備繼續支持我們的學
生,當他們在秋季返回,無論他們選擇哪個學習選項。

• 在這個緊張的時刻,重新適應學校對許多學生來說可
能很困難,經歷一系列的情緒是正常的。 學區通過我
們的CDAC服務、MFLC(軍事家庭生活顧問)和我們的
認證學校輔導員為學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我們還
與社區機構密切合作,根據需要提供更密集的服務。

• 如果學生或家長出於任何原因需要與心理健康相關的
幫助,他們可以聯繫他們的老師或學校輔導員尋求説
明。 家長亦可撥打850-983-5568與精神健康服務協
調員聯絡,如有任何其他問題或疑慮。

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重要的是要明白,我們都一起在這個大流行,

就像你的家人已經受到COVID的影響:你的
學生的同學,老師,管理人員和所有學校工作
人員也受到了影響。當我們開始準備重開
學校時,我們社區的安全和福祉極為重要。
我們會設立新的程式和工作方式,以確保學
校的安全,因為我們家庭的持續支援是十分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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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注意事項:

區/學校設施。

• 在可行的情況下,將維持社會疏遠。在可行的情況下,將會在建
築物內建立單道交通流量,以方便學生和教職員的社會疏遠。

• SRCSD員工和承包商將共同負責清潔和消毒工作。

• 加強每日和每周清潔活動,包括在整個學校期間對校園周圍的接
觸點進行消毒。

• 經批准的殺菌劑噴霧瓶將放置在集中位置,供教師使用,教師可
能希望全天多進行清潔。

• 手消毒站將放置在交通高度的位置。

• 在每所學校為出現癥狀的學生建立隔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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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注意事項:

食品服務。

• 食品供應線高接觸點(包括托盤滑梯、奶盒和鍵
盤)的衛生條件更頻繁;初級自助餐廳一定會在班
級之間進行消毒。

• 在餐廳銷售點后,通過自動售貨機提供洗手液。

• 午餐之間將繼續對自助餐廳的餐桌進行消毒。

• 自助餐廳高接觸面(門把手等)的衛生條件更頻繁
。

• 除了根據衛生部的指引已經確立的健康和安全協
定外,自助餐廳員工還需要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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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注意事項:

食品服務。

• 繼續使用一次性餐具和托盤。

• 食品服務將不像過去那樣使用傳統的調味品泵。我們將提供個人包裝的
調味品,或學校工作人員可以使用透明擠壓瓶為學生提供調味品。

• 將簡化功能表,以便通過服務線提高效率。在許多情況下,食品將被預先分
份或包裝在容器中。

• 減少由個別學校場地管理員決定的自助餐廳容量。每個學校校園都是獨一
無二的,諸如招生、校園佈局和食堂規模等多重因素將有助於減少自助餐
廳容量。計劃範例可能包括在自助餐廳外增加午餐時間和/或額外的餐飲
場所。

• 如果您希望孩子不處理現金和/或支票支付餐費,您可以將資金放在孩子的
餐費帳戶上: 
https://www.myschoolbucks.com/ver2/getmain.action?clientKey=&requestAct
ion=home。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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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行動:

運輸。

• 選擇參加學校交通的合格學生將繼續接受交通
服務。使用交通工具的學生在運輸時應戴面罩,
並遵循校車工作人員的座位指示。

• 公共汽車司機會戴面罩。

• 學生將被分配座位,並按年級分組,或在可行的情
況下分組。

• 學生將按年級等級坐在公交車上,並自後到前排
填寫座位。前排座位將預留給出現COVID-19癥
狀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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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追求優質教育。



ESE 服務。

聖羅莎縣學區特殊學生教育 (ESE) 系的複學目標是與學校管理人員、工作人員、家庭和社區合作夥
伴合作,調動必要的資源,提供嚴格的學術選擇,並恢復兒童尋找努力,確保所有學生都有機會獲得安
全條件、支援性學習環境和社會情感支援。

聖羅莎縣學校的學生在2020-2021學年將有四種教學選擇。這些選項包括:

• 磚和莫匠教學(在學校提供面對面)。

• 全職虛擬教學(通過聖羅莎在線)

• 遠端學習。

• 訪問標準的學生將可通過聖羅莎縣 ESE部門進行遠端學習。

• 家庭學校。

通信。

• ESE部門將通過電話、數位媒體和社交媒體與社區進行持續溝通,並回覆電話和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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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按計劃向家長提供的教育選項。

包含。

• 擁有IEP的學生有四種教學選項:通過磚和砂漿學校
的面對面教學、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遠端
學習或家庭學校。 符合訪問標準但在包容課堂接
受教學的學生可以選擇在磚和砂漿學校進行面對
面教學,使用 ESE 部門提供的獨特學習系統遠端學
習或家庭學校。學生將收到他們的服務和住宿每
個IEP在磚和砂漿學校,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
或通過遠端學習。 如果學生有相關服務,並且家長
選擇學生通過聖羅莎在線接收教學,則相關服務提
供者將聯繫家長,以確定相關服務的首選訪問方法
。 磚和莫塔,遠程學習,或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
線)的教師將進步監測學生,並利用此資訊更新學生
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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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按計劃向家長提供的教育選項。

自包含設定(包括醫療上脆弱的學生)

• IEP 的學生在自包含環境中提供服務,如 Access、CBSA、社交思維、行為焦點或
混合教室,有四種教學方式:面對面地在磚和莫塔學校、全職虛擬學校(通過聖羅
莎在線)、遠端學習或家庭學校。 在自成一體的課程中符合普通教育標準的學
生將有機會通過磚和莫塔教學或全職虛擬教學(通過聖羅莎在線)獲得服務。 符
合接入點標準的學生將有權訪問 ESE 部門使用獨特學習系統提供的遠端學習。
通過聖羅莎在線,不會為符合訪問標準的學生提供虛擬教學。 所有學生都可根
據學生 IEP獲得相關服務。如果學生有相關服務,並且家長選擇讓學生接收虛擬
指導,則相關服務提供者將聯繫家長,以確定相關服務的首選訪問方法。有關如
何接收接入點遠程學習的其他資訊,請致電 850-983-5158聯繫蒂法尼·科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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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按計劃向家長提供的教育選項。

普雷克。

• 報名參加 ESE PreK 課程的學生將有機會在磚和砂漿學校或遠端
學習學校面對面授課,作為授課選項。 如果學生有相關服務,並
且家長選擇讓學生接受遠端學習,則相關服務提供者將聯繫家長,
以確定相關服務的首選訪問方法。

兒童查找。

• 聖羅莎縣將繼續識別、定位和評估涉嫌殘疾和需要特殊教育或
相關服務的學生。評價將基於工作人員的能力和家長偏好,並遵
守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準則。 評估者將聯繫家長,並確定首選的
評價方法。要進行評估的選項是面對面、電話或虛擬。 請注意,
並非所有評估都可以虛擬進行,在評估者聯繫時,將與家長討論各
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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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按計劃向家長提供的教育選項。

過渡。

• 被分配到 SITE/SKILL或 SEARCH的學生將可到磚瓦學校或遠
端學習學校面對面教學,作為授課選項。 參加與監護職業有
關機會的學生將有機會獲得不同的與工作相關的技能。

相關服務。

• 在 IEP 上擁有相關服務(APE、OT、PT、SLP、DHH、VI、ESY
、ABA)的學生將能夠通過面對面地在磚塊和迫擊炮上或通過
遠端治療訪問相關服務。相關服務提供者將聯繫家庭,共同確
定學生如何訪問相關服務。

返回目錄。



ESE 服務。

按計劃向家長提供的教育選項。

埃西。

• 符合 ESY 資格的學生將能夠通過面對面地在磚塊和砂漿、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
在線)或通過遠端學習訪問教學。將聯繫家長,並根據家長在如何訪問 ESY方面的
首選提供選項。

卡梅洛特。

• 符合卡梅洛特服務資格的學生可以通過面對面地在磚塊和迫擊炮或通過遠端學
習獲得教學。所有學生都可根據學生 IEP 獲得相關服務。 如果學生有相關服務,
並且家長選擇讓學生接收虛擬指導,則相關服務提供者將聯繫家長,以確定相關服
務的首選訪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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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縮小成就差距。

• 就讀於磚瓦學校、遠程學習或全日制虛
擬學校(通過聖羅莎在線)的學生將在學術
和行為領域接受持續的進展監測,以確定
全年是否有缺乏進展的證據。 收集數據
和跟蹤服務的提供將有助於教育工作者
和家庭確定教學的有效性。 如果發現任
何缺陷,學生將有機會獲得干預措施,以幫
助縮小成績差距。 所收集的數據將在學
生 IEP會議期間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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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擁有IEP服務或第504節計劃保證的學生。

• 擁有IEP或第504節計劃的學生將與其他在聖羅莎縣學校註冊的學生一樣獲得教
學連續性。這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專門設計的教學、虛擬交付的專門設計的教學
和/或相關服務。 根據IEP或第504節計劃對教學進行住宿或修改,將在面對面教
學、遠端學習期間或通過聖羅莎在線的全職虛擬教學提供。 請注意,部分住宿可
能無法在在線教育環境中實施。如果發生這種情況,IEP團隊或第 504節團隊(普
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教師、相關服務提供者和家庭)將協同工作,以確定適合在
線設置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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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服務。

IEP或第 504節會議。

• 聖羅莎縣致力於確保家長和團隊參與學生 IEP
或第 504 節計劃的制定。 家長可以通過電話
、虛擬或面對面地參加學生 IEP 或第 504 節
會議,並遵守 CDC 準則。 ESE 聯絡員或第 504
節協調員將在安排會議時與家長聯繫,以確定
家長首選的會議方法。團隊成員將收到會議通
知以及會議草稿的副本。

*有關我們如何向有 IEP 或第 504 節計劃的學
生提供服務的更具體和詳細資訊,請訪問。
https://santarosacountyesedepartment.weebly.c
om/然後單擊 ESE 連續性計劃。

返回目錄。

https://santarosacountyesedepartment.weebly.com/


ESOL 服務。

ESOL/ELL學生。

• 聖羅莎縣致力於繼續識別和服務英語學習
者。無論是親自還是替代形式,ESOL 戰略將
繼續由教學和支援人員實施,以滿足 ELL 學
生的學術和語言需求。此外,ESOL 團隊將繼
續與家庭和學校合作,提供資源和工具,以確
保 ELL 學生在學業上取得成功。無論學生
是傳統學校、遠程學習選項還是全職虛擬
學校(通過聖羅莎在線),我們都致力於提供教
學,讓學生充分發揮其最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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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計劃和服務。

特殊計劃和服務。

學校選擇。

如果家長選擇在遠端學習選項中招收學生,該學生將繼續在分區的磚和砂漿學校註冊。 選擇遠端學
習選項並具有已批准的轉學申請的家長將繼續在批准的實體註冊。

共用註冊。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以通過地區虛擬教學計劃註冊一個或多個在線課程,為期一天。家長需要諮詢其
分區學校管理員,以確定適當的安置、資格和教育學習計劃。關於等級放置的最終決定由磚和砂漿
設置的校長負責。入學前,學校管理人員(物理學校和聖羅莎在線)、家長/監護人和其他人員需要舉
行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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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科服務:

預科服務。

為學齡前兒童提供的服務將盡可能遵循所有地區準則。以下是您提供幫助的實作:

• 聯繫你的孩子的老師,以確定老師如何與你溝通你的孩子的課程,規劃和支援你的孩子,以及你的孩子是如何發展。

• 參與你的孩子的發展技能的篩選,並討論你的孩子的老師的結果。

• 參加上級會議。

• 如果你的孩子有殘疾/特殊需要,請參與你的孩子的 IEP或 IFSP的發展,以確保您作為團隊的一員確定孩子的教育目
標。與您的團隊討論如何全年為孩子實現目標、提供的服務以及孩子正在取得的進展。

• 與你的孩子一起閱讀,並盡可能經常地支持數學技能的發展。

• 在家庭中實踐"自覺紀律"技能,促進社會情感技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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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預科服務。

• 承認你的孩子、你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員可能患有的任何焦慮;工作人員
可以為您的家庭提供資源,如何與孩子談論 COVID-19。

• 聯繫支持人員,他們可以根據需要將您的家人轉介到諮詢、心理健康服
務和其他服務。

• 除2歲及以下兒童外,兒童應佩戴面罩。

• 每天測量你的孩子的體溫。

• 提醒孩子和家人經常洗手。

• 不要共用杯子、餐具和食物。

• 要求所有成人在 Pre-k中心校園內佩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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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課後注意事項。



地區注意事項:

課外活動和運動。

• 嚴格的運動場地、運動器材、更衣室和洗手間的清潔
程式和指南。

• 面罩的使用將基於當前的地區程式。

• 所有體育設施和表演藝術中心都將鼓勵社會疏遠指南
和面部覆蓋物(在可行的情況下)。

• 學年第一學期不允許實地考察。僅允許某些董事會批
准的旅行。

• 運動員必須在往返比賽的所有巴士上佩戴面罩。

• 當社會疏遠和/或面部覆蓋不可行時, 學生運動員將在
每次練習和比賽中接受篩查 (臨時檢查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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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課外活動和運動。

• 確保學生每天去練習時有一個水瓶和一個面罩。

• 提醒他們在校園和練習前和練習后經常洗手。

• 如果你的孩子感覺不舒服,讓他們回家,並監測他們的體溫。

• 如果您的孩子在參加學校校園的練習或其他活動後生病,請通知孩子的教練
或學校。

• 請盡可能練習社會疏遠。家庭應該坐在6英尺以外的其他家庭在遊戲。

• 請在所有體育賽事(室內和室外,如果適用時)和洗手間佩戴面罩。

• 如果您感到不適或過去 14天內接觸過 COVID 19的人,請不要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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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注意事項:

社區學校。

所有護理人員將接受時間溫度計篩查,並在上班時評估其健康情況(一般問題 –您是否有咳嗽、發燒
、喉嚨痛、腹瀉等)。

• 所有護理人員將全天佩戴面罩。

• 所有兒童將在入住時每天使用時間溫度計進行篩查。

• 一名員工將監督此職責。

• 父母應有耐心,並實施社會疏遠策略,同時等待他們的孩子接受篩查。

• 如果孩子的溫度為 100.4 或更高,則不允許他們停留。

• 如果社區學校有 COVID-19 確診病例,報告網站將立即關閉,並遵循衛生部門的建議,採取措施,對教
職員工和學生進行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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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注意事項:

社區學校。

• 遵循社會疏遠策略 -加強清潔和消毒。

• 要求護理人員和兒童全天強制洗手一次。

• 工作人員將警惕 COVID-19 癥狀,並通知個別家長和社區學校
主任他們可能擔心。

• 監測和規劃工作人員缺勤情況。

• 學生將被安置在一小群人中,並實施社會疏遠戰略。

• 學生將不能在整個網站內自由行動 -護理人員將被分配到小
組。

• 父母和孩子與外界群體的接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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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監護人的最佳實踐:

• 遵守所有社區學校的期望。

• 請耐心等待, 並留出足夠的時間讓早上下車, 包括每個孩子在登錄
和離開一天之前進行篩查。

• 將家庭內任何疑似和/或確診的 COVID-19 病例報告給您的主要兒
童保育提供者。

• 如果生病的兒童發燒100.4或更高,請讓他們回家。任何發燒為
100.4或更高的兒童將不得停留。

• 如果孩子在社區學校的照料下生病,可以立即挑選。(你的孩子將
被隔離在工作人員的監督下,直到拿起)

• 在下車接孩子時,尊重所有社會疏遠策略。

• 如果你的孩子免疫系統受損,不要送他們。

社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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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健康與健康。

學生在教室里會戴面罩(面罩)嗎?

• 需要佩戴符合學校著裝規範的面罩。該區此時將要求所有學生在到
達和解僱時,包括在公共汽車上,都穿面罩來教室和從教室。

學生會期望在社交上保持距離嗎?

• 在許多學校環境中,學生將盡可能與社會保持距離。在小學階段,社會
疏遠是困難的,學生將花大部分的課日只與班上的學生互動。通過限
制他們接觸少數學生,感染的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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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健康與健康。

將採取哪些步驟確保教室的表面清潔?

• 學校保管員將全天清潔經常接觸的表面,並在每天結束時進行整體清
潔。其他學校工作人員將協助保持表面清潔,並可獲得學校教室的清
潔用品。

正在採取哪些其他步驟來確保一個健康的環境?

• 聖羅莎縣學校將與家長合作,教育學生洗手、衛生和社會疏遠的重要
性。教室和工作場所將提供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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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COVID-19 程式。

如果學生或教職員工出現 COVID-19癥狀,我的學生學校將做什麼?

我們會向家長、學生和員工發出一個明確的資訊,即如果他們出現任何癥狀,他們不應到學校來或報到工作。如
果學生在學校出現癥狀,該學生將被帶到學校診所的一個地點,為可能的COVID-19病例預留。

指定的學校工作人員將檢查學生的健康卡、個人保健計劃等,以確定學生是否具有預先存在的疾病來解釋癥狀
。如果不存在預先存在的情況,學生將被隔離,並被要求戴面罩。家長/監護人將接到通知,立即接學生。學生不
會返回學校,直到:

• 癥狀首次出現 10天過去了。

• 呼吸道癥狀有所改善。

• 至少24小時過去了,沒有發燒或其他COVID樣癥狀,不使用藥物。

如果臨床評估與替代診斷(流感,感冒,諾如病毒,鏈球菌喉嚨, 等。.)或有陰性COVID-19測試結果, 學生應遵循提供
者的指示,治療和返回指導。醫療服務提供者可以授權提前或更晚返回學校。如果是,則必須提供醫生說明。

返回目錄。



常見問題。

COVID-19 程式。

如果學生或教職員工對 COVID-19檢測呈陽性,怎麼辦?

• 如果教職員工/學生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並且檢測由聖羅莎縣衛生局 (SRCHD) 管理,則教職員工/學生必
須遠離學校和校外,直到 SRCHD 批准。工作人員/學生在返回工作/學校之前,必須提供來自 SRCHD 的隔離通
知。

• 如果工作人員/學生在 SRCHD 以外的醫療機構對 COVID-19 檢測呈陽性,地區/學校工作人員將與 SRCHD 協
調,確認 COVID-19 陽性結果。工作人員/學生必須遠離工作/學校和校外,直到SRCHD批准。

如果我的孩子接觸過其他對COVID-19檢測呈陽性的人,我該怎麼辦?

• SRCHD認定為與活動 COVID-19 病例有親密接觸(6 英尺內超過 15 分鐘)的學生。 不使用面罩。 必須隔離14
天,從接觸陽性病例的最後一天。

• 密切接觸者。用面罩。如果無癥狀,將留在學校,並將監測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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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心理健康。

如果我的孩子擔心或擔心重返學校,我該怎麼做來説明?

在這個緊張的時刻重新上學對許多學生來說可能很困難。 體驗一系列情緒是正常的。 與你的孩
子交談,找出他們關心的原因。為他們提供安慰並回答他們的問題,分享與他們關心的問題有關的
資訊,並在您不知道時尋求答案。如果您仍需要支援,請向孩子的學校尋求額外説明。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有關孩子情感和心理健康的資源?

學區通過每所學校、MFLC(軍事家庭生活顧問)和認證學校輔導員提供的CDAC行為健康諮詢服務,
為學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我們還與社區機構密切合作,根據需要提供更密集的服務。 如果學生
或家長出於任何原因需要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幫助,他們可以聯繫他們的老師或學校輔導員尋求説
明。家長亦可撥打850-983-5568與精神健康服務協調員聯絡,如有任何其他問題或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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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SE 服務。

接入點上的學生是否有虛擬選項?

• 是的,如果學生符合訪問標準,他們將能夠以數位方式訪問教學。

自包含的學生可以訪問遠程學習嗎?

• 是的,將有一個 ESE教師,為學生在自成一體的教室里提供遠端學習機會。

如果我的孩子選擇遠程學習或全職虛擬教學(通過聖羅莎在線),是否會提供相關服務?

• 將根據學生的IEP為學生提供相關服務。

遠端學習選項還可用於 ESE孩子嗎?

• 是的,學生將具有相同的遠端學習選項,以及訪問他們的住宿、支援和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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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SE 服務。

在上學更安全之前,高中高年級學生會提供什麼?

• 磚塊和莫里(面對面)

• 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

• 遠端學習。

對於那些參加備用評估 (FSAA)的學生,唯一可用的選項是遠端學習選項。本系將指派教師,利用學生
當前課堂環境中的當前接入點課程,提供教學和服務/支援。教師將通過團隊提供這種指導。目前
,SRO/FLVS不為這些學生提供替代設置/標準的課程。所有報名參加上述選項的學生,都將在IEP/EP
以及相關服務/支援中獲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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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SE 服務。

如果我簽下我的孩子, 誰是在 Iep, 全職虛擬 (通過聖羅莎在線), 住宿仍然遵循嗎?例如工作量減少,
完成任務的時間更多,等。?

• 是的,如果學生註冊了全日制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選項,他們將獲得住宿以及相關服務(言語/語言
治療,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自適應體育,輔助技術,定向和移動服務,視覺障礙服務,以及聾人和聽力障
礙服務。

會為全日制虛擬和/或遠端學習環境中的學生提供優等服務嗎?

• 是的。註冊全日制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或遠端學習選項的學生將獲得優等服務。

• 對於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學生,我們將為K-5提供直接的天才服務,為中學生提供諮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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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SE 服務。

如果我們不返回學校,我在哪裡可以註冊訪問點(CBSA/訪問教室)的學生?

• 您可以透過系網站上為這些學生提供的遠端學習選項獲得這些課程的註冊資訊:
https://santarosacountyesedepartment.weebly.com。

我目前在家的學生會繼續接受醫院回家服務嗎?

• 如果醫生通過提供2020-2021學年的醫院家庭服務來推薦持續教育服務,那麼學生將通過遠端學
習/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或面對面地獲得這些服務。

• 由於學生和/或醫生的微妙需求,家長可以選擇遠程服務,而不是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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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SE 服務。

如果我的學生在這個學年參加卡梅洛特,他們有類似的選擇嗎?

• 是的,被推薦參加卡梅洛特的學生將可以訪問磚和莫塔以及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和遠端學習選項。

既然學生必須戴面罩才能參加磚頭和迫擊炮課程,如果我的學生因為健康、焦慮或感官相關問題而不能戴面
罩,他們是否會受到懲罰?

• 我們建議家長向學校提供一份醫生說明,說明佩戴面罩的情況和/或關注情況。

• 學校將通知個別教師,在行為專家、心理學家或醫生的建議下,學生不必戴面罩。

• 那些有證件的學生不會受到懲罰。

• 如果你的學生被免除要求,請務必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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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食品服務。

如果我的孩子選擇遠端學習或全職虛擬選項(通過聖羅莎在線),他們仍
然可以被允許接受他們的免費或減少的膳食?

學校營養方案根據農業部的規定運作。美國農業部剛剛發佈了豁免條
款,以允許這一領域的靈活性。我們將從國家收到關於我們如何向選擇
虛擬選項的學生提供膳食的詳細資訊的其他指導。

教室慶祝是否仍然允許有食物?

這將是學校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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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食品服務。

如果我為我的孩子選擇 2020 - 2021學年的虛擬選項,他們餐帳戶上剩餘的錢會怎麼樣?

所有資金滾到下一學年,可供使用。但是,家庭可以通過食品和營養網站通過點擊綠色圓圈小豬
銀行圖標申請退款。

退款申請表為家庭提供 2種選擇:

• 通過支票申請退款郵寄給他們。 https://srcscafe.wixsite.com/foodserv/policies。

• 請求將剩餘資金轉入其他學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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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提問。

運輸。

學生會被迫戴面罩(面具)嗎?

期望選擇參加學校交通的學生在運輸時戴面罩。

我的學生有健康問題,使戴面罩是不可能的。他們還得戴面罩嗎?

這將在個案基礎上審議。醫生的命令將取代我們的面部覆蓋政策。請與學校溝通,以進一步的方向
。

如何在學校巴士上實行社會疏遠?

學生將坐在有指定座位的佇列中,並有望戴面罩,因為校車上無法進行社交活動。兄弟姐妹將被指示
坐在一起,學生將利用空間,盡可能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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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科技。

如果我們選擇在線選項,而我們沒有設備,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嗎?

• 對於全時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或遠端學習選項,您可以在學區有可用設備範圍內從孩子的學校註銷設備。

如果我們有幾個孩子,我們需要每個孩子的設備嗎?

• 是的,如果您選擇"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或遠端學習選項,則需要為每位孩子提供一台設備。您可以在學區
有可用設備時從學生學校註銷。

如果我的 ESE學生需要輔助技術,會提供嗎?

• 如果學生有IEP或第504節,將按其計劃提供住宿。

如果我從家裡送一個,區會支援我的孩子的設備嗎?

• 不可以,區不會支援從家裡帶來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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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科技。

我區沒有互聯網接入。該區能否説明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

• 該區希望盡可能提供互聯網接入,但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計劃尚未最後確定。

我在我的地區可以上網,但目前負擔不起。該區能否説明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

• 提供許多低費率的互聯網解決方案,可滿足您的需求。一些互聯網供應商為有資格
享受免費/減少午餐的學生家庭提供折扣優惠。請聯絡您當地的互聯網供應商,查看
此選項是否可供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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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預科服務。

2020-21學年,參加「頭開始」和「早開始」教育服務計劃的兒童有哪些選擇?

• 為「頭開始」、自願預頭(VPK)和「提前開始」提供的唯一選擇將是課堂中的傳統
模式。孩子們將遵循地區確定的到達和解僱程式以及交通,並在現場學校管理員的
指導下。

• 參加預科特殊學生教育 (ESE) 課程的兒童將能夠參加「磚塊」 和「實體」或遠端
學習選項。

• 兒童參加具有預科 ESE 教室的 VPK 計劃的唯一選擇是「磚塊」 和「莫塔」 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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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預科服務。

學齡前兒童將遵循哪些健康準則?

• 學前教育方案將遵循地區重新開放的指導方針,該準則將與仍在最後定稿的工作人員和家長
分享。

對於「頭開始」和「早開始」計劃,如何提供膳食?

• 參加「頭開始」和「早開始」活動的兒童將從食品服務處獲得盒裝(冷熱)餐食。

將是多少?普雷克。孩子們在頭開始/VPK/預科教室?

• 每個「頭開始/VPK」教室的兒童入學人數為 15-20名兒童,其中為兩名成人。

• 早頭開始教室的兒童人數最多為8名兒童,其中為2名成人。

• 預科特殊學生教育教室中的兒童人數將根據地區建議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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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預科服務。

孩子們會有午睡時間嗎?

• 兒童的休息時間將包含在每日日程中。家長在年初應遵守地區指導,了解他們想與
孩子一起送學的任何休息時間(即。毯子/毛巾,與擁抱的專案,等。).

• 兒童將盡可能多地分散,使用"學習中心"作為障礙。

• 嬰兒床和床上用品將每天消毒。

孩子們白天會刷牙嗎?

• 孩子在年初不會刷牙。將提供給所有家庭,提供如何説明其子女在家裡實現良好的
口腔健康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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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課外活動。

我們允許體育賽事、集會、舞蹈和回到學校的夜晚嗎?

• 這些事件具有更小、選擇更多的人群,因此提供較少的曝光率。在適當的時候,還將
考慮虛擬選項。

運動員需要戴面罩(面罩)嗎?

• 沒有,但他們需要穿他們,而乘坐公共汽車,從遊戲。

父母還能被允許參加比賽嗎?

• 是的,但是,我們將根據設施容量限制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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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課外活動。

2020-21學年,體育還能提供嗎?

目前,我們正計劃恢復體育。我們將提供與往常相同的運動,並限制社會
疏遠和強化清潔程式。學生在任何前往遊戲的巴士旅行中都必須戴面
罩。我們還將根據場地的容量限制比賽的人群。

如果學生選擇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或遠端學習選項,他們能否嘗
試學校體育?

是的,如果您決定選擇遠端學習或全職虛擬(通過聖羅莎在線)選項,您將
只能在您的分區學校參加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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