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 

秋季学期家长和照护者需要了解的关于早

教机构、学校和学院的事宜  

更新日期：2020 年 9 月 1 日 

本指南的目标人群是儿童的父母和照护者： 

 注册的幼儿园和托儿所1

 中小学2

 延续教育学院3

我们更新了这一指南，以包括： 

 关于学校招生的最新信息

 关于往返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的最新信息

 关于教育、健康和保健（EHC）计划、身心健康和网络安全的最新信息

 关于评估和考试的最新信息

 关于面罩/口罩的最新信息

重返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 

从秋季学期开始，各个年级的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将重返学校和学院。 

就读于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儿童可从 6 月 1 日起重返学校上课。从 7 月 20 日起，幼

儿园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小组人数。 

自从学校和学院在三月份限制向大部分学生开放以来，冠状病毒（COVID-19）的患病

率有所下降。NHS 检测和追踪系统已经投入运作，而且我们更加了解需要采取的措

施，去创造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科学证据表明，冠状病毒（COVID-19）给儿童带来的重症风险比成人低得多。没有证

据表明儿童比成人更容易传播疾病。然而，当冠状病毒（COVID-19）仍然存在于社区

时，风险依然存在。 

1 幼儿园和托儿所指的是注册幼儿园、注册托儿所、学前班、游戏小组和辅助托儿所 
2 中小学包括独立学校、公立学校、学院、免费学校、幼儿学校、初中和中学 
3 学院指的是预科学院、普通延续教育学院、独立培训机构、指定机构、成人社区学

习机构和特殊的 16 岁后机构 



为控制风险，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学期。我们已要求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

学院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帮助减少风险。 

您孩子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将能够向您提供更多有关他们所做的改变的信

息。 

出勤率 

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出勤率 

无论您的孩子是上幼儿园、托儿所还是其它早期教育机构，全由您做主，但我们鼓励

您为您的孩子选择一个学习的地方。参加托儿所有助于幼儿在发展社交能力时有一套

规律。 

您可以在 Childcare Choices 网站上查看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享有任何免费托儿权

利。这些免费的托儿权利，对于 2 岁儿童的父母而言，等同平均每年费用为 2,500英

镑；对于 3 岁和 4 岁儿童的父母而言，等同平均每年费用为 5,000英镑。 

学校和学院的出勤率 

儿童和青少年重返学校和学院，对他们的学业进展、身心健康和更广泛的发展至关重

要。从新学年开始，学校将强制要求学生出勤。这意味着，父母有法律责任定期送孩

子（如果他们达到义务教育年龄）到学校上课。 

16 岁后的教育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如果青少年缺课，他们的学校可能会认为他们

已经退出了课程。 

地方政府和学校拥有各种 法律权力，在儿童或青少年无正当理由缺勤的情况下强制执

行出勤。 

如果儿童和青少年因封城状态感到力不从心，则他们的学校或学院可能会建议进行短

暂的阶段性返校。只有当这种情况适合您孩子的需求，并与您事先达成共识时，才会

这样做。您的孩子将得到支援，尽快恢复全勤。 

如果您对您的孩子重返学校或学院有顾虑，因为您认为他们可能有其他风险因素，您

应该与您的学校或学院商量这些问题。学校应该能够解释为降低风险他们正采取了什

么应对方式。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您进行这些对话，包括这份关于 缺勤一段时间后重

返学校 的册子。 

自我隔离和屏蔽保护 

少数儿童和青少年可能无法按照公共卫生建议上学，因为他们： 

 必须自我隔离 

 有症状或检测结果呈阳性 

https://www.childcarechoices.gov.uk/
https://www.gov.uk/school-attendance-absence/legal-action-to-enforce-school-attendance
https://www.gov.uk/school-attendance-absence/legal-action-to-enforce-school-attendance
https://www.sendgateway.org.uk/whole-school-send/find-wss-resources/
https://www.sendgateway.org.uk/whole-school-send/find-wss-resources/


 曾与冠状病毒（COVID-19）患者有过近距离接触 

如果您的孩子因为这些原因无法上学或学院，请询问您的学校或学院可以为远程教育

提供哪些支援。 

对所有成年人和儿童的屏蔽保护建议已在 8 月 1 日停止了。这意味着，儿童和青少

年可以重返学校或学院，如果他们： 

 在屏蔽保护患者名单上 

 有家庭成员正在被屏蔽保护 

参阅 关于屏蔽和保护基于医学原因被认定为极度易受感染人士的指南，获得当前建

议。 

由专业保健人员照护的儿童和青少年在重返学校或学院之前，可能需要与保健人员商

量他们的护理事宜。这通常应该是在他们下一次计划中的临床就诊时进行。 

如果儿童因为听从临床和/或公共卫生建议而不能上学，您们不会受到惩罚。 

假期 

一如往常，您应该在学校和学院的假期内计划您的假期。避免在学期内寻求许可让您

的孩子可以离开学校。 

请记住，您和您的孩子在海外旅行回来时可能需要自我隔离。 

帮助使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尽可能地安全 

每间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将制定相应的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作为秋季学期

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已要求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采取一些对减少健

康风险至关重要的做法。 

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将采取的措施 

我们已要求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 

 按照当前的公共卫生指南管理学校或学院的冠状病毒（COVID-19）确诊病例 - 

这意味着，如果您的孩子曾与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有过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

他们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可能会要求他们自我隔离 14 天（根据当

地健康保护小组的建议） 

 确保每个人都比往常更经常地清洁双手，包括抵达时、课间休息回来时、进食

前后 - 应使用肥皂和流动水或免洗消毒洗手液清洁 20 秒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on-shielding-and-protecting-extremely-vulnerable-persons-from-covid-19


 推广 Catch it（打喷嚏时用卫生纸或口罩遮好） Bin it（丢到垃圾桶）Kill 

it（洗手杀掉细菌），确保良好的呼吸道卫生 

 加强清洁，包括更频繁地清洁经常接触的表面 

幼儿园和托儿所也会尽可能减少个人之间的接触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

不同的房间，并将这些小组分开。 

学校和学院将尽量减少接触，鼓励尽量保持距离。他们将决定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

点，因为每个学校或学院都会有所不同。这将涉及到要求儿童和青少年： 

 留在指定的小组（或圈圈）里面 

 人与人之间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知道，幼童可能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重点是将各组别

分开，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来说，重点是保持距离。 

您可以采取的措施 

不要将您的孩子送到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如果： 

 他们出现 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症状  

 家中有人出现症状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出现症状，请安排病毒检测。通知您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

有关冠状病毒的检测结果。 

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请遵循 家庭中有人可能患有或确诊冠状病毒（COVID-19）指

南，并参与 NHS 检测和追踪流程。 

重要的是您必须遵循这里的建议和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建议和指南，帮助幼儿园、托儿

所、学校和学院实施这些措施。 

口罩/面罩 

最新的证据和建议是，12 岁及以上的儿童在无法安全做到保持社交距离，且在该地区

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应该戴上口罩。 

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一般不建议在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和学院里使用口罩/面罩。这

是因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和学院正在采取的措施已经减少了对健康的危害。 

在全国范围内，中学（或 7 年级以上学生所在的学校）和学院可以选择要求学生、教

职员工和其他来访者在教室以外的区域（如走廊）戴上口罩/面罩，如果他们认为这在

学校或学院是正确之举。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symptoms/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testing-and-trac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stay-at-home-guid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vid-19-stay-at-home-guidance


如果您是在受到国家限制的地区，成人和中学/学院的学生在公共场所时应戴口罩/面

罩。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发生这种情况，您的学校或学院会让您知道新的安排和是否有

必要戴上口罩/面罩。 

根据目前的证据，没有必要在教室戴口罩/面罩。这是因为学校和学院正在实施的方法

能充分降低在教室的风险，而且戴口罩/面罩可能对学习和教学产生负面影响。 

幼儿园、托儿所的儿童和小学生不需要戴口罩/面罩。在小学，如果教职员工或来访者

之间无法在教室以外的地方，例如在教师办公室里保持社交距离，那么校长可以酌情

决定是否要求教职员工或来访者在这些情况下戴上或同意他们戴上口罩/面罩。 

学院生也可能被要求戴上口罩/面罩，如果： 

 教学环境更类似于工作场所的环境，或者是工作场所的环境（例如，餐厅可能

开放给公众） 

 这是在工作场所或室内环境所订立的要求，而学生很可能会接触到其他公众 

正确戴上口罩/面罩，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学校和学院都应制定相应的流程，确保学

生和教职人员正确戴上、摘下、储存和处理口罩/面罩。他们应该让您知道流程的具体

细节。 

部分学生可以免于戴口罩/面罩。这些豁免将适用于学校和学院，因此任何戴口罩/面

罩的要求不适用于以下儿童和青少年： 

 由于残疾而不能戴口罩/面罩 

 觉得戴上口罩/面罩后很辛苦 

 和一个靠读唇语交流的人一起出行 

抵达和离开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 

部分幼儿园、学校或学院可能需要错开或调整上学和放学时间。这有助于在第二批学

生抵达和离开校园时将他们分开。如果学校或学院选择这样做，不应该减少他们用在

教学上的时间 - 但这可能意味着孩子的上学或放学时间会有所改变。 

学校和学院将根据需要，与任何校车提供者和其他交通提供者进行协调。 

您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将与您联系，说明他们正在进行的任何改变。这也

可能包括新的接送程序。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每个人必须在减少公共交通需求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可能的话，您应该寻找其

它交通方式，特别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尤其是在高峰期。 



这将有助于确保有足够的公共交通容纳空间，让有需要的人安全出行。这也将有利于

您家人的健康。参阅以下指南： 

 Living Streets 的步行上学 

 Sustrans 的保持校内安全 

如果您和您的孩子必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才能前往他们的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

院， 乘客安全出行指南 将适用。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可能会提供额外的学校专车

接送服务，以便于儿童和青少年前往学校或学院。 

如果儿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和照护者或者这些人的家庭成员出现冠状病毒（COVID-

19）感染症状，则不得前往幼儿园、托儿所、学校或学院。 

为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从家到学校的接送服务 

地方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免费的从家到学校接送服务的责任没有改变。这在 从

家到学校的出行和接送指南 中有所规定。 

地方政府可能会要求您接受个人出行预算或行车津贴，而不是专车接送服务。这样做

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确保有足够的专车接送每个真正有需求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请您接受这个提议。这不会影响您的孩子今后享有专车接送的

资格。如果您不愿意或者不能接受此提议，地方政府不能强迫您接受。 

地方政府不应期望您承诺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个人付款或行车津贴，但地方政府需要

合理的通知才能够恢复您的孩子从家到学校的接送服务。 

使用学校或学院专车接送服务 

地方政府、学校和交通服务提供者将不被要求对公共交通、学校或学院的专用校车统

一使用社交距离准则。这是因为： 

 专车接送服务通常会定期载送同一组别的青少年 

 乘坐专用校车的儿童和青少年不与公众混在一起 

地方政府、学校和交通服务提供者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拉开社交距

离，并将传播风险降至最低。实际做法很可能会因当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这可能包

括： 

 要求您的孩子在此交通工具上固定坐在同一个座位 

 确保上下车秩序井然和/或管理有序 

 确保车辆定期清洁 

 确保运输经营者最大限度地增加新鲜空气的流量 

重要的是，您要听从当地提供的任何建议，您的孩子要知道并理解遵守任何既定规则

的重要性。 

https://www.livingstreets.org.uk/walk-to-school/parents-and-carers
https://www.sustrans.org.uk/our-blog/get-active/2020/everyday-walking-and-cycling/heading-back-to-school-after-lockdown-advice-for-families/
https://www.gov.uk/guidance/coronavirus-covid-19-safer-travel-guidance-for-passeng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port-to-school-and-other-places-of-education-autumn-term-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ransport-to-school-and-other-places-of-education-autumn-term-2020


往返学校和学院时戴口罩/面罩 

目前，大多数 11 岁及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被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面罩。

这不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况的儿童和青少年： 

 由于残疾而不能戴口罩/面罩 

 觉得戴上口罩/面罩后很辛苦 

 和一个靠读唇语交流的人一起出行 

我们建议 11 岁及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乘坐学校专车前往中学或学院时也必须戴上

口罩/面罩，豁免者除外。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与他们的互助圈或家庭以外的人共用一辆车上学，他们应该： 

 每次与同一人共乘 

 开窗通风 

 如果他们年满 11 周岁，必须戴上口罩/面罩 

正确戴上口罩/面罩，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学校和学院都应制定相应的流程，确保学

生和教职人员正确戴上、摘下、储存和处理口罩/面罩。他们应该让您知道流程的具体

细节。 

课程 

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希望学校在秋季学生复课时教授的内容。学校将在所有科目上提

供雄心勃勃的课程。 

可能需要对一些科目（如体育和音乐）作出改变，以便学校能够尽可能安全地教授这

些科目。 

我们期望各学院在新学年恢复全面、高质量的学习计划。 

如有需要，学校和学院也将制定相应的计划，提供远程教育。这意味着，如果您的孩

子由于屏蔽保护或自我隔离而需要留在家中，他们的学校或学院将帮助他们继续学

习。 

我们已经宣布了一项价值 10 亿英镑的补课计划，确保学校拥有所需资源，帮助学生

弥补失去的教学时间，并为最需要的学生提供额外支援。 

评估和考试 

小学或初中的评估 

由于学校为了控制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而不得不对大部分学生关闭，使儿童

和青少年错过了关键的学习时期。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冠状病毒（COVID-19）对儿童



教育的影响，并为最需要的学校提供支援。为支持这项工作，我们正计划在 2020 至 

2021 学年，按照惯常的时间表，恢复幼儿基础阶段（EYFS）概况和所有现有的法定小

学评估。 

GCSE 和 A levels 

由于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关系，不在 2020 年夏季进行考试。为了让学生获得

文凭，我们宣布，今年夏天要参加 A level、AS level 或 GCSE 考试的学生将获得计

算的成绩。 

成绩的计算方式 

对于每个学生，学校和学院都提供了每个学科的中心评估成绩。这是他们的学校或学

院认为如果进行考试，他们最有可能取得的成绩。他们将考虑各个方面的证据，包括

例如非考试评估和模拟成绩。 

这个成绩旨在通过标准化的过程，使用 Ofqual 开发的模型，得出最终计算的成绩。 

8 月 17 日（星期一），国务大臣证实，将不再对 AS/A levels 和GCSE 进行标准化

处理。相反，所有学生都将获得其学校或学院提交的中心评估成绩。如果中心评估成

绩低于其计算的成绩，则以计算的成绩为准。 

除非有证据表明处理错误，否则这些将是最终成绩。 

学生将能够利用他们在夏季考获的成绩进入升学。这些成绩会与往年的成绩一样通

用。 

2020 年秋季补考 

我们认识到，部分学生可能对他们的暑期成绩不满意，或者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

成绩进行升学。也会有一小部分学生因为没有足够的成绩证据，而无法在暑期获得成

绩。重要的是，这些学生可以在 2020 年秋季参加考试。 

为了支援这些学生，我们正在举办一系列额外的考试。AS level 和 A level 考试将

在 10 月举行，GCSE 考试将在 11 月举行。 

参加 2020 年秋季考试的截止日期 

希望参加秋季考试的学生，应通过其夏季应考的学校或学院报名。截止日期是： 

 A 和 AS level 为 9 月 4 日 

 GCSE 考试为 9 月 18 日（英语和数学除外，截止日期为 10 月 4 日）。 

Ofsted 稽查 



在秋季学期，Ofsted 稽查员将视察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讨论他们如何支持

儿童和青少年重返学校。这些视察不会计入学校分级评定。 

打算从 2021 年 1 月起，Ofsted 的例行稽查将重新开始。确切的时间正在审查中。 

学校招生 

录取申诉 

如果您向学校提出申请，但学校没有为您的孩子提供学额，您有权对此决定提出上

诉。 

现可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或书面形式进行录取申诉，而不是面授形式。 

文法学校等精英制学校的入学考试 

如果您正在为您的孩子申请一所精英制学校4，今年的入学考试方式可能会有一些变

动。 

由负责精英制考试的单位（学校或地方政府）决定何时进行考试。我们已建议他们考

虑将入学考试推迟到 10 月底或 11 月初。这意味着，在被要求表达对学校的偏好之

前（10 月 31 日），您不太可能得到成绩。 

如果您的孩子在入学考试中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您应该使用您最后的选择，选择一

所您认为有很大机会获得学位的本地全方位学校。 

如果您决定只选择文法学校，但您的孩子在入学考试中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那么您

的孩子将被分配到全方位学校。这不会是您所选择的学校之一。 

如果您的孩子因以下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请联系招生机构： 

 出现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症状 

 自我隔离中 

学校或地方政府将作出其它安排，评估您孩子的能力或资质。 

行为 

 
4 精英制学校包括文法学校（根据学生的高学术能力选拔所有学生）、半精英制学校

或"双科制"学校（根据能力或资质选拔一定比例的学生）、基于“段"的学校（即是对

所有学生进行能力测试，但录取各种能力的学生（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学生人数相

等），以及根据表演或视觉艺术、体育、现代外语、设计和技术或信息技术的资质录

取百分之十学生的学校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chool-admissions-appeals-code/changes-to-the-school-admission-appeals-code-regulations-during-the-coronavirus-outbreak


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可能更新其行为政策，反映出他们正在制定的任何新规

则或方法。他们会让您知道这些变动是什么。 

学校制服 

学校自行决定其制服政策。 

我们鼓励所有学校在秋季学期恢复一贯的校服政策。 

您不需因冠状病毒（COVID-19）而以不同的方式或比平时更频繁地清洗制服。 

学校餐食 

学校和学院食堂应从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开放。 

他们将向所有希望得到餐食的学生提供食物，包括为合资格的学生提供免费校餐和普

及婴儿免费校餐。 

网上安全 

包括孩子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网上度过了大多数时间，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家里。 

参阅 帮助父母和照护者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网络伤害指南。指南建议了相关资源，

用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远离不同的网络风险，以及到哪里寻求援助和建议。对保持安

全上网的支持 包括了有关安全和隐私设置的信息。 

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 

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都会明白，部分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冠状病毒

（COVID-19）的爆发而产生焦虑、压力或情绪低落等感受。 

有一些在线资源可以帮助您和您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包括： 

 MindEd 是一个来自英国医疗教育委员会的免费教育资源，旨在支持儿童和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 

 Rise Above，旨在为 10 至 16 岁的青少年建立适应力和支持良好的心理健康 

 Every Mind Matters 包括了一个在线工具和电子邮件旅程，可帮助每个人更有

信心地采取措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 

 Bereavement UK 和 Childhood Bereavement Network 提供了信息和资源，可

支持丧亲的学生、学校和教职人员 

Barnardo 的"看、听、答"（See, Hear, Respond）服务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支持，这些服务对象目前没有接受社工或其它机构的帮助，以及正在努力应对冠状病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keeping-children-safe-online/coronavirus-covid-19-support-for-parents-and-carers-to-keep-children-safe-online
https://www.gov.uk/guidance/covid-19-staying-safe-online
https://www.gov.uk/guidance/covid-19-staying-safe-online
https://www.minded.org.uk/
https://campaignresources.phe.gov.uk/schools/topics/rise-above/overview
https://www.nhs.uk/oneyou/every-mind-matters/
https://www.childbereavementuk.org/
http://www.childhoodbereavementnetwork.org.uk/covid-19.aspx


毒（COVID-19）所带来的情绪影响。您可以浏览 "看、听、答"（See, Hear, 

Respond）服务自荐网页 或拨打免费电话 0800 151 7015 使用该服务。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您对任何一名儿童有任何保护方面的担忧，请向我们报告。联系 

NSPCC 帮助热线。 

教育、卫生和保健计划（EHC） 

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需要在 EHC 计划中使一些特定的特殊教育和保健规定更加灵

活。 

这种灵活性现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如果您的孩子有 EHC 计划，当他们重返学校时，

他们应该像往常一样得到所需的支援。 

学校和学院旅行 

从秋季学期开始，英国的学校和学院可以恢复具教育性质的一日出游。他们必须遵循

最新的公共卫生指南以及为学校和学院提供的关于他们可以采取的减少风险措施的更

广泛指南。 

目前我们不建议在英国进行过夜旅行和海外访学。 

课外活动 

学校从秋季学期开始可以举办早餐和课后活动。学校需要确保这些活动的实施符合关

于保护措施的更广泛的指南。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举办。 

请咨询您孩子的学校，了解他们是否会有早餐和课后活动。 

校外场所，如假期或课后俱乐部，可向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开放。他们必须采

取保护措施，帮助降低传播风险。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请考虑： 

 始终如一地将您的孩子送到相同的场所 

 限制您前往不同场所的次数 

询问举办该活动的组织，他们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措施来减少风险。 

我们为家长提供了关于 使用校外俱乐部和活动 的建议。 

本地疫情爆发 

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和学院将联系当地的健康保护小组，如果他们： 

https://www.barnardos.org.uk/c19
https://www.barnardos.org.uk/c19
https://www.nspcc.org.uk/keeping-children-safe/reporting-abuse/dedicated-helplin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uidance-for-parents-and-carers-of-children-attending-out-of-school-settings-during-the-coronavirus-covid-19-outbreak/guidance-for-parents-and-carers-of-children-attending-out-of-school-settings-during-the-coronavirus-covid-19-outbreak


 在 14 天内在学生或教职人员中出现 2 宗或以上冠状病毒（COVID-19）确诊病

例 

 由于冠状病毒（COVID-19）疑似或确诊病例，儿童或教职人员的缺勤率增加 

当地的健康保护小组将告知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一般情况下，学校不需要关闭，但部

分小组可能需要自我隔离。 

如果学校或学院被证实爆发疫情，可派出流动检测站。他们会对所有可能曾与检测结

果呈阳性的人有过接触的人士进行检测。医护人员首先会对当事人所在的班级进行检

测，再来是当事人所在的年级，必要时才对全校或学院的所有学生进行检测。 

如果您所在地区因感染率激增而导致社区局部病毒扩散，则政府将决定需采取什么行

动。在对其它行业实施限制的地区，我们预计教育和托儿所会如常继续全面开放。 

您孩子的学校或学院应当提供远程教育，如果： 

 学生小组需要自我隔离 

 需要对学校或学院的出勤施加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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