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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2022 年秋季 Launch 家庭— 

我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们将继续适应不断变化的 COVID-19 形势以及儿童、青年和家庭部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金县卫生部 (King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西雅图公立学校 (Seattle 
Public Schools) 的新要求。  

提醒一下，根据州长 Inslee 的指导，所有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家人）都必须接种疫苗（或者拥

有经过证实的豁免情形），以便在儿童在场的情况下进入 Launch 的计划空间。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开始，

所有 Launch 员工以及希望进入计划空间的任何志愿者或父母在进入任何 Launch 计划之前都将被问及他们的

疫苗接种状态。  

请仔细阅读以下指导，因为许多部分已经改变。  

COVID-19 预防最佳实践 

口罩  
我们非常鼓励学生和工作人员在教室内继续佩戴口罩，但不再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  

 
注意：所有访客（包括非现场 Launch 工作人员、供应商、社区成员以及为接送或出于其他原因而
进入计划空间的家庭成员）身处室内和有儿童的空间时必须戴上口罩 
 

根据特定教室和/或地点的传播率，可能需要工作人员和学生佩戴口罩，以有助于减轻传播。 
 

与进行隔离或接触 COVID-19 之后参加计划有关的某些情况下，或者由于特定教室的卫生问题，参与者将需

要戴口罩。 

身体距离  
我们将继续尽可能减少密切接触。学校是否能够这样做，将取决于学生的年龄、发育和身体能力以及可用

的空间。 
 
洗手  
我们将继续在教师的支持下，全天频繁洗手。  
 
清洁和消毒  
教室空间和高接触率表面将全天频繁消毒。 

登入/登出  

Launch 家庭将开始利用 Procare 系统为自己的学生办理登入/登出手续（使用指纹或自选密码）。“信息

站”(Kiosk) 将可供家庭使用，并且将在全天定期进行消毒。  

餐饮 
餐点和小吃将不以家庭聚餐形式提供。 

疾病政策 
位于现场的 Launch 工作人员将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看是否有 COVID-19 症状；如果出现 COVID-19 症状，

就留在家里。将全天监测 Launch 学生的 COVID 或其他疾病的症状。开始出现任何疾病症状的学生将被立即

送回家。  
 
 
 



Launch 2022 年秋季健康与安全   

编辑时间：8/22/2022 Launch 保留随时修改/调整我们的 COVID-19 Response Protocol（响应规程）

和 Closing Matrix（关停矩阵）的权利。 

 
访客、供应商和非现场 Launch 工作人员在进入 Launch 空间时将被要求签到（其中包括进行健康筛查）。这

使我们能够在出现 COVID-19 阳性病例时对潜在接触或传播进行跟踪。（附录 A） 
 
Launch 提醒所有家庭，他们的孩子在出现任何疾病症状时不应上学，只有在不再有症状时才可以继续上

学。  
 
任何报告或出现类似 COVID-19 症状的学生、儿童或工作人员都需要立即与其他人隔离，回到家中或目前居

住的地方，并尽快进行诊断测试（无论疫苗接种状态如何）。在等待离开学校或保育机构时，有症状的人

需要隔离，并戴上贴合面部的口罩 
 
学费政策 
根据 Launch 政策，与 COVID-19 相关的任何短期关停或学生在隔离期间错过的任何天数都不会获得积分或退

款。如果发生教室、学校或学区范围的关停，Launch 领导层将开会评估适当的后续步骤。重新开放教室、

开设全日制计划或者在关停期间继续课后计划的决定，将基于社区安全、空间可用性和人员配备能力。 

通知 
如果有 COVID-19 阳性病例，而某个家庭的孩子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Launch 将通知这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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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安全指导 

1. 如果 Launch 工作人员或学生开始出现 COVID-19 症状，他们应该怎么做？ 

DOH（卫生局）指导：有 COVID-19 症状的学生、儿童和工作人员必须待在家里，并且应该接受测试和/或就

医，并相应遵循返回工作/保育机构/学校的规程。任何 COVID-19 测试呈阳性的学生、儿童或工作人员都必

须按照卫生部和疾控中心的现行准则在家中进行隔离。本隔离指导适用于任何疫苗接种状态。 

Launch 将遵守卫生部指导“ 怎么办……症状流程图”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0-229-SymptomExposureFlowchartK12SchoolsChildC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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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 Launch 的工作人员/学生的 COVID-19 测试呈阳性，他们应该怎么办？  

DOH（卫生局）指导：借助病毒测试（分子 (PCR/NAAT) 或抗原，包括自我测试）呈 COVID-19 阳性的人必须

遵守以下隔离准则。COVID-19 测试呈阳性的学生、儿童或工作人员，无论其疫苗接种状态如何，都必须在

家中或目前居住的地方进行隔离。如果个人在隔离 5 整天后没有症状或症状有所改善，并且在过去 24 小时

内在未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那么他们可以回来。第 0 天是出现症状的第一天。对于没有症状的

人来说，第 0 天是病毒测试阳性的那一天。见隔离和检疫计算器。重复初始测试并不改变隔离规程；阳性

测试会启动隔离规程。此外，在整 5 天的隔离期即将结束时，以及/或者在第 6-10 天，使用抗原或居家测试

呈阳性的个人，必须完成整 10 天的隔离期。不建议在第 10 天后进行测试。如果个人在 5 天隔离期结束后

返回学校，应继续佩戴贴合面部的口罩 5 天（第 6 天至第 10 天）。如果一个人无法戴上贴合面部的口罩，

他们应该继续隔离整 10 天。  

 

 

 

https://doh.wa.gov/emergencies/covid-19/isolation-and-quarantine-covid-19/isolation-and-quarantine-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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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测试呈阳性的 Launch 工作人员和学生必须隔离 5 天，第 0 天是症状出现的第一天；如果没有症

状，则是测试呈阳性的那一天。在下列情况下，个人可在隔离 5 整天后返回学校/保育机构：  

• 他们的症状已经改善或无症状，并且 
• 他们在过去 24 小时内在没有使用退热药的请况下没有发热。  

并且如果在第 6-10 天返回学校/保育机构，个人必须： 

• 在其隔离期的第 6-10 天，根据疾控中心指导，戴上贴合面部的口罩，或者 
• 在不戴口罩返回之前，在第 5 天之后的任何一天，用抗原或居家测试方式测试阴性。超过第 10 天

进行测试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个人不能戴上贴合面部的口罩，并且没有测试阴性，他们需要继续隔离，直到隔离期结束。 

3. 被视为测试呈阳性的人（包括兄弟姐妹/家庭成员）的密切接触者的工作人员/学生怎么办？ 

一般来说，密切接触者是指在 COVID-19 感染者感染期间的某个 24 小时时间段内，在 COVID-19 患者 6 英尺

（近 2 米）距离内至少累计 15 分钟的人。COVID-19 感染者的感染期始于症状发作前两天，而在 COVID-19 
患者无症状的情况下，则估计为阳性测试采集日期前两天 

在学龄前-12 年级的室内教室中，密切接触的定义不包括与受感染学生至少三英尺（近 1 米）远的学生，前

提是：(a) 两名学生都戴着面罩/口罩，以及 (b) 其他预防策略已经到位。  

卫生部 (DOH) 不再要求接触的学生、儿童和工作人员进行隔离。为了保护他们的学校或保育机构社区，有

可能接触 COVID-19 的学生、儿童和工作人员，无论其疫苗接种状态如何，都应该： 

• 监测症状，以及  
• 在接触后尽快进行测试*，然后在接触后至少前 5 天进行每 24-48 小时的重复测试，以及 
• 在室内与有可能患 COVID-19 重症的人待在一起的学生、儿童和工作人员，在接触后 10 天内应戴上

贴合面部的口罩。  

遵循卫生部如果一个人有症状该怎么办流程图。接触的学生、儿童和工作人员只要没有症状，也没有阳性

测试结果，就可以继续参加所有当面教学和护理，其中包括体育、表演艺术和其他课外活动。如果接触的

学生、儿童或工作人员出现症状，他们应进行测试，并被要求立即在家中或目前居住的地方进行隔离，以

及遵循“有 COVID-19 症状个人排除”中所述指导。  

*最近（在过去 90 天内）被感染的人应使用抗原测试，因为即使没有新的活动性感染，PCR 结果也可能继续

持续呈现阳性 

 

 

 

 

 

 

 

https://doh.w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3/820-229-SymptomExposureFlowchartK12SchoolsChildC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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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接触  
家庭接触往往导致与阳性个体的长期和反复接触。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儿童或工作人员在家中持

续接触，无论其疫苗接种状况如何，建议每 24-48 小时测试一次，直到最后一名阳性家庭成员的隔离已结束 
5 天。如果您的家庭有接触情况，请通知 Launch。 

4. 什么会引发 Launch 启动关停？（附录 B） 

根据华盛顿州法律 (WAC 246-101)，所有 COVID-19 病例以及学校和儿童保育机构疫情暴发都必须向当地卫

生管辖区报告。此外，学校、儿童保育机构和公众必须与公共卫生当局合作，调查可能与学校或儿童保育

中心相关的病例和疫情 (WAC 246-101)。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视为学校或儿童保育中心发生的 COVID-19 疫
情： 

• 学生或工作人员中有五例或更多的 COVID-19 病例。 
• 这些病例在 7 天内出现症状或测试结果呈阳性。 
• 这些病例与流行病学有关。 
• 这些病例并非发生在同一个家庭。 
• 在调查期间，这些病例未被确定为在另一种情况下的彼此密切接触者。 

位于西雅图公立学校的 Launch 计划可能需要根据金县公共卫生和西雅图公立学校的指导关停。Launch 将在

我们收到信息时通知家庭。  

 

 

 

 

 

 

 

 

 

 

 

 

 

 

 

 

 

https://www.doh.wa.gov/Portals/1/Documents/1600/coronavirus/820-105-K12Schools2021-2022.pdf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24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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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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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Launch COVID-19 关停矩阵 

COVID-19 接触场景规程 

如果中心内出现任何 COVID-19 阳性病例，将通知各个家庭。  

如果... 那么... 
在 10 天内有 1-2 名工作人员/学生经测试呈 COVID-
19 阳性 

Launch 将： 
- 对计划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 
- 鼓励该现场的家人完成 COVID-19 测试 
- 保持开放 

 

同一栋楼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学生在 7 天内经测试呈 
COVID-19 阳性 

Launch 将： 
- 对计划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 
- 工作人员及家属可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 监测症状  
- 保持开放 
- 在为期 10 天的症状观察期间，所有工作人员

和学生都将佩戴口罩  
 

7 天内完全爆发大约 5 例（已接种疫苗或未接种疫

苗）或更多例的 COVID-19 
Launch 将： 

- 对计划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 
- 从 COVID-19 阳性工作人员/学生在场的最后

一天起关停 24-48 小时 1 
- 所有工作人员和学生在返回之前必须收到 

COVID-19 阴性测试结果，并被要求继续每天

进行测试  
- 工作人员及家属可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 在为期 10 天的症状观察期间，所有工作人员

和学生都将佩戴口罩  
 
 

 
1 我们在这个时间表上重新开放的能力将基于现有的人员配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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