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

2021年重新開放校園指引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TCIS)成立於1995年。 目前，共有 635位學生，分別來自不同的國籍
(70%泰籍) ，年齡分布為2到18歲。 我們是一所美國課程的國際學校，學校專注於三語教
育（英文、泰文和中文）。

TCIS 提議儘早重啟校園以進行實體教學。

這份文件將說明我們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最安全的學習環境而採取的安全措施和程
序。

我們知道師生面對面學習是最好的學習方式，為此，我們請求允許學生能進入校園學習。
我們向學生重啟安全校園的提案是根據：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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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學生與教職員的定期ATK檢測。

● 教職員工的疫苗高接種率 。

● 實施COVID 預防措施與清潔規定。

● 為學生和教職員提供關於安全措施所需的全面培訓計劃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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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間，即將重啟校園的時刻，我們將繼續遵從以下指導原則：

1. 學生、教職員工和我們社區的健康和安全至關重要。

2. 學生的教育和社交情感需求最好在校園面對面的環境中提供。

3. 我們的安全措施和決策主要由以下備受尊崇和值得信賴的組織提供信息：世界衛生組

織、疾病控制中心和公共衛生部，

4. 無論學習模式為何（進入校園、混合、線上學習），TCIS 都為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環

境。

5. 我們的社群會定期更新訊息，所有社群成員都可以與 TCIS 領導團隊和協助人員會
面。

6. TCIS 是一個具道德和關懷的教育單位，並關懷高風險員工的特定需求。

7. 安全程序由外部專家定期進行內部和外部審查。

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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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S 校園重啟條件
-----------------------

TCIS 獲得北欖府府尹、北欖府衛生局和北欖府教育局的書面許可。
 

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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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班級、年級、部分校園或整個校園的條件

對於陽性病例，將進行接觸者追踪，以確認社區的其他成員，是否為重啟校園計劃中所定
義的密切接觸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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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Level Criteria

PK2 - 4年級 如果出現陽性確診病例，整個部門將關閉 14 天並恢復為線上課程。

5-12 年級 如果出現陽性確診病例，整個部門將關閉 14 天並恢復為線上課程。

視外部或內部情況需要，學校行政團隊與學校董事會可以決定立即關閉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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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對所有 TCIS 所有成員都至關重要。從這場危機一開始，我們就以三種語言
向我們所有的社區提供最新與重要信息。

我們TCIS 網站和 TCIS 官方Line，會提供有關 COVID-19 和 TCIS 線上學習相關
資源與資訊。我們還徵求了學生、家長和老師的反饋和意見，並使用這些數據來
調整我們的線上學習，為我們的學生提供最好的教育。

TCIS擁有有效的溝通管道以迅速聯繫我們的社區成員，包括電子郵件、簡訊、網
站、Line 和社交媒體。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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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校園，就可以看到標示，並清楚地說明對戴口罩、手部衛生和保持身體距離的規範

與建議。 這些標示位於所有入口處以及校內各處，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與社區定期溝

通中，會重申在校園和社區中必須遵守的必要安全措施。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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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張貼在校園
各處，以限制空間
人數，並提醒大家
戴口罩和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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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家長必須在上學前於指定日期的晚上，監督學生做ATK測試，並完成與校園通行證相

關的自我檢測（每次 ATK 測試後）進一步的細節資訊將由各部門校長說明。

2. 任何檢測若呈陽性，也必須立即通報給醫療保健中心與部門校長。

3. 我們也要求家長送孩子到校之前，先測量體溫。學生必須在上學前至少48小時無症狀

，體溫低 37.5C，未使用退燒藥，這將透過校園通行證記錄。

4. 身體不適的兒童和成人必須待在家裡。教職員工將密切關注學生可能出現的任何症狀

並進行相應跟進措施。 

請注意：家長每天必須幫學生準備飲用水。

家庭之日常與每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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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健康中心和當地醫院的協助下，TCIS的教職員擁有許多疫苗接種的機會，因此本校
有著極高的疫苗接種率；我們許多的外籍教師在暑假期間也都回鄉施打疫苗。
最近，9-12 年級的學生於 10 月 8 日星期五在 Chularat 3 接種了他們的第一劑輝瑞疫苗。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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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分之八十九的教職員
在十月時已完成兩劑疫苗

的接種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教職
員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 泰國中華國際學校的合作
醫院

● Bumrungrad醫院
● Chularat醫院

有百分之五十的9-12
年級學生接種第一劑

疫苗



TCIS 將使用自我管理的居家抗原檢測試劑盒 (ATK)。 該測試將在上學之前在家中進行，並
在適當的情況下由父母監督。

檢測結果必須上傳到學校通行證的報告系統中。 任何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或未能提交測
試結果的學生或教職員工都將無法進入校園。

在指定檢測日期缺席的學生或教職員工必須在返回校園的第二天提供陰性檢測，然後將
在入校當天再次進行檢測。

任何想要進入校園的成人都需要在任何確認的預約通知中提供陰性的 ATK 檢測結果。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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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開放校園前的程序
------------------------

● 在被允許進入校園之前，所有的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必須通過 ATK 檢測，且持有陰性證
明。

● PCR 或 ATK 檢測未呈陰性，且未登錄 School Pass 和 Thai Save Thai (TST)的人都會被
拒絕進入校園。

● 如果任何家庭中有人的 COVID 檢測報告呈陽性反應，那麼他們有責任自主在家健康
管理，減少外出接觸及傳染 COVID的機會，並且向 TCIS 和政府機構報告。

TCIS 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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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的校園的進出口都將開放。
2. 家長和其他訪客要先預約使得進出校園，並且必須通過學校所提供的 ATK 檢測
      （檢測結果須為陰性）。

在校園最初開放期間，只有學生和 TCIS 的教職員可以在上課期間進入校園，因此，家長將
無法在早上送孩子去幼稚園教室。 所有其他想要進入校園的人必須事前預約申請，持有學
校通行證，註冊並登錄Thai Save Thai，並且在欲進入校園的當天持有ATK的陰性檢測證
明。備妥前述證明後，進入校園時只能從入口直接到欲抵達的地點，途中應避開其他的教
室和學習空間。 同時，TCIS 會提供 ATK 檢測試劑和實施檢測的地點，以便在校園之外進
行
---------------------------------------------------------------------------------------------------------------
旋轉門位於 TCIS 校園的停車場入口處。 僅當個人/家庭已完成學校通行證、在批准的訪問
列表中、戴上口罩且體溫低於 37.5 攝氏度時，才允許訪問。
目前，對於我們最初的重新開放，只有教職員工才能進入校園。

出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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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掃描儀：如果體溫超過攝氏 37.5 度，或者沒有配戴口罩，
學生將不被允許進入校園。在每個入口處都有一名警衛協助
管制進出口。

● 在旋轉門後設置了洗手液，以及Thai Chana 二維碼和額外的 
COVID 預防標誌。

● 當進入學校時，所有人都必須經過消毒墊。
全天，隨時都備有環保安全的消毒劑。

● 我們在樓梯標示了相同的標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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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 在校門前放置了安全距離指標。

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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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

● 將採取保持人與人之間 1-2 m 距離的社交安全距離規範。



出入學習場所

● 學生、教職員工在進入每個教室或學習空間之前必須洗手或消毒。

● 學生可攜帶的學用品及其他東西都會受到規範限制。

● 學生將會被指定座位入座。

● 中學學生在離開教室或學習場所前要擦拭桌椅消毒。（使用安全的消毒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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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期間

4

口罩

TCIS 有詳細的佩戴口罩的規範，辦法中明確指出，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所有人都必須全
程佩戴口罩。

整個校園都會張貼告示牌以提醒每個人採取適當的 COVID 預防措施。 三個關鍵的預防
COVID的做法是：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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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雙手                                戴上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照片

為了落實消毒環
境這一點，我們
在教室外面和走
廊都安裝了乾洗
手的消毒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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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最初重新開放期間，將提供預先訂購的盒裝午餐。
● 學生將在用餐空間內保持至少 1-2 公尺 的物理距離。
● 餐飲工作人員將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包括髮網、口罩、面罩和手套
● 將採取嚴格的衛生和清潔措施。
● 學生只能在指定區域用餐。

-----------------
● 幼兒學童將在他們的教室和學習空間用餐。

餐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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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在學生餐廳用餐
-----------------------------

● 中學學生餐廳提供了額外的座位。
● 一旦條件得到緩解，將在桌子上使用標記以確保 2 m 的社交距離。
● 餐食物品將單獨包裝。
● 只能用學生卡付款。 不接受現金付款。
● 學生證每週均可儲值。
● 桌子上將放置透明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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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S 對於運輸服務進行了廣泛的工作，以確保制定並實施強而有力的安全措施。

1. 所有巴士每天將根據消毒清潔指南和傳染病爆發的消毒濃度建議，進行兩次消毒。

每輛巴士將配備以下用品：

1. 一瓶洗手液。
2. 消毒濕紙巾。
3. 嘔吐袋。

教職員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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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出勤/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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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的校園重新開放期間，家長可以選擇將孩子留在家中，TCIS 將繼續支持學生在
家學習。還有一些學生尚未回到泰國，或者處於隔離狀態，並需要參與虛擬學習。這不
會是完全的虛擬課程，而是同步和異步學習的結合。根據學生發展需求，每個部門的
課程都將不同。 

關於疾病和出勤的責任
-----------------------------

● 任何生病的學生、教職員工都不應進入校園。
● 每個人都必須在進入校園之前完成學校通行證。 學校通行證保證：



● 我們家中沒有人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
● 我們家中沒有人是 COVID-19 的「疫調者」。
● 在過去 14 天內，我們家中沒有人與 COVID-19 患者有過密切接觸。
● 我們家中沒有人在過去 14 天內出現過 COVID-19 症狀（乾咳、發燒、喉嚨痛、

呼吸急促）。
● 在過去的 14 天內，我們家中沒有人去過泰國以外的地方。
● 從海外進入泰國的家庭將根據需要，向學校提供政府檢疫完成證書的副本。

（學校通行證的具體要求可能會根據政府對報告的要求而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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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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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面對面學習：這是我們期望的狀態，因為學生可以正常上學並遵守常規時間表。 我
們制定了嚴格的安全和衛生規程，以及物理距離措施。

虛擬學校結合使用在線工具和資源來推進學生的學習，並使學生與老師和他們的同學保
持聯繫。 根據發展水平和學習目標使用同步和異步活動的平衡。 學生支持服務（諮詢、學
習支持、ELL）繼續在線提供，TCIS 將繼續盡一切可能，滿足這種環境下兒童的社交情感需
求。

重要的是要記住，當學校是面對面上課時，這種虛擬學習與所有學生和教師都在虛擬學校
中操作時，看起來不同。

 



混合學習模式——實體和線上課程：（混合模式）：
如果由於政府關於保持身體距離的指令，我們需要減少校園內的學生人數，我們將實
施這種學習模式，包括以實體為主線上學習為輔助的模式，以在學生離開校園時為他
們提供支持。運動和活動可能會根據政府的條件和指導，以及 TCIS 的 COVID 響應計
劃提供調整後的水平。這種模式是最靈活的，可以根據條件和學生的學習需要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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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疾病和出勤的責任
-----------------------------

風險指標 學習模式

低風險

外部指標是政府允許所有學生在場並按照正常時間表進行校園學習。

在校園面對面學習。

中風險

校內學習可以在政府指導方針下進行，該指導方針規定了任何時間允許進入校園的學生人
數和物理距離要求。 在為了學生、教職員工、家長及社區的健康和安全需求等各方面，製定
了操作規程。 

在校園和在家學習的混合學習模式

高風險

根據政府的指導方針和限制，虛擬學習適用於所有無法進入校園或無法到校的學生。 學
生和老師將在家工作。 

虛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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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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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S 領導團隊和教師計劃了多種選擇和學習模式。 已仔細考慮為無法在校園內的學生保
留有效的虛擬學習選項，以及提供校園學習與虛擬學校學習相結合的混合學習模式。 計劃
側重於保持適當身體距離的教學策略，並包括有關適當衛生措施的課程。

如果發現陽性病例，學校內的所有級別都已採取措施減少接觸並簡化接觸者追踪。 

學習資源
-------------

● 不得共享筆、筆記本電腦、iPad 等學習資源
● 每位教師將檢查課堂環境，並就共享學習資源的必要清潔和消毒事宜與教學助理和總

務聯絡



● 學生必須從家裡帶上自己的必要學習資源（中學部門老師會發送所需材料清單，小學
學生用品將在課堂上提供）

● 學生不得帶玩具上學
 

小學課間休息/遊樂場/足球場/籃球場
-----------------------------------------------

● 目前，在政府官員的建議下，因為安全的因素，戶外學習區必須關閉。 

體育/田徑課程
------------------
未來必須接受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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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責任

● 除非教練另有指示，否則請戴上口罩
● 與他人保持 2 公尺的身體距離，尤其是在沒有進行活動的期間
● 在運動期間，身體接觸受到運動規則和性質的限制。
● 為相應的體育課程準備合適的運動裝備。
● 記得帶上自己貼有標籤的水瓶
● 在進入更衣室或其他設施之前洗手或消毒
● 避免團隊擠在一起、擊掌、握手、拳頭碰撞和擁抱

修改後的課程 - 音樂

● 合唱團學生將戴口罩並保持身體距離。
● 使用樂器的課程將在物理上保持距離，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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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內的桌椅安排需能保持社交距離。
各科目與班級可能有不同配置，使得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同時，還能因應不同主題與類型的
學習目的。

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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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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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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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員進出校園皆需經過旋轉門，在通過時會留下停留校園的時間紀錄。

每節課開始時都會點名。在每堂課上課期間，並會為學生分配於該教室的座位。若校方被
告知社區內出現陽性個案，這將能幫助相關單位追踪接觸者。



公共衛生部門將密切接觸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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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接觸
● 與高風險接觸者有密切接觸的人被歸類為低風險。
● 與低風險接觸者密切接觸的人被歸類為無風險。

高風險接觸
●  與 COVID-19 確診者在同一室學習、生活或工作的人。
● 在沒有採取防護措施（例如未戴口罩）的情況下，在一公尺內範圍內與確診者交談超過 

5 分鐘、確診者在你面前咳嗽或打噴嚏的人。
● 與確診者一同處於密閉車內或冷氣房裡等非通風區域，並且在沒有採取防護措施（如

不戴口罩）的情況下，與患者保持不到 1 公尺的距離超過 15 分鐘的人



Low risk Contact:
---------------------

● A person who participated in other activities with COVID-19 patient but  not 
meeting high risk criteria.

2

TCIS defines High Risk Contact as:

WITHOUT A MASK

within 1 meter for at least
5 minutes

WITH A MASK

within 1 meter for greater
than 15 minutes*

THOSE WITHIN THE 
SAME HOUSEHOLD

Students who have close
 contact with high risk 

contact students

Other activities not delineated
above including, for example:

Walking to class for less than period
of time aforementioned with mask

If the school learns that an infected student or staff member has been on  campus,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will occur and high risk contacts will be  required to self isolate at home.  A 

negative ATK test will be required for  re-entry to school. 38



Covid-19 Positive Test Response Plan (Students)
-------------------------------------------------------------

ATK Positive (+) student 
tested prior to arrival

Nurse to 
inform family 

to require 
undergo 

RT-PCR test 
within 48 
hours to 
return to 
campus if 

negative OR 
quarantine 
for 14 days

Family notifies (Principal) Contact Health Center

Health Center to carry out contact tracing

IF RT-PCR Negative 
without symptoms

Return to campus upon proof
of PCR testing

IF RT-PCR Positive, 
Student may return to class
when the following is met:

1. 15 days have passed since infection and the 
student has been symptom free for 48 hours 
prior to arrival (without use of symptom 
reducing medication.

2. A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a negative ATK tes 
result, 

3. Verbal clearance from Health Center

39

IF RT-PCR Negative 
With symptoms

May return once 48 hours have passed and 
symptom free without symptom reduction 

medications



Covid-19 High Risk and Positive Case Response Plan (Staff)
-------------------------------------------------------------------------

Tet with Antigent Test Kit (ATK) at home

High Risk Contacts (Home Quarantine)

40

If Positive, 

a. Home Isolation based upon  criteria set by the 
MOPH  (low-risk, mild symptoms,  less than 60) 
and recommend  enrollment in a Home  Isolation 
Program 

b. ATK testing for staff 

If Negative

a. Home Isolation 
b. Symptom monitor
c.  Repeat testing if symptoms return 
d. Repeat testing on morning  of Day 15 (return to 

campus)



Covid-19 Positive Case Response Plan (Staff)
---------------------------------------------------------

ATK Positive (+) staff 
tested prior to arrival Notifies Division Admin

Staff starts quarantine and undergoes 
RT-PCRtest within 48 hours

Health Center to carry out contact tracing

IF RT-PCR Negative 
without symptoms

Return to campus upon proof
Of PCR testing

41

IF RT-PCR Negative 
With symptoms

May return once 48 hours have passed and 
symptom free without symptom reduction 

medications

IF RT-PCR Positive, 
Student may return to class
when the following is met:

1. 15 days have passed since infection and the 
student has been symptom free for 48 hours 
prior to arrival (without use of symptom 
reducing medication.

2. A medical certificate and a negative ATK tes 
result, 

3. Verbal clearance from Health Center



職員已被分成多個小組，以減少可能需隔離的影響
---------------------------------------------------------------

如同一部門中有一位或多位陽性個案的情況下
● 辦公室立即關閉
● 落實深度消毒
● 部門關閉24小時
● 在家工作者失聯時，候補人員將替代其工作。
● 全體職員遵循密切接觸協定

群聚管理協定（教師及助教）
-----------------------------------

如同一部門，有一位陽性個案的情況下：

● 整個部門關閉14天。
● 100%轉換為線上課程。
● 落實深度消毒全部門校區及公共區域。
● 全體人員遵循密切接觸協定。

群聚管理協定 
辦公室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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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室都有清潔書桌和共用材料的用品。任何屬於「社區」類型的資源，在白天只能使用
一次，然後放入籃子中。在一天結束時，會對用品進行消毒，並在第二天放回使用。在中學
，學生在每節課結束時會使用消毒劑清潔他們的桌椅。

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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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經過完整培訓，並遵守精細的日常清潔時間表。全天每小時清潔所有頻繁接觸
區域（扶手、門把手等）。每日結束時，維護團隊都會清潔每個教室、辦公室及公共區域。



針對疫情，我們改進了清潔政策以防止病毒的傳播，例如深度清潔或在所有空間放置更多
消毒洗手液以應對10月重啟校園。 頻繁接觸區域以及日常清潔的程序列出如下。

清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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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接觸區 （室內／室外）

 上午07:30  - 下午03:10

時程表

上午07:30   上午 09:30 am    上午11:30 

下午 01:30 pm      下午03:10

桌子／椅子／門把 電燈/電梯開關
欄杆（樓梯欄杆）

影印機

飲水機

擦手紙巾盒
其他區域



  Routine Rooms Cleaning (Afterschool) 日常課室清潔（課後）

 下午 03:10 pm – 下午09:30

室內
家具：可檢查家具/桌面/椅子

電話／電器／洗手台
／水龍頭

掃地／拖地／垃圾
桶清潔

所有燈具開關  
肥皂／補充擦手紙巾

門把／地毯／吸塵
器／書架

室外
背包架／牆壁 走廊

日常廁所清潔（全天）

上午 06:30 – 下午09:30

清空並清潔垃圾箱

補充擦手紙巾

補充皂液  

清潔水槽、鏡子

清潔門把

清潔馬桶/小便池

掃地 

濕拖／乾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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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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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