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
南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内容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是準確的。造訪 schools.nyc.gov/familyguide，瞭解最新的資訊。

1

目錄

目錄
目錄 ............................................................................................................... 2
導言 ............................................................................................................... 3
在家裏學習 ...................................................................................................... 5
我的子女如何在家中學習？ ........................................................................................................................................ 5
誰將教我的子女？ ......................................................................................................................................................... 6
參與混合模式學習的學生............................................................................................................................................. 6
完全遠程學習的學生 ..................................................................................................................................................... 6

給子女提供支援.............................................................................................. 12
爲您子女提供的社交和情感學習支援 ..................................................................................................................... 12
對多種語言學習者的支援.......................................................................................................................................... 13
為有個別教育計劃（IEP）的學生提供的支援 ....................................................................................................... 15
在家裏支援您子女的教育.......................................................................................................................................... 15

在學校可以採納的小建議 ................................................................................. 18
每天對學生進行健康篩查.......................................................................................................................................... 18
健康與安全................................................................................................................................................................... 19
提供給混合式學習和遠程學習的學生的餐飲 ........................................................................................................ 20

與您子女的學校社區保持聯繫 ........................................................................... 23
與學校和學區層級的團隊保持聯繫 ......................................................................................................................... 23

使用在線學校帳戶以及獲得使用電子設備的幫助 .................................................. 32
聯絡訊息 ....................................................................................................... 34
為家長和學生提供的紐約市教育局的聯絡訊息 .................................................................................................... 34
教育局重要部門的聯絡方式 ..................................................................................................................................... 36
第一副學監辦公室（OFDC）領導人員聯絡方式名單 ......................................................................................... 38

附錄 ............................................................................................................. 41
為家長提供的專門術語詞彙表 ................................................................................................................................. 41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内容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是準確的。造訪 schools.nyc.gov/familyguide，瞭解最新的資訊。

2

導言

導言
隨著我們國家艱難應對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所造成的複雜局面之際，紐約市公立學校排除
萬難，致力於提供以您的子女的健康、安全及情緒健康為第一優先要務的教育。這套教育創建了
針對混合式與完全遠程學習模式的新的優異標準。這套教育讓您的子女在今天、明天、明年及一
生都茁壯成長。
本指南將提供一些資訊，讓您瞭解本學年的教學和學習將以什麽面貌呈現。您會在指南中讀到，
我們學校是如何以普遍的期望標準來每天幫助每一名學生，無論學生參與完全遠程學習還是混合
模式的學習（一星期有幾天在學校大樓上課，餘下幾天是遠程學習）。
本指南提供的資訊包括：




在家學習會是什麽樣的情景：


與老師進行實時的互動和上課；



學生需要獨立完成的作業；

由哪些人教您的子女（包括混合式學習環境和完全遠程的學習
環境）；



爲您子女提供的社交和情感方面的學習支援；



多種語言學習者（MLL）支援；



為有個別教育計劃（IEP）的學生提供的支援；



如何瞭解關於您所在學校社區中被確診患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例
的情況；以及更多資訊。

如果您對於本指南的資訊有任何問題，我們建議您查看我們的「返
回學校」網頁：schools.nyc.gov/returntoschool2020。關於您具體學校的
具體問題，請聯絡您的校長。您可以在您學校的正式教育局網頁找

到校長的聯絡方式，請使用我們正式的 Find a School（查找學校）
工具，即 schoolsearch.schools.nyc，找到您學校的網頁。關於更多資
訊，請打電話給 311 熱缐，或者是打電話給 718-93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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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
學習

在家裏學習

在家裏學習



社交情緒健康活動，促進學生心理健康，
例如分享小組或正念方式的練習；以及



反饋討論，讓學生及其家庭有機會與老師
討論他們的功課和學業表現。

這裏説明新學年開始時，您可預計每天會有
多少實時教學：


3 歲幼兒班和學前班課程的學生：多至
30 分鐘

我的子女如何在家中學習？
本市所有學生，無論一星期有幾天還是每一
個上學日都在家以遠程形式學習，他們都將
接受兩種不同形式的遠程教學：與老師實時



幼稚園至 2 年級的學生：65 至 95 分鐘



3 年級至 5 年級的學生：90 至 110 分鐘



6 年級至 8 年級初中生：80 至 100 分鐘



9 年級至 12 年級高中生：100 至 120 分
鐘

互動 （有時稱為「同步教學」）和獨立學習
（也稱為「非同步教學」），後者包括作業、

所有年級專門用作實時教學的時間，將隨着

大型習作或預錄的視像教學。以下是對這些

學年的進行而逐月增加，讓學生和老師慢慢

形式的説明：

過渡適應。我們將公佈安排好的上課時間，

實時互動的意思是：您的子女將以視頻/電話

讓學生和教職員可以做好互動的準備。

會議或其他互動媒介模式與老師進行實時互

獨立學習：您的子女將自行完成老師佈置的

動。在上這些課的時候，老師可能與整個班

作業、大型習作和學習材料。這可能包括：

級、小組和/或學生個人進行互動。實時互動
的課程可以在諸如 Google Meet、Microsoft



事先錄製的視頻課程或報告；

Teams、Zoom 及其他由教育局批准的數字平



以之前的課程為基礎的活動、習作或任

台上進行。
在實時互動課程開展的各種活動的例子包
括：


上課；



老師辦公室值班時間（Office Hours）

務；


與同學合作完成的大型習作和作業；以及



參加網上的班級討論板、對話、反饋、或
老師用電郵傳遞的指導。

（家庭可以實時與老師聯絡獲得教學活動
幫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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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學習
作。在混合模式學習的遠程學習部分，您子

誰將教我的子女？
您的子女將由高品質的教育工作者來主導其

女會和與其一起親自到學校上學的同一組學
生一起上課。

教育，無論您的子女在哪裏學習。各所學校

混合式學習的學生開始上課的日期會分批錯

的教學可能看起來會略有不同，反映該學校

開。意思是：只有一部分學生將在 2020 年 9

社區的特別需要，但是，您可以預計一般會

月 21 日開始面對面的在校學習。每個星期，

是這樣的：

會有更多的學生陸續開始面對面在校學習。

參與混合模式學習的學生

請直接聯絡您的學校，瞭解更多您學校關於
分批開始上學的日程安排的資訊。

混合模式學習是指不同學習方式的混合，即
一星期有幾天在學校場地接受面對面教學以
及餘下幾天在家接受遠程教學。您子女的現

完全遠程學習的學生

場教學的老師和遠程學習的老師可能不是同

我們將讓參與完全遠程學習的學生盡可能多

一個人，他們會以兩人配對或團隊方式緊密

地由自己學校的老師任教。在特定的日子，

合作，創建有意義的、有關聯的學習經歷。

老師將與同一組的學生定期「會面」。

例如，學生可能在面對面教學時開始一個大
型習作，然後在遠程學習時繼續完成這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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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學習
完全遠程學習的學生「一日生活活動」樣本
隨著家長讓學生為即將到來的學年做好準備，瞭解上學日的情形對於規劃和支援子女是很重要
的。雖然每所學校的日程安排會不同，因爲課程安排會需要符合學校社區的需要，但是以下是每
個年級會開展的活動的樣本。這將讓您有所瞭解在即將到來的學年，您子女的「一日生活」會是什
麽樣的。不過您的學校會告訴您您的子女的具體日程表。
3 歲幼兒班和學前班
活動

學習類型

每星期頻率

晨間聚會

同步

每天早晨

遊戲時間

非同步

每天多次

休息和午餐

非同步

每天

講故事時間

同步或非同步

每天

同步或非同步

整個星期輪流

同步或非同步

每天

音樂、美術、體育或其他特殊
科目
上學日結束時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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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學習
幼稚園至 2 年級學生
每日活動

學習類型

每星期頻率

早晨聚會/社交情感學習

同步

每天

閲讀--發音和解碼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大部分是同步，有一些非同步

每天

的加强

閲讀--理解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非同步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星期三到四次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星期三到四次

支援）
寫作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
的支援）
教學午餐
數學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社會知識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科學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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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學習
3 年級至 5 年級
每日活動

學習類型

每星期頻率

早晨聚會/社交情感學習

同步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星期每天

非同步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星期三到四次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星期三到四次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整個星期輪流

結束時的固定程序

同步

每天

教師辦公室值班時間

同步

每天

閲讀/寫作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
的支援）
教學午餐
數學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社會知識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科學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音樂、美術、體育及其他特殊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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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裏學習
6 年級至 8 年級
每日活動

學習類型

每星期頻率

顧問/集合教室/社交情感學習

同步

早晨聚會/社交情感學習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整個星期輪流

同步

教師辦公室值班時間

每日活動

學習類型

每星期頻率

顧問/集合教室/社交情感學習

同步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每天

同步和非同步的組合

整個星期輪流

同步

教師辦公室值班時間

英語、數學、科學和社會知識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音樂、美術、體育及其他特殊
科目
教師辦公室值班時間

9 年級至 12 年級

安排好的各科目教學

（大組或小組教學；個人化的
支援）
音樂、美術、體育及其他特殊
科目
教師辦公室值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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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女
提供支援

給子女提供支援

給子女提供支援
爲您子女提供的社交和情感學習支援

「學校之橋」計劃為已經建立的行動計劃提供
輔助，這些計劃今年將繼續開展，旨在建立

當學生感覺到與他們的老師和同學有聯繫的

學生的自我意識、自我管理能力、社交意

時候，會更容易學到東西、感到安全、並從

識、人際交往能力，並使其能夠負責任地作

打擊中恢復過來。為學生提供社交和情感支
援不僅有助於他們在學習上的進步，而且能
讓他們為在人生中取得成功做好準備。即使
是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我們許多學生也身
處於壓力大的情況之中，其中部分學生也經
歷過創痛。例如：像是貧困、無家可歸、或
是被遣返的恐懼，如果學生沒有足夠的資源

決定。關於這個行動計劃的更多資訊，請

造訪我們的「堅韌的孩子、安全的學校」
頁面，網址是：
schools.nyc.gov/bridgetoschool。
了解情緒

和支持，他們就會從中感到創痛。然而學校

年幼兒童開始學習了解自己的情緒。通過練

有能力而且能夠持續為學生提供很多這方面

習和成人的幫助，兒童可以開始給自己的感

的幫助，讓他們學習如何管理自身的壓力，

受歸類，並找到表達這些感受的適當方式。

從自己的痛苦和焦慮中找到慰藉。

關於幫助您的子女學習如何表達情緒的資

今年，我們學校會通過强調社區感和堅韌來
支援我們學生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需要。建
立堅實的社區感代表以持續的方式與學生和
家庭保持聯繫，使他們加深對學校同齡人及

訊，請查看：「Why is it Important fo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Feelings?（爲什麽讓
兒童了解感受很重要？）」

(infohub.nyced.org/docs/default-

其他人的同情感。對堅韌的强調包括共享應

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socialemotional-learning-infographic-handout-

對技巧，旨在幫助學生應對壓力並且從失望

english.pdf)。

中重新振作起來。
自 2020 年 3 月本市所有學校教學樓因新冠疫

成人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幫助子女理解情緒：


為孩子的各種感受命名，以此來幫助他們

情而關閉之後，我們在社交和情緒方面支援

開始理解諸如快樂、悲傷、沮喪和害怕之

學生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我們稱作「學校之

類的感受詞（例如：「你看起來很興奮！

橋」（Bridge to School）的計劃。該計劃將在

我想知道你為什麼興奮。」）。

2020-21 學年開學後的頭幾個星期得到實施，



教他們如何表達感受。可以考慮說：「看

旨在為所有學校提供社交情感領域的學習課

起來你真的很生氣。當你感到生氣時，你

程與活動，幫助學生培養應對能力、面對傷

可以推一下牆壁」或「你看起來很難過。

痛並重新找到方向，參與到每日學習中。

當你感到難過時，你可以要求別人抱抱你
或去拿喜歡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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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女提供支援

對多種語言學習者的支援

2019-2020 學年的語言熟練水平來向大多數多
種語言學習者/英語學習者提供教學。如果

多種語言學習者和英語學習生（MLL/ELL）指
的是家庭語言不是英語並且在學習英語時需
要額外支援的那些學生。在混合式和完全的
遠程學習模式中，學生在所有的學科會繼續
獲得以其家庭語言提供的支援。這些學生，
包括近期終止接受英語學習生服務的學生，
將繼續獲得相應認證的老師所提供的語言學
習教學。

您對於子女的課程或服務有問題或疑慮，

就讀於雙語教育課程的學生（過渡性雙語教
育或雙向式雙語）將繼續獲得以兩種語言提
供的教學。這些支援包括：

的部分活動的例子，以及列出了家庭可以採

請通過這個網址與子女的學校取得聯繫：
schoolsearch.schools.nyc。
所有的多種語言學習者，無論是在教室還是
在家裏學習，都會參加文化回應活動。這些
活動將培養他們的語言發展以及對於課堂所
學内容的理解。下列表格列舉了學生會參加
用的各種練習和活動，以便在家裏鞏固學生
所學内容。



英語為新語言（ENL）教學；



家庭語言（或第二語言）；以及

所有的多種語言學習者，無論是在教室還是



雙語學科教學。

在家裏學習，都會參加文化回應活動。這些
活動將培養他們的語言發展以及對於課堂所

今年，各學校沒有進行紐約州英語爲第二語
言成績測驗（New York Stat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通常，
各學校會在每年春季讓多種語言學習者和英
語學習者參加這個考試，以評估他們的英語
熟練程度。所以今年，各校會根據學生在

學内容的理解。下列表格（圖 1）列舉了學
生會參加的部分活動的例子，以及列出了家
庭可以採用的各種練習和活動，以便在家裏
鞏固學生所學内容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内容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是準確的。造訪 schools.nyc.gov/familyguide，瞭解最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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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活動例子

多種語言學習者活動例子



閲讀與文化有關和具挑戰的文本，支援子女理

家人可以在家中提供支援的方法



解複雜的想法


制定策略幫助理解，例如，學生可以自己練習

關於這些主題的文本


與同學進行討論，培養口語能力



使用家庭語言來積纍知識，並學習在班級裏討
論過的内容

讓學生把他們在學校學到的策略教給他們的家人
（例如：記筆記）

的記筆記的方法


一起觀看關於學生在校所學主題的短視頻或閲讀



用英語和他們的首選或家庭語言討論與學校教學
内容相關的想法



讓學生用他們的家庭語言或首選語言寫信給他們
的親戚



找出共同培養語言能力的各種方法（例如：唱
歌、看電視、閲讀）



讓學生在家裏獨自閲讀，或者給家人朗讀

School Re-Opening 2020–21 Family Guide
Accurate as of 9/24/20. Visit schools.nyc.gov/familyguide for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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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個別教育計劃（IEP）的學生提供的

建議相關服務，則為您子女指定的每項服務

支援

的提供方將與您聯絡，制定日程安排。

所有學生都將以混合學習模式（面對面上課

PAD 是否可以更新？

和遠程上課，由學校選擇的教學模式予以決
定）或完全遠程模式獲得教學。在每個模式
中，如果學生的 IEP 建議學生讀特殊教育課
程（ICT、SETSS、特殊班），那麽學生會由一
位特殊教育教師予以教學。

您子女的特殊教育計劃調整文件（PAD）是
以反饋為導向的，可以根據需要予以更改。
老師和服務提供方會與您保持聯絡，隨時瞭
解您子女的進步情況。如果您想討論 PAD 或
要求予以更改，請聯絡您子女的老師。如果

採用混合模式的學生將獲得面對面的教學，

您在聯絡子女就讀學校時需要幫助，您也

這種教學模式理應類似於典型的上學日中的

可以發電子郵件給

教學活動。在混合學習模式中遠程上學的日

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或致電

子，學生將獲得由同步和非同步學習活動組

311。

合起來的教學。遠程體驗是相互聯繫和一致
的，為學生營造有意義的和綜合的學習體
驗。遠程和面對面學習之間的教學將由學校
負責協調。

PAD 是否可以取代 IEP？
PAD 不能取代或改變您子女的 IEP。您子女的
IEP 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文件，該文件包括年度

參與完全遠程學習的學生將透過學校的網上

目標與建議的課程和服務。PAD 總結了您子

平台獲得所有教學，該教學將是由同步和非

女的 IEP 建議的特殊教育計劃與服務，並説

同步學習活動組合起來的教學。

明它們將如何根據今年秋季出台的混合式和
遠程學習模式的教學予以調整。

計劃調整文件（PAD）
我何時會收到我子女的 PAD？
如果您的子女有建議其參加特殊教育計劃
（ICT、SETSS、特殊班）的 IEP 文件，那麽您

您子女的特殊教育老師會在九月中旬與您聯

的子女的特殊教育老師將與您聯絡，討論這

絡討論 PAD 事宜。如果截至 9 月 18 日，老

個秋季將如何為您的子女實施該計劃。請藉

師還沒有與您聯絡，或者截至 9 月 25 日，您

這個機會提出問題、分享任何新消息、意願

還沒有收到子女的 PAD，請聯絡老師或校

或疑慮。根據與您的對話，老師會制定一份

長。如果您在聯絡子女就讀學校時需要幫

特殊教育計劃調整文件（PAD）並將其發送

助，您也可以發電子郵件給

給你，這份文件總結了您子女的 IEP 所建議

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或致電

的計劃和服務，並説明將如何根據混合式和

311。

遠程學習環境予以調整。如果您子女的 IEP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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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合作教學（ICT）
ICT 在遠程和面對面兩種教學方式上都將包括
有 IEP 的學生和沒有 IEP 的學生。班上不超過
40%的學生會擁有 IEP（最多 12 名有 IEP 的學
生）。

對於混合學習，有些或所有 SETSS 課時將遠
程提供，而有些則可能在學校裏面對面進
行。爲了在解決您子女的教育需求過程中確
保安全，面對面 SETSS 可能會在一個不同於
IEP 所建議的地點提供。例如，如果您子女的
IEP 建議 SETSS 在普通教育教室中提供，則

對於混合學習，在面對面教學的日子，班級

SETSS 可能在學校内的另外一個地點提供，以

將由一名特殊教育教師和一名普通教育或學

將健康風險降到最低。

科教師執教（一對合作教學教師）。在盡可
能的情況下，在一個面對面教學分組中，不

非直接 SETSS

超過 40%的學生將是有 IEP 的學生。在遠程

非直接 SETSS 意味著一名特殊教育教師與普

教學的日子，另有第三名教師將提供教學，

通教育教師合作，調整學習環境並改變教

開展一組同步和非同步的學習活動。該遠程

學，以滿足您子女的需求。非直接 SETSS 將

教師和面對面合作教學的兩名教師將每天開

繼續支援混合和全面遠程學習。

會，一起協調和規劃教學。
對全面遠程學習，班級將由合作教學的兩名
教師進行遠程教學，開展一組同步和不同步
的學習活動。
特殊教育教師支援服務（SETSS）
直接 SETSS
SETSS 在遠程和面對面兩種教學方式上都將由
一名特殊教育教師以直接教學提供。
對於遠程學習的 SETSS，在不同於 IEP 所建議

特殊班
特殊班在遠程和面對面兩種教學方式上都將
由一名特殊教育教師執教。該班將根據將相
似年齡和功能程度的學生分在一組的標準要
求以及根據 IEP 所規定的班級規模和職員比
率而組成。
遠程學習將包括同步和非同步活動的組合。
教室的輔助專業人員可以按照教師的指導，
用若干不同方法遠程爲學生服務。這些方法
包括：在教學活動中為教師提供支援；按照

的一種環境下提供服務，可能會更有效。例

教師的指導提供個人和小組教學；（利用您

如，如果 IEP 建議普通教育教學期間的

優選使用的溝通方式）瞭解/核實您和/或您

SETSS，則 SETSS 服務提供者可以另外安排分
開的遠程課時。

的子女的相關情況，以確保您子女的遠程學
習需求得到滿足，並與教師分享您可能會有
的任何反饋、疑慮或要求。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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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教學、進行上課並開展活動。您將接觸到
替代評估
完全遠程

翻譯文本、材料和教學，包括網上的數字工
具和資源。IEP 目標會納入每天的教學，支援
學生個人的學習和語言需求。您子女將接觸

您的子女將獲得由直接教學、實時教學和按

到同儕，在全班和小組環境中一起學習並練

自己速度進行的學習活動組成的教學，這將

習語言技能。雙語教學和英語為新語言

提供機會讓子女實現他們的 IEP 目標。老師

（ENL）教學將根據州的規定以遠程方式提

會使用針對殘障學生目標領域的具體需求的

供。

特殊教育做法和途徑，這些學生的殘障影響
了他們感官的正常運作、社交互動、自我調
整、焦慮管理、溝通以及/或者執行職能。
混合式
當面對面教學時，學生將參加多種模式、多
種感官的活動及獲得符合其個人學習途徑的
學習經歷，同時教師會採用學生希望的溝通
模式。具體强調的領域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與同儕進行有架構的溝通、練習某個具體的
技能或策略或新内容的直接教學。
您子女的學校會負責協調面對面教學和遠程
教學日子之間的有序銜接，並强調能夠在家
裏實施的常規，以及培養促進學生獨立性和
溝通能力的技能。
雙語特殊教育（BSE）
完全遠程

混合式
視您子女學校選擇的模式而定，教學會包括
面對面教學和遠程教學的組合。雙語教學和
英語為新語言（ENL）將根據州規定遠程提供
並且/或者面對面提供。您子女的學校將提供
實施雙語教育模式的資訊——雙向式雙語或
過渡性雙語教育（TBE）。在面對面教學的日
子，重點將是提供練習語言能力的機會，方
法是通過各種活動和課程來培養學術語言。
在遠程和混合式學習模式中，善用家庭語言
對於支援子女的語言學習道路是十分必要
的。學校團隊會根據您子女的 IEP 和語言發
展需求準備並規劃課程。
如果沒有雙語老師爲您的子女提供教學服
務，我們會安排一位雙語替代助理教師，支
援您子女的語言需求，包括提供面對面教學
和遠程教學。

您的子女將通過他們 IEP 建議的語言獲得他
們的特殊教育計劃和服務。將以兩種語言
（例如：英語和您的家庭語言）提供核心科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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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
對於混合學習，有些或所有相關服務課時將

學生。老師在與您商討子女 PAD 的時候，會

遠程提供，而有些或全部則可能在學校裏面

與您討論關於教師助手的職責的詳細情況。

對面進行。爲了在解決您子女的教育需求過
程中確保安全，面對面服務可能會在一個不

此處例舉一些教師助手在遠程學習環境中會
從事的各種工作：

同於 IEP 所建議的地點提供。例如，如果您



準備並上傳遠程學習材料

子女的 IEP 建議有關服務在教室中提供，則



帶領小型教學小組



通過學習活動支援學生個人或小組



幫助您和您的子女進入遠程學習的平台



通過與您協商，提供各種建議，用來支援

這些服務可能在學校内的另外一個地點提
供，以將健康風險降到最低。
對於遠程學習，在不同於 IEP 所建議的一種
環境下提供相關服務，可能會更有效。例
如，如果 IEP 建議在教室中提供服務，則提

您子女的個人需要


供者可能會另外根據對您子女最有效和最適
合的情況及遠程學習境況來安排分開的遠程
課時。
爲您的子女安排的相關服務提供者將與您聯

討論您如何支援您的子女保持社交距離並
戴好口罩



協助您鞏固「正面行爲支援」系統



在提供相關服務時，支援您的子女

絡，討論服務提供的時間安排和方法，包括

此處例舉一些教師助手在面對面學習環境中
會從事的各種工作：

對上述所列建議的任何調整。請告知服務提



供者您的首選要求及有關反饋。如果您對子
女的相關服務將如何提供有任何問題或疑
慮，請聯絡校長。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支

級裏其他的學生


教師助手

為學生個人或各小組學生提供健康、行爲
或盥洗需求方面的援助，包括：恰當的衛

援，請發電郵給
relatedservices@schools.nyc.gov 或致電 311。

帶領一個教學小組，同時一名老師支援班

生習慣以及採取健康和安全的預防措施


作爲混合式學習小組的一部分，支援其中
一組學生進行遠程學習，另外部分學生會
由一名老師提供面對面的教學

IEP 指定的教師助手（用於行爲支援、健康、
盥洗以及方向和行動能力）和班級教師助手
（針對 12:1+1、8:1+1、6:1+1、及 12:1+(3:1)
班級）會繼續通過面對面和遠程的方法支援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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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達到或超過 21 歲的學生

IEP 會議

繼續教學

IEP 會議將繼續透過電話或視頻會議進行。您

對於那些要拿文憑但是由於過渡到遠程學習
而無法完成所需學分的學生，我們將請他們
返回學校。這適用於所有學分達到或超過 33

子女的 IEP 小組會有人與您聯絡，討論要如
何召開 IEP 會議，並確保您持有需要的材料
來有效地參與會議。

個的學生，也適用於其他如果再就讀至多一

若有任何關於您子女的 IEP 的問題，或者如

年就可以畢業的學生。

果您要提出召開 IEP 會議的要求，請聯絡您

由於過渡至遠程學習，持有 IEP 但是錯過了
教學和/或服務的學生，或者沒有中學後規劃
的學生，以及/或者表現出退步並且沒有達到
IEP 目標的學生，也都符合資格繼續上學，以
獲得教學和/或相關服務。
過渡支援諮詢服務
若學生持有 IEP 且需要獲得成人/中學後服務
或教學，但是已經完成學業，則我們將給這

子女的特殊教育老師或相關服務提供者。如
果您在聯絡子女就讀學校時需要幫助，您也
可以發電子郵件給
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或致電
311。
評估
特殊教育評估將通過遠程的方式繼續，並且
只有在必要時才進行面對面的評估。

些學生提供個人化服務，以滿足他們的需

學校心理學家會先使用綜合的、基於數據的

求，具體服務要視學生完成學業之後的目標

模式來進行所有公開的和新的評估（除非之

而定。

前已經決定需要進行面對面的評估）。這種
形式的評估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遠程進行，並

這包括以下援助：

且如果有需要，可以在保持距離的班級進行



入讀成年人服務機構

觀察和臨床面試。



入讀職業計劃

如果學校心理學家認爲您的子女有必要進行



大學申請和輔助文件

面對面的評估，那麽學校心理學家將只進行



任何其他需要做的聯絡或轉介，以確保學

為確定殘障狀況而需要的測試，避免不必要

生能夠參與恰當的成年人計劃和服務

的、冗長的評估互動。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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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提出初步評估或重新評估的要求，請向

安排好幼教活動

您子女的學校提出轉介（
www.schools.nyc.gov/learning/special-

您已經有子女在家裡學習所需的一切了！使

education/the-iep-process/making-a-referral）

。如果您需要幫助與您子女的學校聯絡，您
也可以發電郵給
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或致電
311。如果您的子女就讀於學前教育機構，則
可與學前特殊教育委員會
(www.schools.nyc.gov/specialeducation/help/cpse-cse) 聯絡。

用家居材料幫助子女學習，如廚房用品、衣
服或裝扮用的布料、書寫材料、可回收和天
然的材料，或收集品如紐扣、瓶蓋、衣夾
等。讓子女探索家中那些他們已經感到自在
的區域。這將對學習過程有所幫助。您不必
在家中或室外創建教室；兒童在他們感到熟
悉和安全的地方學習效果最好。
把不同的學習方法和使用電子設備屏幕的時
間混合在一起
家長可以建議他們的孩子把部分的學習時間
花在遠離電腦和電子屏幕的活動上。例如，
如果可能的話，鼓勵您的子女把部分功課打
印出來，然後使用打印的材料完成功課。閲
讀傳統的課本和其他印刷書面材料也是讓子
女暫停使用電子產品、幫助子女好好學習的
好方法。您也可以使用家裏常見的物品，比
如扣子或者瓶蓋子，來當作數學教具。

在家裏支援您子女的教育

與其他家長保持聯繫

無論您子女是參加混合式學習還是 100%的遠

保持社交距離減緩新冠病毒的傳播很重要，

程學習，都要讓子女知道什麽時候需要集中

但是與你們的社區保持聯繫也同樣重要。所

精神學習，這十分重要。每天閲讀、完成家

有家庭都在面對著類似的挑戰，所以分享感

庭作業並且按時提交作業是您子女成爲成功

受、獲得資源並且瞭解其他家長在採取什麽

的學生需要具備的重要能力。幸運的是，您

辦法可以對大家都有幫助，同時各家庭還可

對於幫助子女取得成功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以相互鼓勵。各家庭可以在學校層面相互保

以下是您可以幫助支援您子女的教育的方

持聯繫，方法是參加各自學校的家長協會/家

法：

長教師協會，也可以在學區層面相互保持聯
繫，方法是參加他們學區的社區教育理事會
會議。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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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女提供支援
建立例行日程

與子女玩耍

隨著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繼續予以實施，專

與子女玩耍是幫助他們在家學習的一種方

家說每天有固定的例行日程會讓所有人，包

式。這讓您有機會與子女用新的方式進行聯

括你，有一種穩定的感覺。首先，確保子女

繫和交流。您子女的教學小組將為您提供一

有固定的睡眠時間，這應該和今年春季學校

些以課堂學習為基礎的建議，但是學生也通

過渡至遠程學習之前的睡眠時間差不多。另

過各類遊戲學習。所以，他們每天玩得越

外，您可以給子女安排好每天各種活動的開

多，學到的就越多。

始和結束的時間，從而幫助子女保持專注和
一致性。考慮製作一個簡單的視覺時間表，
幫助子女瞭解將會發生的事情。讓子女為例
行日程的變化做好準備。在改變發生之前，

用玩耍幫助學習的方法:


用母語和您子女一起玩耍。



玩耍和學習可以發生在每天的活動之中
（洗澡、做飯、洗衣等），在任何可以的

就此提醒 1 至 2 次。請參考視覺時間表的樣

情況下，讓子女參與其中。

本，即上學日日程表（圖 2）和家庭日程表
（圖 3）。



與子女談談您注意到他們在做什麼（例
如：「我看到你正在堆放盒子。」）。

課堂以外與朋友們在網上互動



問些開放式的問題。開放式問題沒有明確

和您一樣，您的子女也可以通過與他們的朋

的答案，而且能擴展正在進行的學習。這

友和家人溝通獲得巨大的益處。年輕人在社

種提問的方式使您的子女有機會說出他們

交媒體裏與他們的朋友保持聯絡、了解流行

在想什麼或開發新的思維方式（例如：

文化的風尚或者僅僅與同齡人互動來了解他

「我想知道如果你在上面再放一個盒子會

們對周遭世界的感受，以獲得集體社區感。

怎樣?」）。

盡量給子女的時間表裏安排這樣的時段，使



在可能的情況下，在家的學習應以子女正

子女可以獲得只有朋友能夠給與他們的社交

在學習的課程為基礎（例如，如果教室正

和情感方面的參與感。

在教授「我的社區裏有什麽？」，跟子女
到附近走走，談談你們看到的東西）。

安排休閑娛樂時間



與您子女的教學小組分享你們在家裡所做

休閑娛樂對於子女的社交和情感健康及幸福

的事情，這樣教學小組就可以參與遠程學

感的培養是很重要的。當孩子開心的時候，

習過程，並繼續了解您和您的子女。

他們也能夠更好地專注於學業。因此，要安
排「快樂的休閑」時間，做任何您和子女真正
喜歡做的事，無論是一起還是單獨做，比如
單獨畫畫，或者一起聽著喜歡的歌跳舞。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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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女提供支援
創建一個固定的學習空間

盡可能減少干擾

在家裏有一個特定的學習空間對於整個學年

當子女該做學校功課的時間到了，要拿走子

把學習和玩耍分開是至關重要的。理想的情

女的手機、電子設備和玩具，直至學習時間

況是，您子女學習的空間應該是安靜的、舒

結束再還給他們。這樣他們可以完成更多功

適的和只是用來學習的。盡可能不要也用這

課，而且會期待「快樂的休閑」或專門的玩耍

個空間來玩耍。這將告訴您的子女，只要他

時間中所進行的活動。

們在那個空間，就相當於他們在學校。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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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子女提供支援
圖 2—上學日時間表

昨天

今天

明天

上學日

上學日

在家日

之前

現在

之後

晨間聚會

點心時間

玩耍時間

圖 3—在家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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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是準確的。造訪 schools.nyc.gov/familyguide，瞭解最新的資訊。

16

在學校可以採納
的小建議

在學校可以採納的小建議

在學校可以採納的小建議

每天對學生進行健康篩查

教育局的家庭可以通過以下完成健康篩查的
方法支持他們的子女：

根據紐約州衛生廳的指引，每天必須要完成
對學生的健康篩查（包括體溫檢查）——最



在線健康篩查工具：我們鼓勵教育局家庭

好是在家裏完成——然後學生才能夠進入教

/學生使用在線工具，在進入教育局的建

育局的學校建築物。在安排學生面對面上課

築物之前，預先篩查自己。在進入學校設

的每一天，都必須要對學生進行健康篩查。

施時，學校會請家庭/學生將他們的篩查

如果學生出現以下情況，那麽將不得參加面

結果在他們的智能手機上以電郵方式出

對面的課堂學習：

示，或者是出示打印出來的篩查結果。如
果有需要，家人應該幫助學生完成這份網

在過去 10 天之内顯示有任何新冠病毒

上篩查問卷，並應該確保學生在早晨進入

（COVID-19）症狀（包括華氏 100.0 度或

學校時有適當的證明材料。網上的健康篩

以上的發燒、新發生的咳嗽、新出現的味

查申請表可以在這裡獲得：

覺或嗅覺的喪失或者呼吸短促）；
在過去 10 天内，新冠病毒測試得到了陽

healthscreening.schools.nyc。


書面版本健康篩查問卷：如果學生無法利

性結果，而測試是通過唾液、或鼻腔或口

用網上的工具來預先進行篩查，學校必須

腔拭子（不是血液測試）進行的；

為家庭提供幾份健康篩查問卷，這樣家庭
可以在家裏填寫該問卷。行政人員、家庭

盡其所知，在過去的 14 天内，近距離接

和學生可以在這個網址找到表格的副本：

觸過（指少於 6 英尺且至少 10 分鐘）任
何新冠測試結果呈陽性或者出現或曾經出
現新冠症狀的人；

bit.ly/DOEHealthScreeningQuestionnaire。


現場篩查：如果教育局學生無法使用網上
的工具或在家裏使用書面版本的問卷進行

在過去 14 天之内曾有國際旅行或者來自

預先篩查，則他們必須在進入學校之前，

一個根據紐約州旅行警告（
coronavirus.health.ny.gov/covid-19-travel-

親自到學校教學樓完成篩查評估。學校應

advisory）
https://coronavirus.health.ny.gov/covid-19-

線健康篩查工具或書面版本的篩查問卷。

travel-advisory 有著新冠病毒廣泛社區傳
播的州。

決定實施現場篩查的最佳方法，即使用在
請在下面閲讀更多關於學校檢查體溫的指
引。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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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可以採納的小建議
對於乘坐校車的學生：

https://infohub.nyced.org/school-year2020-21/return-to-school-2020/schooloperations/transportation-guidance 家庭必
須完成篩查，包括在乘坐校車之前檢查子女
的體溫，以確保子女的健康狀態良好，能夠
乘坐校車和上學。校車工作人員在學生上車
之前和上車之後不會對他們進行篩查。

制止新冠病毒的傳播

社交距離
在學校教學樓的所有人相互之間應該保持至
少六英尺的距離。我們將與學校合作，創造
條件讓大家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送孩子去學校：應該盡一切努力確保學生的
健康篩查要在家庭送他們到學校之前完成，
特別是對於年齡較小的學生。如果家庭無法

標識和地板上的標誌

使用在線工具或書面問卷預先篩查，那麽家
庭需要在子女進入學校上學之前，親自到學

學校會使用標識，以支持紐約市健康局的四

校教學樓完成對其子女的篩查工作。學校應

個預防疫情核心行動。

該與家庭協調好，這樣那些沒有通過篩查程
序的學生可以在進入學校之前，與家人一起
被送回家。

健康與安全
請造訪 accessh.org/covidfamilyguide ，並且輸
入密碼「AskDrBill」，在「為父母、祖父母和
子女提供的關於新冠疫情問答的家庭指南」
中了解所有與新冠相關的資訊，這份指南由
醫學博士 Williams A. Haseltine 編寫。您可以
免費瀏覽這份指南。

戴口罩
在學校教學樓内必須戴口罩。例外情況是與
成長有關和需要適合年齡的，要符合衛生機
構的指引，且要與提供更多的個人防護裝備
（PPE）配套實施。教育局正在購買並分發合
適的 PPE 裝備，供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教學樓
内使用。口罩，以及其他的預防措施，幫助
預防新冠病毒的傳播，因爲當一個感染的人

此處列出一些當您或子女在學校教學樓裏或

咳嗽、打噴嚏、講話或大聲説話的時候，它

出行的時候，如何保持健康安全的最佳做

們可以防止人與人之間的傳染發生。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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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可以採納的小建議
更多資源，請造訪：


「幫助子女對於自己戴口罩及看別人戴口罩感
覺良好」

bit.ly/HelpyourChildFeelGoodaboutFaceMa
sks


「家長指南：幫助您的子女戴口罩」
bit.ly/ParentGuideHelpingYourChildWearaFaceMask

洗手和免洗消毒液
在整個一天當中，會定期有更多機會讓學生

Ms. Patricia Newkirk，公立學校 249 第 17 學區

和教職員工洗手或使用免洗消毒液。洗手可

提供給混合式學習和遠程學習的學生的餐

以讓您子女保持健康，並預防新冠病毒的人

飲

與人傳播。以下是幾個有趣並對您有幫助的
音樂視頻，用來提醒您的子女如何洗手來預
防新冠病毒的傳播：


「20 秒鐘或更多」
hhph.org/resources/20-seconds-or-morevideo/



“20 Segundos O Más” (Reggaeton version)
hhph.org/20segundosomas-espanol/



「為孩子/由孩子解釋冠狀病毒」

膳食與營養服務辦公室致力於為所有家庭提
供優秀的膳食服務。為學生提供的所有膳食
均是免費的、健康的和營養的。
我們的要務是為各個年齡和背景的學生提供
大家都喜愛的營養豐富的選擇。我們的膳食
保持高營養標準，達到並經常超過美國農業
部對於學校膳食訂立的標準，我們的膳食含
有很多全穀類的食物、減納且只提供脫脂的
加味牛奶。

www.youtube.com/watch?v=TtFFUshQ4i0
本學年，學生會繼續享有種類繁多的膳食，
其中包括本地生產的乳製品、不含肉類的星
期一素食選項、星期二的新鮮沙拉碗主食以
及星期四的無抗菌素的雞肉食品。 我們提供
的所有食品中都不含高果糖漿，也不含諸如
人工色素或添味劑、無營養甜味劑或人工防
腐劑的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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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拿即走」的袋裝早餐和午餐提供給所

餐飲和用餐時，均會遵守恰當的預防措施。

有在學校教學樓的學生以及遠程學習的學

學生會在各自教室裏，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

生。我們敦促所有學生，從 2020 年 9 月 21

況下並在教學過程中吃飯。

日開始，每天從任何學校教學樓領取我們的
免費餐飲。
供遠程學習者領取的膳食：
在所有配備廚房的學校教學樓裏面，都會單
獨安排「即拿即走」的領餐台，會安排在指定

膳食樣本：
快速早餐菜單 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menus/breakfast-meals
快速午餐菜單
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menus/school-lunch-meals

的門，讓遠程學習的學生可以領取餐飲。從
2020 年 9 月 21 日開始，只有學生可以通過

關於我們的計劃的更多資訊可在這裏找到

「即拿即走」的方式把膳食領走。如果有必

：www.schools.nyc.gov/school-

要，家長或監護人可以為學生領取，但是我

life/food/school-meals

們不再提供成年人的餐飲。

我們鼓勵學生每天從距離他們家最近的學校

學校教學樓内的膳食服務：

教學樓領取餐飲。沒有必要走很遠的路到其
入學的學校去領取領走吃的餐飲。所有配備

「即拿即走」的袋裝早餐和午餐提供給在學校

厨房的學校教學樓都會有領走吃的餐飲服

接受教學的學生。早餐會在學生進入教學樓

務。我們的教職員工期待著見到您，並爲您

的時候提供，並且會在學生的教室裏吃。午

提供您需要的營養，讓您能夠健健康康地準

餐在每一層樓指定的服務地點向學生提供，

備好學習。

服務地點是在與校長商討後確定的。在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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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子女的學校社區
保持聯繫

與您子女的學校社區保持聯繫

與您子女的學校社區保持聯繫
與學校和學區層級的團隊保持聯繫

支持家長的學校領導小組

您和您的子女可以加入此處列出的學校和學

家長領導小組（SLT）是制定各自學校教育政

區層級的團隊，讓你們與學校保持緊密聯

策的團隊。SLT 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制定學校綜

繫，並且讓您能夠幫助學校就您子女的教育

合教育計劃（School Comprehensive

和學校生活的方向做出決定。

Educational Plan，簡稱 CEP）,
www.schools.nyc.gov/getinvolved/families/school-leadership-

支持家長的家長教師協會（PTA）
家長協會（PA）或家長教師協會（PTA）是

team/comprehensive-education-plans。他們
也確保有資源來支援他們的政策。

學校裏的家長群體的正式機構，可以通過家
長參與來支持學校以及支持學校强化活動。

此外，學校領導小組：


PA/PTA 可以讓家長有能力組織起來並就以下
議題採取行動：

持續評估學校的教育課程及其對學生成績
的影響；



就學校政策提供建議



在學校決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並且



為子女倡導權益



幫助讓學校氛圍更具合作精神。



與學校行政人員和教職員合作



與社區成員和民選官員協作

PA/PTA 可以通過以下方法直接支援學生的教
育：


教育家長了解學校授課大綱、學校規定和
程序



給家長提供機會，參與課堂内和課堂外的

支持家長的第一條款家長諮詢委員會
（PAC）
根據聯邦「每位學生成功法案」，所有被歸類
於紐約市教育局第一條款的學校都必須建立
第一條款家長諮詢委員會（PAC）。該委員會
將作爲協商和代表組織，促使所有第一條款
參與學生的家長積極參與第一條款計劃。

活動


參加學校領導團隊的決策制定



主辦各種強化計劃與活動



開展課後班計劃



鞏固學校教職員和家長之間的合作關係



籌集資金來補充學校預算

第一條款家長諮詢委員會與學校領導小組
（SLT）一起，聯合審核、規劃和改善學校的
第一條款計劃，並制訂、修改和審核家長及
家庭參與政策。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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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子女的學校社區保持聯繫
學校學生發揮領導作用的機會
大部分初中和高中都建立了學生領導架構
——學生會、學生諮詢委員會、青年人平等



和視頻。


與子女的教學小組分享子女的藝術作品、
搭建的東西、發現等。

團隊——這些團隊為重啓計劃和策略提供意
見和反饋，支持學生社交和情緒方面的健

與子女的教學小組分享子女玩耍時的照片



需要時，請要求技術支援。如果您在遠程
學習方面需要幫助，您子女的教學小組就

康。學生領導者可以為學校重啓政策提供寶

是一個資源。如果您需要額外的技術支

貴的意見和支援。

援，請填寫家庭技術支援表格
支持家長的社區教育理事會（CEC）

（www.schools.nyc.gov/learning/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

社區教育理事會（CEC）代表每個學區，讓家

support/technical-support-for-families）或

長可以在學區層級參與工作。CEC 負責批准
學校劃區的界限，並且就資金計劃進行聽
證。他們也是一個諮詢團隊，確定他們學區

者致電 718-935-5100。


能會很沉默，或者只想在上課期間觀察，

有哪些教育優先要務，評估學監，為教育總
監和教育政策專門小組出謀劃策，並且擔任
學校領導小組和主席理事會的聯絡人。許多

這都是沒問題的。


教育和如何書面申請撥款等。
架起在家學習與課堂教學的橋樑
讓教學小組知道遠程學習的進展是重要的。
這將幫助他們將您子女的學習連貫起來，並
且更全面地了解您子女的學習情況。架起遠
程教學與課堂的橋樑，也會讓您的子女有機
會與課堂、同學和教學小組保持聯繫。

當您有空的時候，請在同步學習課時期間
與子女坐在一起，當他們玩耍的時候和他

CEC 與他們學區的主席理事會配合，為家長
領導者和其他家長舉辦講座，主題包括特殊

在參與同步或非同步學習時，您的子女可

們一起玩耍。


持續與教學小組分享您的反饋，告知他
們，對您的家庭來說什麼有效、什麼無
效。

通知教學小組任何可能影響您子女學習的相
關資訊，如時間表的變更、生病、失去親人
等。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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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線學校帳戶以及獲得使用電子設備的幫助
此處是所有您需要知道的關於為子女獲取在

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ipad-

線學校資訊、解決在線問題以及把免費資源

requests)。表格提交之後，我們會把您提出

下載到您電腦上的鏈接。

的申請告訴您的學校，這樣您的學校可以確
保您的子女拿到電子設備，進行混合式或遠

教育局學生的學校賬戶

程學習。如果您需要聯絡您子女的學校，請

教育局為紐約市公立學校的每位學生都創建

使用教育局的 Find a School（查找學校）工具

了學生賬戶，包括 3 歲幼兒班和學前班學

（schoolsearch.schools.nyc），找到子女學校

生。造訪教育局的學生賬戶頁面

的教育局網頁，並且點擊頁面上的「一般資

（schools.nyc.gov/learning/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doe-

訊」（General Information）部分。

student-accounts），創建一個學生賬戶。
紐約市學校帳戶

為家庭提供的技術支援

請造訪教育局的遠程學習支援翻譯頁面（

您子女的學校能夠與您聯絡，迅速告知您重

schools.nyc.gov/learning/multilinguallearners/translated-support-for-remote-learning

要的資訊，包括關於您子女的學校的確診新

），獲得翻譯成其他語言的遠程學習支援。

冠肺炎病例的警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請

如何開始使用 iPad

登記紐約市學校帳戶（New York City Schools
Account，簡稱 NYCSA），這樣我們可以用電

如果您剛剛領到一台教育局發給您的電子設

帳戶，您可以查看子女的成績、測驗分數、

備，請造訪開始使用您的 iPad 頁面
(schools.nyc.gov/learning/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getting-

上課時間表、交通資訊等。您可以在任何地

started-with-your-ipad) ，了解如何開始設定

方查閱教育局以下所有十種標準語言的版

您的新設備。

話、電子郵件或短信與您聯絡。有了 NYCSA

本：阿拉伯文、孟加拉文、中文、英文、法
文、海地克里奧爾語、韓文、俄文、西班牙
文和烏爾都語。如果您沒有帳戶，請今天就
在這裏登記：schools.nyc.gov/nycsa。只需五
分鐘就可登記完畢！

為學生和家庭提供的微軟軟件
教育局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免費的微軟軟件。
很多這些軟件都有教育獨有的內容，可以幫助
您子女改善學業。此外，熟悉這些工具會幫助
學生做好準備上大學和就業。請造訪教育局

設備申請

的為學生和家長提供的微軟軟件頁面

如果您需要在秋天為子女獲得一個電子設備

（schools.nyc.gov/learning/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microsoft-

，請使用教育局的正式表格：設備申請表（
Device Request form）
(schools.nyc.gov/learning/learn-at-

software)，獲得為學生和家長提供的微軟軟
件。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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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訊息
為家長和學生提供的紐約市教育局的聯絡
訊息

校長：
領導並監管學校的方方面面。如果您有什麽

如果您需要了解與子女、學校及教育局有關

疑慮是老師、家長專員或其他學校教職員解

的訊息，您可以聯絡子女學校的下列這些人

決不了的，則找校長。

員：

學區家庭支援協調員（District Family

教師：

Support Coordinator）：

老師可以回答有關子女的學習、成績以及行

在您所在的學區擔任解決家長疑慮的聯絡人

爲、人際關係和情感成長方面的問題。老師

。如果您有無法在學校層面解決的問題，請

是家長首先要找的、也是主要的聯絡人。定

與您所在學區的家庭支援協調人聯絡。

期與子女的老師溝通。

學區家庭領導協調員（District Family

家長專員：

Leadership Coordinator）：

向家長提供學校服務和課程/計劃方面的訊息

支援學校和學區家長領導結構，包括 PA/PTA

並幫助解答其問題和疑慮。與子女學校的家

、學校領導小組等等。就您的子女所在學校

長專員聯絡，進一步了解家長活動和相關機

或學區所擁有的家長領導機會與您所在學區

會。

的家庭領導協調員聯絡。

學校輔導員：

學監：

為學生提供人際關係和情緒方面的支援以及

社區學監支援並監管開設幼稚園至 8 年級的

學業方面的指導。就您的子女可能遇到的任

學校，高中學監則支援並監管開設 9 至 12 年

何人際關係或情緒問題、初高中入學事宜、

級的學校。第 75 學區學監監管全市的特殊教

學業時間安排、成績和大學/職業規劃向學校

育課程，而第 79 學區學監則監管替代課

輔導員諮詢。

程。

副校長：

您所在學區的家庭支援協調員和家庭領導協
調員是學監團隊的成員。可上網查到他們的

幫助校長監督學校課程、學業、學生支援及

聯絡資料，網址是

紀律，並可在這些方面回答問題和幫助處理

schools.nyc.gov/superintendents。

問題。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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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訊息
學校護士

聯絡紐約市教育局
您可以致電：

學校護士應對並負責學生在學校時的醫療方



面的需要。如果子女在上學時需要施葯或者
採取某些治療方法，請找學校護士。

718-935-2200（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



311（一天 24 小時，一週七天）讓接線
員知道您有與教育有關的問題要問。

家庭培力


212-504-4115 獲得 TTY 服務（電訊轉接服

我們鼓勵所有家長/監護人參與紐約市公立學

務），透過該服務可獲得超過 200 種語

校的事務。在幫助我們的 110 萬名學生蓬勃

言的電話口譯服務。

發展的過程中，家長是我們最緊密的夥伴。
請造訪我們的家庭培力頁面（
schools.nyc.gov/get-involved/families/familyempowerment），瞭解您如何能夠參與的相
關資訊。

2020-21 學年學校返校家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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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重要部門的聯絡方式
聯絡部門

聯絡資訊

造訪：schools.nyc.gov/specialeducation
致電：(718) 935-2007 或者 311
進一步了解特殊教育服務和計 電子郵箱：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特殊教育

劃。
殘障特別照顧

《康復法案第 504 條款》規定公立學校為符合資格的殘障學生
提供服務和特別照顧。這些服務幫助有特別健康需要的學生能
夠全面參與學校的學習。
您的子女可能符合資格獲得健康服務和/或教育上的特別照顧。
若要瞭解詳情，請找您學校的 504 條款協調員和/或造訪我們的
504 條款特別照顧頁面，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healthand-wellness/504-accommodations。

對英語學習生/多種語言學習

造訪：schools.nyc.gov/multilingual-learners

者的支援

如果您對於子女的課程或服務有問題或疑慮，請通過這個網址
與子女的學校取得聯繫：schoolsearch.schools.nyc。

進一步瞭解向學習英語的學生 電子郵箱：dml@schools.nyc.gov
提供的課程和服務。
學生註冊

造訪：schools.nyc.gov/admissionsenrollment

為所有年級提供入學資源和注

關於學校和課程的更多資訊，請造訪：MySchools.nyc
有子女剛入讀紐約市公立學校的家庭可造訪：
schools.nyc.gov/newstudents

冊支援

致電：(718) 935-2009 或發電子郵件：
3 歲幼兒班、學前班、幼稚園和資優（G&T）課程入學的電子郵
箱：ESEnrollment@schools.nyc.gov
初中入學電子郵箱：MSEnrollment@schools.nyc.gov
高中和特殊高中入學電子郵箱：HSEnrollment@schools.nyc.gov
針對初中和高中候補名單問題的電子郵箱：
Waitlists@schools.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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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部門

聯絡資訊

家庭歡迎中心

造訪：schools.nyc.gov/welcomecenters
聯絡方式：提交一份支援申請表（support request form）
bit.ly/FWCSupportRequestForm

獲得注冊和入學的支援。
筆譯和口譯服務

以您的母語獲得重要資訊。
學生檔案和成績單

您是否需要您學校的成績單或

聯絡方式：您學校的家長專員或校長。
使用 Find a School（查找學校）（schoolsearch.schools.nyc）獲
得您子女學校的聯絡方式。
致電： (718) 935-2013
電子郵箱：hello@schools.nyc.gov
請造訪要求學生檔案和成績單頁面，
www.schools.nyc.gov/learning/student-journey/student-recordsand-transcripts/requesting-student-records-and-transcripts。

其他檔案？
檢查成績和出勤情況

隨時瞭解您的子女的學習進步情況
聯絡方式：您子女的老師
造訪：mystudent.nyc，登錄您的紐約市學校帳戶*
* 您的學校可以幫助您設立一個賬戶，通過使用 Find a School
（查找學校）功能來找到您的學校的聯絡方式，
schoolsearch.schools.nyc。

交通服務

進一步瞭解關於往返於學校的

造訪：schools.nyc.gov/transportation
致電：(718) 392-8855
電子郵箱：pupiltransportationteam@schools.nyc.gov

資訊。
舉報學生對學生欺凌、騷
擾、恐嚇、歧視和/或性騷擾

舉報虐童事件

舉報虐待事件的一種安全和
保密的方式。

安全和保密的舉報方式
聯絡人：您學校的教職員或者「尊重所有人聯絡人」（Respect
for All Liaison）或「防止性騷擾聯絡人」（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Liaison）。使用 Find a School（查找學校），
schoolsearch.schools.nyc，獲知您子女學校的「尊重所有人聯絡
人」。
造訪;nycenet.edu/bullyingreporting
致電：718-935-2288
電子郵箱：RespectforAll@schools.nyc.gov
造訪：nyc.gov/acs
致電：紐約州中央註冊處（SCR）虐童事件公衆熱線電話
(800) 342-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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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副學監辦公室（OFDC）領導人員聯絡方式名單
執行學監

學監

聯絡資訊

Meisha Porter
Ross

Michael Alcoff （第 7、9、12 學區）
Rafael Alvarez （第 7 學區）
Sabrina Cooks （第 8、10、11 學區）
Jacqueline Rosado （第 12 學區）
Erika Tobia （第 8 學區）
Cristine Vaughan （第 11 學區）
Leticia Rodriguez-Rosario （第 9 學區）

MAlcoff@schools.nyc.gov
RAlvare4@schools.nyc.gov
SCook6@schools.nyc.gov
JRosado3@schools.nyc.gov
ETobia@schools.nyc.gov
CVaugha2@schools.nyc.gov
LRosario2@schools.nyc.gov

Samuels Kamar （第 13 學區）
Alicja Winnicki （第 14 學區）
Anita Skop （第 15 學區）
Yolanda Martin （第 16 學區）
Thomas McBryde Jr （第 19 學區）
Miatheresa Pate （第 23 學區）
Sheila S.Gorski （第 32 學區）
Janice Ross （布碌崙北部高中 第 13-16、19、
32 學區）

KSamuels@schools.nyc.gov
AWinnic@schools.nyc.gov
ASkop@schools.nyc.gov
YMartin3@schools.nyc.gov
TMcbrydejr@schools.nyc.gov
MPate@schools.nyc.gov
SGorski@schools.nyc.gov
JRoss11@schools.nyc.gov

Julianna Bove （第 22 學區）
Karina Constantino （第 20 學區）
Isabel Dimola （第 21 學區）
Clarence Ellis （第 17 學區）
Michael Prayor （第 17、18、20、21、22 學區）
Beverly Wilkins （第 18 學區）

JBove@schools.nyc.gov
Disabled.KCostan@schools.nyc.gov
IDimola@schools.nyc.gov
CEllis3@schools.nyc.gov
MPrayor@schools.nyc.gov
BWilkin@schools.nyc.gov

Carry Chan （第 1 學區）
Donalda Chumney （第 2 學區）
Christine Loughlin （第 3 學區）
Alexandra Estrella （第 4 學區）
Danika Rux （第 5 學區）
Manuel Ramirez （第 6 學區）
Vivian Orlen （曼哈頓高中第 1-6 學區）
Fred Walsh （紐約市立大學、Urban Assembly
高中）

CChan2@schools.nyc.gov
DChumney@schools.nyc.gov
CLoughl@schools.nyc.gov
Kdelacr@schools.nyc.gov
DRux@schools.nyc.gov
MRamire4@schools.nyc.gov
VOrlen@schools.nyc.gov

Madelene Chan （第 24 學區）
Philip Composto （第 30 學區）
Danielle Dimango （第 25 學區）
Danielle Giunta （第 26 學區）
Elaine Lindsey （第 24、25、26、30 學區）

MChan2@schools.nyc.gov
PCompos@schools.nyc.gov
DDiMang@schools.nyc.gov
Dgiunta4@schools.nyc.gov
ELindse@schools.nyc.gov

布朗士

Karen Watts

布碌崙北部

Barbara Freeman

布碌崙南部

Marisol Rosales

曼哈頓

Mabel MuñizSarduy

皇后區北部

FWalsh@schools.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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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訊息

執行學監

學監

聯絡資訊

Dr. Mauricière
de Govia

Jennifer Ambert （第 27 學區）

JAmbert@schools.nyc.gov
TPate@schools.nyc.gov
JMendez2@schools.nyc.gov
BMitche2@schools.nyc.gov
VGallassio@schools.nyc.gov

皇后區南部

Dr. Tammy Pate （第 28 學區）
Juan Mendez （第 27、28、29 學區）
Beverly Mitchell （第 29 學區）
Vincenza Gallassio （第 31 學區）

第 75 學區

Ketler Louissaint （第 75 學區）

KLouiss@schools.nyc.gov

Tim Lisante

Alan Cheng （聯盟、國際、外展高中）
Richard Cintron （New Vision 高中）
Paul Rotondo （轉校生高中）
Robert Zweig （79（替代））

ACheng3@schools.nyc.gov
RCintro@schools.nyc.gov
PRotond@schools.nyc.gov
RZweig@schools.nyc.gov

轉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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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附錄
為家長提供的專門術語詞彙表
術語

定義

非同步

教學和學習不在同時進行。例如：電子郵件、討論論壇、事先錄好的網路
研討會和視頻、以及張貼數碼作業、評估等。

同步

教學和學習同時進行。例如：與學生進行視頻會議、實時的網路研討會、
聊天室進行聊天或者召開電話會議
學生通過以下方式學習：部分是在線學習，包括學生對於時間、地點、路
徑、和/或速度等部分因素可以有所控制；部分是在同步環境學習；學生在

混合學習

每門課或每門科目的學習路徑的模式是相互聯繋的，以便提供一個綜合的
學習體驗。請查看 CDC 清單（bit.ly/CDCBacktoSchoolChecklist），看一看與
您子女有關的面對面上課的計劃。

遠程學習

提供機會給學生和老師，讓大家在家裏時可以保持聯繋並繼續學習科目内
容。

在線學習

全部或幾乎全部的主要授課内容、活動、教學和互動都是在線進行（一開
始的面對面會面或有人監考的測驗可能是例外情形）

面對面學習

所有的活動和教學都是在一個「有磚頭和灰泥」的實體教室面對面進行，不
使用科技（除了使用 PowerPoint 之外）

混成學習

在線和面對面活動和教學是綜合在一起的；面對面會面的時間會大幅度減
少（減少學生「坐席時間」）

同日小組

同日小組指的是在學校的課程計劃中，在相同的日子參加面對面學習和/或
遠程教學的所有學生。這些學生可能是在不同的年級和班級中，但是屬於
「同日小組」的學生都在相同的日子上學。同日小組也可以完全是遠程學
習模式的。

數碼公民權利與
義務

在使用技術時，合適與負責任的行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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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術語

定義

教育技術

在教學環境中使用技術的做法，以支持執教、學習及學業成就。
所有學生在這個世紀作爲公民和勞動者所需要的技能。這些技能，例如協

21 世紀技能

作、團隊精神、創造力和想象力、明辨思考力、問題解決能力、數碼能力
和公民義務等，都是學習的基礎。
提升所有學生獲得教育的機會，重點是要縮小學生成績差距，取消因以下

平等

原因而導致學生面對的障礙：種族、族裔或原國籍；性別、性取向或性別
認同或表達；殘障；英語能力；宗教信仰；社會經濟地位；或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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