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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共同责任协定》的整合 

 

Armandino Memme 博士，米兰 “NARCISI” 综合学校的校长，和先生/女士：  

姓 名  

   父母亲     

 监护人 

 

学生: 

姓 名 班级 学校 

    Narcisi      

 Anemoni 

primaria      

 Pisa      

 Anemoni 

secondaria      

 
前言 
 

因为意识到在学校里恢复互动活动，即使得到控制，也不避免传染的风险，

所以SARS-CoV-2病毒感染的情况需要特别注意保护整个学校社区的健康。 

 

为了尽量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必须观察预防和安全措施。学校和父母亲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NARCISI” 综合学校 

Narcisi 大街 2 号 – 20147 米兰 

电话 0288445739  -  财务代码 80124750151 

邮件地址: miic8cz00e@istruzione.it     

Pec 邮件地址: miic8cz00e@pec.istruzione.it 

网站: https://www.istitutonarcisi.edu.it  

 

 

Pagina 2 di 7 

之间的合作是传染病遏制策略的关键要素。 

 

在对话和分享健康保护目标和保证为学校生活的所有主角提供培训的基础

上，在自觉平静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正确的预防行为将更加有效。正确

的预防行为越是被每个人严格地采用，就会越有效。 

 

因此，学校认为延长《教育共同责任协定》，特别是针对病紧急状态的持

续性：目的是逐步使孩子了解这件严重的情况、采取负责的行为，以减少

风险。并且，学校觉得这些行为会是公民教育一种具体的教学方式。 

 

在这件情况下， 

 

学校管部门承诺： 

 

1) 执行CTS（技术科学委员会）、意大利政府、跟OO.SS.签署协议 (2020

年8月6日) 以及《学校和教育机构SARS-CoV-2病例和暴发管理操作指南

》的所有指示； 

2) 鼓励教职工自愿接受血清学分析筛查，寻找抗SARS-CoV-2病毒的特异

性抗体； 

3) 根据《教育部公约》和全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指示，学校提供各种形式的

心理和教学支持。在任何情况下，临床干预都不会进行； 

4) 通知学校社区，CTS在2020年7月2日第92次会议中强烈建议“所有14岁

以上的学生、所有学校的员工和教师以及所有学生的家长采用IMMUNI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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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 

5) 鼓励创造分享公共卫生目标的机会，以支持学校工作人员、教师、学生

和家庭之间的共同责任； 

6) 根据教育部、CTS（技术科学委员会）、卫生部、跟OO.SS.签署协议 

(2020年8月6日) 以及《学校和教育机构SARS-CoV-2病例和暴发管理操

作指南》，实施组织干预措施减少传播SARS-CoV-2病毒的风险； 

7) 根据流行病学情况和监管框架的演变，不断更新所采取的行动； 

8) 向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和学生家庭发出具体通告，告知学校必须采用的

基本卫生和预防规则； 

9) 给学校社区和员工组织和实施预防SARS-CoV-2病毒感染并发展综合数

字化教学的行动，使他们随时收到消息；适应措施，比如说工作时间的

灵活性，以根据主管当局的指示确保学生能去学校上课； 

10) 在主管当局决定暂停教学活动的情况下，提供综合数字教学法的使

用； 

11) 在主管当局决定暂停教学活动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和物质上支持（

比如说贷款）进行综合数字教学； 

12) 按照主管当局和学校采取的措施，正确实施行为规则和规章制度； 

13) 在学生或学校员工感染SARS-CoV-2病毒的情况下，严格遵守卫生

部的任何指示； 

14) 在学校入口和最拥挤的地方，提供消毒液； 

15) 与家庭达成一致，找到对证据充分虚弱的学生最有效的方法进行在

家里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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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为了控制疑似病例或证实的病例，采用Covid-19预防方案； 

17) 将学校的内部规定与流行病学紧急状态有关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父母亲/监护人承诺： 

 

1) 密切关注在个人和集体健康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并仔细查看流行病

学紧急状态管理规定，保证其应用； 

2) 遵守主管当局和学校决定的所有行为准则：去学校之前日常量孩子体温

、让孩子遵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用保护装置（如口罩等）、保证个

人卫生、给所有表面消毒、遵守学校时间的任何规定和进入/离开学校的

具体方法； 

3) 遵守CTS的规定（：在无法保持至少一米的人和人之间距离的情况下，

需要为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戴口罩），为学生（6岁以上）配备口罩； 

4) 合作执行学校的指示，为学校所有活动的组织做出贡献； 

5) 遵守禁止聚集的规定，即使在学校外面的地方（例如停车场、院子、校

内和校外的地方）； 

6) 确保使孩子遵守进出学校和课的时间，并便他们在进出学校时也能保持

安全人际距离； 

7) 经常地核实网站、电子登记册、班级日记和学校里布告牌的通知； 

8) 确保学生参与任何数字教育的活动并遵守上网和用计算机技术工具的规

定； 

9) 遵守关于SARS-2病毒感染情况的所有规定，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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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体温超过 37.5°或有其他与 COVID 相关的症状时（如喉咙痛、

咳嗽、鼻塞、结膜炎、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等），学生有义务留在家里

，禁止上学。并且，父母亲要立即通知儿科医生； 

b、 去学校以前，总是量孩子的体温，并为他们提供保护装置（口罩

、消毒液等）。在学校的时候，学生都必须戴口罩； 

c、如果体温超过 37.5°、有其他与 COVID 相关的症状、来自有

CoviD-19 危险的地区或前 14 天接触对病毒有阳性反应的人等，学生

禁止进入或留在学校（即使他们已经进入了）； 

d、根据卫生当局的规定，如果学生出现发烧和/或别的症状，学校工

员对他们进行隔离。学校的通知以后，父母亲承诺立刻去学校，把孩

子带出来； 

e、 在这些情况下，父母亲有责任联系儿科医生。 

10) 按照学校通知的指示，遵守进出学校的时间； 

11) 父母亲承诺，他们随时都可以去学校把孩子带出来/委托人随时都可

以去学校把孩子带出来； 

12) 除非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父母亲/监护人承诺不进入学校。如果有

需要，根据预防病毒感染的规则（就是说口罩的使用），可以进入学校

； 

13) 因为孩子和整个家庭的传染风险，父母亲承若内校外采取最大程度

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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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父母亲/监护人承若给学校交文件报告处于脆弱状态学生的情况。这

些情况将与当地的预防病毒感染部门和儿科医生一起进行评估； 

15) 父母亲/监护人承诺让未成年人了解在学校里应该采取主管当局制定

的行为规则，包括保持人际距离、个人卫生、禁止聚会，保护装置的使

用。 

 

与中学有关的 

 

根据 2007 年 11 月 21 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令第 235 号第 3 条规定，《教育

公约规定》同一学生参与自治学校、学生和家庭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分享。 

 

因此，每一个中学生都承若： 

 

1) 遵守预防SARS-CoV-2病毒感染规定； 

2) 遵守主管当局和学校决定的所有行为准则：去学校之前日常量体温、遵

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用保护装置（如口罩等）、保证个人卫生、给

所有表面消毒、遵守学校时间的任何规定和进入/离开学校的具体方法

； 

3) 确保参与任何数字教育的活动并遵守上网和用计算机技术工具的规定 

4) 跟父母亲/监护人分享每一个学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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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 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本《教育共同责任协定》的整合是由校长准备的，在2020年10月9日的教师会议上分

享、讨论的，并于2020年10月14日由学校实施了。 

 

签名于这本《教育共同责任协定》的整合的目的是减少病毒传染的风险、保护大家（学生、

家人、教师、学校工员和所有别的人）的身体健康、使孩子了解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学校和

家庭之间的合作是这本整合的重要方面。 

 

 米兰， ____/____/________ 

 

父母亲/监护人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rmandino Memme 校长 

根据数字政务管理法规进行数字签名的文件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