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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特区政府 

MURIEL BOWSER 市长 

 

哥伦比亚特区 

学校健康服务计划 

常见问题解答  

家长 

 

什么是学校健康服务计划 (SHSP)？ 哥伦比亚特区卫

生部 (DC Health) 通过 SHSP 为公立学校和哥伦比亚

特区的一些公立特许学校提供经批准的健康套餐 

(health suite)。此计划包括初级保健服务、护理协调

和质量改进。它旨在使哥伦比亚特区的学生达到其最

佳健康状况，以使其能够在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学习。

儿童学校服务 (CSS) 是哥伦比亚特区卫生部的受助机

构，提供护理和专职医疗人员，负责 SHSP 的日常运作。 

 

Health Suite 提供哪些服务？ 

Health Suite 工作人员评估生病和受伤的学生，并为转

介到 Health Suite 的学生提供急症护理服务。对于有

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学生，Health Suite 工作人员提供

学生的医师指定的需要在上学期间提供的额外服务。

这可能包括药物施用、给予治疗、慢性健康状况监测、

护理协调、制定个人健康计划 (IHP)，以及参加为学

生提供个人教育计划的跨专业学校团队。 

 

我子女学校的 Health Suite 人员配备情况？此计划的

目标是为拥有哥伦比亚特区卫生部批准的 Health 

Suite 的学校提供每周 40 小时的人员配备。其中由一

名护士在一周内各天提供服务，或者由一名专职保健

专业人员每周提供 1-2 天服务。每所学校的 Health 

Suite 构成根据其学生健康需求状况而定。 

 

我子女所在学校 Health Suite 人员的工作时间？ 

Health Suite 的工作时间为每天上午 8:00 至下午 4:30。

（请注意：Health Suite 的工作人员在午后有午餐休

息。） 关于您孩子所在学校 Health Suite 人员工作时

间的确切信息，请咨询校长。 

 

Health Suite 工作人员不在现场时该怎么办？学校工

作人员有能力解决学校大楼中发生的紧急医疗问题。

学校工作人员接受过基本急救培训，能够在需要时提

供紧急医疗服务。Health Suite 的工作人员和学校工作

人员每天进行沟通和协同工作，以确保满足学生在上

学期间的健康需求。学校已指定工作人员完成药物施

用 (AOM) 培训，允许他们在上学期间对学生施用药

物。 

 

Health Suite 人员是否可以担任我孩子的初级医疗服

务提供者？ 您孩子所在学校的 Health Suite 人员不

能替代其初级医疗服务提供者。Health Suite 人员可

以提供关于您的孩子在何处取得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的

信息。 

 

SHSP 是否会将我的孩子转介到医疗服务提供者？ 

Health Suite 人员可以转介学生到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咨

询或就医，或获取医疗专业人士提供的初级护理。常

见转介包括听力检查随访、视力检查随访、学校健康

表格不完整或过期、免疫接种缺失或过期，以及转介

到学校的保健中心。他们还可以提供关于如何为您的

孩子找到初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如果您的孩子

没有指定的初级医疗服务提供者。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是否必须取得入学所需的健康服

务？ Health Suite 人员会全面审查您孩子的学校健康

文件和记录。如果您的孩子必须进行年度儿童健康检

查、年度牙科检查或缺少所需的免疫接种，Health 

Suite 人员会提醒家长和监护人。 

 

Health Suite 是否提供咨询等行为健康服务？ Health 

Suite 不向学生提供直接的行为健康服务。但是，哥伦

比亚特区行为健康部 (DBH) 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公立和

公立特许学校运营一项在学校开展的计划。关于该计

划以及您孩子所在学校是否实施该计划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其网站： 

https://dbh.dc.qov/service/school-behavioral-health-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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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致电 1-888-793-4357 联系 24/7 帮助热线，

获取关于行为健康服务的信息。 

 

Health Suite 人员是否会陪同我的孩子参加郊游？ 为

了确保学生们在上学期间的健康和安全，Health Suite

人员必须留在学校大楼内。因此，Health Suite 人员不

会陪同学生参加郊游。但是，受过施用药物培训的学

校工作人员会参加郊游和其他校外活动。如需更多信

息，请参阅您孩子所在学校的郊游政策。 

 

联系我孩子所在学校的 Health Suite 人员的最佳方式？ 

联系您孩子所在学校的总务处，以获取学校 Health 

Suite 的联系信息。Health Suite 人员是否可以给我的

孩子进行免疫接种？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从

儿童的初级保健提供者或学校的保健中心取得免疫接

种。 

 

Health Suite 人员是否可以给我的孩子进行免疫接种？ 

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从儿童的初级保健提供

者或学校的保健中心取得免疫接种。 

 

我可以在哪里为孩子取得免疫接种？免疫接种可以由

学校的保健中心提供（如果您孩子的学校有保健中

心），或者由您孩子的初级保健提供者提供。如果您

没有健康保险，或者您的保险不承保免疫接种，或者

您由 Medicaid 承保，这些提供者提供免费免疫接种： 
https://dchealth.dc.gov/service/medicare-uninsured-underinsured-vaccine-providers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需要个人健康计划 (IHP)？ 对于

需要持续医疗管理的学生，IHP 是这些学生所需的一项

书面护理计划。如果您孩子的健康状况需要定期介入

治疗，例如施用药物或血糖监测，您的孩子则需要 IHP。

家长应咨询孩子的初级保健医生，以确定孩子在上学

期间的健康需求，并与学校护士协同制定 IHP。制定

IHP 是一个协作过程，包括学校护士、家长/监护人、

您孩子的初级保健提供者和学校工作人员。如需更多

信息，请访问： 
https://dchealth.dc.gov/service/children-and-vouth-special-health-care-needs  

或联系您孩子的学校。 

 

SHSP 和学校保健中心 (SBHC) 有什么区别？ 学校保

健中心提供综合的初级护理，包括口腔和行为健康服

务，并且可担任学生的初级保健提供者。哥伦比亚特

区卫生部设立的学校保健中心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公立

学校 (DCPS) 运营的选定学校内。SHSP 为所有哥伦比

亚特区公立学校和一些公立特许学校提供护理和专职

医疗服务，但这些服务并不能替代初级保健提供者的

服务。 

 

我的孩子是否可以在学校保健中心 (SBHC) 接受医疗

护理？ 在设有 SBHC 的学校入学的学生可以获得护理。

家长必须让学生加入 SBHC 才能获得 SBHC 服务。在未

设有 SBHC 的学校入学的学生不能在此类设施获得护理。

关于 SBHC 以及如何获取 SBHC 登记表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 
https://dchealth.dc.gov/service/school-based-health-centers  

 

我多久需要为子女提交一次通用健康证书 (UHC)？UHC

必须由您子女的医师或执业护士每年填写。该证书必

须在上学第一天之前提交给学校的注册处。UHC 必须在

您提交给学校的过去 365 天内填写。在 365 天后，该

表格会被视为过期，提供者必须为您子女填写一份新

的 UHC。 

 

我多久需要提交一次口腔健康评估 (OHA)？ 上文提

到的关于提交 UHC 的要求也适用于 OHA。 

 

我可以从哪里获取所需的学校健康表格？ 

包括 UHC 和 OHA 在内的学校健康表格可以从以下网址

获取：https://dchealth.dc.gov/node/113622  

 

若有关于 SHSP 的疑问，我可以联系谁？您可以发送

电子邮件至 shs.program@dc.gov 联系哥伦比亚卫生

部。 

 

我如何提交关于 SHSP 的反馈意见？ 家长和监护人可

以通过在以下网址填写网上家长反馈调查提供关于

SHSP 的反馈意见： 

https://www.survevmonkev.com/r/SHSPParent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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