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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7 日 

 

各位家長： 

  

您好！我希望您和子女都安好，並在暑假得以休息一下。九月份轉眼就快到了，這封信是要告訴您

2020-21 學年的最新消息，並確保您知道如何參與有關新學年的討論。在整個暑假，我們一直努力向

各位清楚説明這個秋天我們將採用的運作方法，我保證保持透明度，告訴各位我們知道的，以及我

們尚未知道的事情。  

 

您可選擇的上學方式 
  

首先要説明的是：紐約市學生每星期上學五天，無論是學生來學校面對面上學，還是留在家中上學。

正如之前宣佈一樣，學校正在準備混合式的上學方式，意思是，在一個星期裏，學生在其中幾天會

到學校教學樓上學，在其他幾天會繼續在家裏遠程上學。任何學生家庭都可因任何理由選擇全部遠

程學習。我們知道，大多數家庭希望在儘可能安全的情況下獲得儘可能多的面對面教學，而我們將

盡力在遵循健康和安全要求之下，在每一個時間儘最大程度實現這一期望。不過，如果您想為子女

選擇完全遠程學習，但還沒有通知我們，請在 8月 7日之前告訴我們，以便學校做出相應的安排。您

可以在這裏填寫一份網上的表格：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或者撥打 311。 

  

爲了幫助您在瞭解更全面的資訊之後做出選擇，我們在這封信的最後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比較，讓您

瞭解每種上學模式的情況。選擇完全遠程教學的家庭，在整個學年的每個季度開始的時候，可以選

擇換到混合式的上學模式，這將從 11 月份開始。 

  

無論您是在學校面對面的學習還是遠程學習，您和子女仍然是註冊入讀了該校，並且是學校社區的

成員。您子女的日程表和學習體驗都將完全由您的學校負責管理。絕大部分參加完全遠程學習的學

生將由他們學校的老師教導。因應不同的學校，雖然也可能有不多的例外情況，但是，在學年開始

之前，您的子女在收到學校的完整日程表時，學校應該會給學生安排任教的老師。 

  

我們在完善計劃的同時，我們必須要保持靈活性。我們會根據公共衛生情況的發展而做出相應的調

整。  

  

如何了解更多  
  

每個星期，我們將在這個網址張貼與學校運作相關的資訊：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請把

這個頁面加入您的書籤，並經常查看。您在這個頁面可以查看到與體育課、藝術課等相關的資訊。

http://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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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與老師、校長和學校教職員共同協作，進行任務艱巨的新學年規劃時，請各位保持耐心和靈

活性。 

  

在我們繼續規劃時，您的聲音和反饋對我們至關重要。我們製造了很多機會，讓您和教育局討論新

學年的事宜，希望您能夠參與這些討論。在 7 月 16 日，我們舉辦了第一次全市資訊會，從全市各個

家庭聽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議。請參加下面其中一場資訊會，時間是：7 月 28 日（星期二）；8 月 12

日（星期三）；8 月 27 日（星期四）。您可以造訪以下網址報名並提交您要問的問題：

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   

  

此外，每所學校會舉辦家長會議，討論提議的學校日程表，以及再探討新學年的規劃，我們將舉行

社區會議和倡導者圓桌會議、與社區教育理事會領導者和當選官員進行簡報會議等等。  

  

雖然我們周圍的世界繼續在改變，但是，我們將堅定地致力於保障學生、教師、教職員和家庭的健

康和安全，以及專注於平等和卓越。我們將爲您提供您的子女學業成功所需的一切。我們瞭解本次

危機對紐約市男女老幼所造成的創傷影響。無論如何，我們將確保您的子女在學校社區感到溫暖並

獲得支援。    

  

感謝您繼續告知我們您的反饋和疑問。我以前曾說過下面的話，但現在依然如此：你們是我們最重

要的合作夥伴，我在今天以及每一天因你們而心存感激。請大家注意安全、保持健康。   

  

誠致敬意！ 

 

卡蘭扎（Richard A. Carranza） 

紐約市教育局 

教育總監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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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遠程學習和混合學習體驗：2020-21 學年  

完全遠程學習體驗  

在家裏的完全遠程教學  

混合學習體驗   

結合了在學校教學樓面對面的學習 

和在家裏的遠程教學  

學生每天在家裏按照常規日程表，參加適合其年
齡、基於標準的遠程學習。  

  

 學生每天都會實時和老師們進行互動。  

 

 每個班級都包括實時教學。具體多少會按照

年級有所不同，要視適合學生發展情況而

定。 

 

 學生將使用教育局批准的網上平台（例如

iLearnNYC 或 Google Classroom），這個平台

可以使用多種語言，通過這個平台上課和提

交功課。  

 

 學生將在網上的環境裏體驗全班、小組學習

和/或個人化教學，並與同學和老師進行協

作。  

 

 我們將儘可能確保學生在整個學年一直由相

同的教師教授。  

 

 各學校社區將强調社交和情緒方面的學習，

確保學生和教職員保持身心健康。   

 

 學生將可以觀看錄像教學、拿到作業和學習

任務。  

 

 老師會定期通過遠程學習平台、打電話、寫

電郵、視頻聊天等，讓學生和家長檢查學生

的功課、提供及時的反饋，並在必要時調整

教學。 

 

 學生和家庭可以獲得一對一的支援，幫助完

成教學活動。   

在一個星期裏，學生在部分日子到學校教學樓，獲
得適合年齡、基於標準的面對面教學；在剩餘的日
子裏，學生繼續在家裏遠程學習。  

  

 在面對面學習的日子，學生將在他們的教學

樓裏上課。   

 

 在面對面學習的日子，學生將有機會參加全

班、小組學習、個人化的課業，並且與同學

和老師們協作。  

 

 學生將使用教育局批准的網上平台（例如

iLearnNYC 或 Google Classroom），這個平台

可以使用多種語言，通過這個平台上課和提

交功課。  

 

 我們將儘可能確保無論是面對面還是遠程學

習，學生將一直由相同的一組老師教授，這

些老師在整個學年將合作，保持教學的一

致，並提高學生的學習。  

 

 各學校社區將强調社交和情緒方面的學習，

確保學生和教職員保持身心健康。  

 

 學生將可以觀看錄像教學、拿到作業和學習

任務。    

 

 老師會定期通過面對面學習、遠程學習平

台、打電話、寫電郵、視頻聊天等，讓學生

和家長檢查學生的功課、提供及時的反饋，

並在必要時調整教學。   

 

 學生和家庭可以獲得一對一的支援，幫助完

成教學活動。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31623-update-for-families-on-school-reopening_july-27-2020_chinese.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0

		Passed manually: 2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0

		Passed: 30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Passed manually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Passed manually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Pass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