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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篩查問卷 

所有教育局學生、員工和訪客在進入教育局場地之前都必須填寫一份健康篩查表格。這一健康篩

查表格必須在到達大樓的每一天都填寫。這一健康篩查表格也可以到以下網站填寫： 

https://healthscreening.schools.nyc/ 。在進入場地時，如果您還沒有填妥網上的健康篩查表

格，則將被要求提供對以下問題的回答。謹此提醒，所有教育局僱員必須接種了新冠疫苗才能進

入我們的學校大樓。 

根據紐約州衛生局的要求、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建議和教育局的政策，教育局學校大樓裏

的所有人員以及教育局辦公室裏的所有教育局員工和承包商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戴上口罩，只有在

吃喝時或者有出於醫療原因的豁免時除外。提前結束隔離或隔離期的個人必須佩戴尺寸合適的面

部遮蓋物，如 KN95、KF94或布口罩下的外科口罩。如果個人在上學日當中無法佩戴尺寸合適的面

部遮蓋物，則必須繼續隔離整整 10天。 
 

1. 您是否為一位小於幼稚園學生年齡的學生填寫該篩查表格？ 

 是的。我為一位嬰兒、幼兒、3 歲幼兒班或學前班學生填寫該篩查表格。前往「學齡

前及以下」問題。 

 不是。前往「學齡學生、員工和訪客」問題。 
 

「學齡前及以下」問題。 

1. 您的子女是否在最近 10天之内顯示出任何新冠病毒（COVID-19）的症狀（包括華氏 100.0

度或以上的發燒、咳嗽、嗓子痛、失去味覺或嗅覺或者感到呼吸短促）？ 

 否。請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的，自出現症狀以來，他們在醫護人員進行的新冠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陰性結果，其

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過去 24小時內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沒有發燒。他們將佩

戴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的，他們至少年滿兩歲，自出現症狀以來在家裏進行的測試中得到了兩次陰性結

果，且兩次測試至少相隔 24小時，其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過去 24小時內在沒有使

用退燒藥的情況下沒有發燒。他們將佩戴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續到

下個問題。 

 是的，他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最近

出現的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在過去的 24小時内沒有發燒。

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但是他們不屬於上述類別。毋須進一步篩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2. 在過去十天之内，您是否在新冠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  

 否。請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的，他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這位

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的，自從出現症狀以來，已經過去整整 10天了，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

燒藥的情況下已經有 24小時沒有發燒了。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但是他們不屬於上述類別。毋須進一步篩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https://healthscreening.schools.nyc/
https://healthscreening.schools.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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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據您所知，在過去的十天中，您的子女是否與一名感染新冠的人共用教室或有密切接觸？

「密切接觸」是指在 24 小時內曾有至少 15 分鐘與一名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人相距不到

6英尺。 

 否。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的，他們至少年滿兩歲而且已經完成了為期五天的隔離（隔離的第一天是與新冠感

染者最後一次密切接觸的第二天）。他們沒有症狀，在隔離的第五天在醫護人員進行

的診斷測試中得到陰性結果，或者在隔離的第四天和第五天使用家庭測試工具進行的

檢測結果為陰性。他們將佩戴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 天結束。這位人員可以進入

大樓。 

 是的，他們不到兩歲而且已經完成了為期八天的隔離（隔離的第一天是與新冠感染者

最後一次密切接觸的第二天）。他們沒有症狀，在隔離的第五天在醫護人員進行的診

斷測試中得到陰性結果。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的，他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在最

近接觸新冠感染者之後沒有出現新的症狀。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但是他們不屬於上述類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就讀幼稚園或以上年級的學生、員工和訪客 

1. 您是否在過去的五天之内出現任何新冠症狀（包括華氏 100.0度或以上的發燒、咳嗽、嗓

子痛、失去味覺或嗅覺或者感到呼吸短促）？ 

 否。請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而且我在醫護人員進行的新冠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陰性結果。我的症狀已經改善，

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在過去的 24小時内沒有發燒。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

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的，而且自從出現症狀以來，我在家裏進行的測試中得到兩次陰性結果，且兩次測

試相隔至少 24小時。我的症狀已經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在過去的

24小時内沒有發燒。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續到下個問

題。 

 是，而且我將在隔離五天之後返校。我的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

況下在過去的 24小時内沒有發燒。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

續到下個問題。 

 是的，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我的症

狀正在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在過去的 24小時内沒有發燒。繼續到下

個問題。 

 是，但是我不屬於上述類別。毋須進一步篩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2. 在過去五天之内，您是否在新冠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 

 否。請繼續到下個問題。 

 是，而且我將在從我出現症狀起或從我在無症狀情況下得到檢測起隔離五天之後返

校。我沒有症狀或我的症狀正在改善，而且在沒有使用退燒藥的情況下在過去的 24小

時内沒有發燒。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繼續到下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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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這位人

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但是我不屬於上述類別。毋須進一步篩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3. 據您所知，在過去的五天中，你是否與一名感染新冠的人共用教室或有密切接觸？「密切

接觸」是指在24小時內曾有至少15分鐘與一名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的人相距不到6英尺。 

 否。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而且我已完全接種新冠疫苗。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我在學校接觸過，並用教育局提供的帶回家的工具進行了新冠測試，在這些測試

中均未出現陽性結果。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而且如果我的測

試結果呈陽性，我將開始隔離。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我在學校接觸過，但我沒有收到家庭測試盒。請聯絡你的學校，以確保你今天就

收到家庭測試盒。我將戴上尺寸合適的口罩一直到第 10天結束，而且如果我的測試結

果呈陽性，我將開始隔離。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的，而且我在過去 90天內在新冠的診斷測試中得到了陽性結果，而且已經痊癒，在

最近接觸新冠感染者之後沒有出現新的症狀。這位人員可以進入大樓。 

 是，但是我不屬於上述類別。這位人員不得進入大樓。 

 

這項健康篩查並不是想取代專業醫療建議、診斷或治療。如有任何醫療疾病方面的疑問，請向合
格的健康提供者諮詢意見。審閱健康篩查結果的唯一目的只是用作獲准進入場地設施的用途，健
康篩查結果仍維持予以保密。 

  

紐約市教育局會根據有關情況進展而更改建議。2022 年 1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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