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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6 日 
 
各位家長：  
   
您子女學校的教職員工以及我們教育局的所有人員，在繼續夜以繼日地工作，為在 9 月份安全健康地返

回學校做準備。我們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取決於您！今天，在我們即將進入 9 月份之際，謹在此通告給

您更多資訊和一個重要的提醒。   
   
所有學校目前都在為混合學習模式做準備。混合學習意味著學生在學校教學樓內以面對面的方式學習一

部分時間，並在其他教學日在家繼續遠程學習。任何學生家庭都可因任何理由在今年秋季選擇完全遠程

學習。如果您喜歡完全遠程學習，我們要求您在 8 月 7 日（星期五）之前到網站

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 上填寫一份簡短的網絡表格，或撥打 311。  如果您開始混合學習，

您可以稍後決定過渡到完全遠程學習，但是為了最好地支持學校重新開放的計劃，我們要求那些想

100%遠程學習的人士在 8 月 7 日（星期五）之前通知我們。    
 

 
   

   
當您考慮哪種學習模式最適合您的子女時，我想重申我們適用於每個學生教育的指導原則：所有學生將

每周學習五天，教師將繼續提供高質量的教學，這種教學是文化回應的、嚴格的，並且適合所有學生在

所有學習環境中的發展。    
   
我們將在下面分享更多關於混合式和完全遠程教學的資訊，以幫助您做出選擇。這是建立在 7 月下旬給

家庭的信中所包含資訊的基礎之上的，信中對遠程學習和混合學習做了比較，您可以到

schools.nyc.gov/messagesforfamilies 查看。   
   
教學類型   
無論您的子女是參加混合學習還是 100%遠程學習，他們都將通過：1) 與老師實時互動，2) 在整個教學

日和教學周獨立完成作業和課題，來接受教學指導。    
   

老師   
參加遠程學習的學生大部分將由他們學校社區的教師授課。雖然個別學校可能有些有限的例外情況，但

是在學年開始之前，您子女在收到學校社區的完整日程表時，家長應預期學校會給學生安排好任教的老

師。   
   

實時互動  
老師將為我們的完全遠程學生以及那些參加混合學習模式的學生提供每日的實時教學。   老師將在整個

教學日內為我們年幼的學生提供簡短時間段(連續 15-20 分鐘)的實時教學，並且可以根據學生的發展階

段和年級水平增加教學長度。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我們將分享更多關於實時教學的資訊。  

如果您願意在秋季繼續完全遠程學習，請您

現在填寫一份簡短的表格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health-and-safety
https://www.schools.nyc.gov/about-us/news/chancellor-s-message-for-families
https://www.nycenet.edu/surveys/learningpreference
https://www.nycenet.edu/surveys/learning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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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時間表   
學校將在網上公佈 所有學生（包括完全遠程的學生和參加混合學習的學生）的課堂時間表和實時教學

日程表。  您可以提前獲得這些時間表，由此您就可以規劃您的工作和家庭任務。學校還將確保學生有

足夠的時間與老師和同學進行高質量的互動。      
   

直接支援   
老師們在每個教學日都將有專門的時間通過視頻會議或電話與學生和家庭交流。我們鼓勵您利用這段時

間獲得有關您子女進步和學習的指導及最新情況。    
   

「在教室吃午餐」：   
在大多數情況下，參加面對面教學學生的午餐將在教學時間，以我們的「在教室吃早餐」計劃方式進行。

例如：在小學的午餐時間，學生們將參加生動有趣、引人入勝和豐富多彩的學習活動，如互動閱讀、社

交情感學習和音樂課題。在初中和高中的午餐時間，學生們將參與一個特定的科目學習。在此期間，學

校將維持所有的關於面對面學習和食用食物和飲料的健康及安全的指導方針。   
   

社區建設   
所有的學生都有建立社區、以每一天為中心並為成功做好準備的日常規程。這將為所有學生提供社區和

關係建設的經驗，是典型學校社區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這可能包括每天早上的例會，老師讓學生參

與與社交情緒健康和社區建設相關的活動，或者每天的結束活動，老師總結當天的學習，讓學生為第二

天做好準備。隨著開學第一天的臨近，學校和老師將會分享更多的資訊。  
  

社交情感支援   
我們知道，當前的疫情對您和您的子女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學生與他們的老師、同學和學校社區隔離開

來。為此，我們將為教師、學校工作人員和學生留出時間，讓他們重新適應在校生活並適應各種改變。

此外，我們 將在整天時間內盡最大可能將社交情感活動和創傷認識的護理融入到學習科目之中。 我們

還將在整個學年優先考慮心理健康支援。   
   

評分   
無論他們是參加完全遠程學習還是混合學習，所有學生都必須滿足相同的學業要求。監督您子女課堂功

課的老師負責設計或選擇評估來衡量學生的進步。這些可能包括學習項目、網上平臺內外進行的考試、

作品集以及其他衡量學生掌握程度的標準。   
   
毫無疑問，自 3 月份以來，我們都學到了很多：既有關於病毒的，也有關於我們在這個空前時期繼續學

習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麽不管您選擇什麽樣的學習模式，我們只將致力於為您的子女提供最嚴格、最令

人專注的學習體驗。您的需求以及您的子女和為他們服務的教學員工的需求，仍然是我們返校計劃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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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未來的幾天和幾個星期內發佈更多資訊。一如既往，我們鼓勵您查看

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 ，來了解下一年將會發生什麽的最新資訊。     
  
感謝您成爲教育局大家庭的一員。  
  
 
誠致敬意！ 

  
卡蘭扎（Richard A. Carranza）  
教育總監  
紐約市教育局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health-an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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