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所需要了解有关在 Naperville 203远程学习的知识 

什么是远程学习？ 
伊利诺伊州教育委员会宣布，根据我们的管理系统的指示，在亲自授课暂停期间，将进行远程学

习，直至 4 月 30 日。因此，各学区必须开发远程教学，通过大多数技术媒介以使学生参与并保持

进行连续性教学。远程学习的指定讓学区不用延长学年日历由于学校停课。在 COVID-19 紧急事件

期间，以前记录的所有 “上帝行为日”, “远程学习计划日”和在伊利诺州的“远程学习日”将被视为学

生的实际出勤天数。 这与我们最近批准的电子学习计划不同，因此期望确实有所不同。远程学习

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社交情感支持，继续指导并提供改善学生学术地位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学生和

教职员工都会在这种远程学习环境中分心，我们只是要求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每天参加一次；但

是，在远程学习期间，评分方法会有所不同。 
 
有哪些援助可以促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社交情感健康？ 
远程学习日计划的首要任务是为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援助，联系和組織。教师将努力配合

家庭需求 和不断变化的環境来支持援助持续性学术的进步。工作人员了解，偏远条件会对学生的

工作量和学习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准备课程时将考虑到这一点。学生在学习的节奏，地点

和时间上具有灵活性。家长/监护人的任何个人问题都应与课堂老师分享。请了解並留意，我们的

员工在这段时间里也需要照顾自己和家人, 而不会一直与学生交流，但会确保解决问题和学习需

求。 
 
远程学习日将如何運作？ 
从 4 月 7 日开始，学生将收到新内容的作业和活动。这些作业将发布给学生和父母/监护人。所有

老师都在创建綱路学习课程，并将与学生分享有关作业的详细信息。老师對这些作业将提供有关

的回應，这些回應将可用于提高学生的成绩。您的课堂老师将分享更多有关评分的说明。 

 

早上 9 点 所有学生的课程将在每天上午 9:00 之前由老师发布。 

• EC-5：使用學校網站查看遠程學習計劃 

• 6-12：登录 Canvas查詢學生作业 

2 至 12 年级的学生应每天通过 Google 表格签入以验证出席率。 

 

每日 老师将可以监督学习情况，提供学生支持，回答问题并参与綱路虚拟专

业合作。老师会分享可以在线 線上援助支持的时间。 

 

学生学习  学生可以灵活地选择何时何地完成作业。學生可能會被要求完成不同種

學習的功課. 可能会要求学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在下一个学习作業之前

或下一个班级會議之前, 学生应该完成作业. 

对学生参与的期望是什么？ 
教师正在提供有关基本学习标准的指导。我们强烈鼓励所有学生参加计划的教学。在这段不确定

的时间内，继续学习并与课堂老师和同伴保持联系非常重要。学生必须出示参与证明才能获得及

格或更高的成绩。如果学生在远程学习日没有参加，那么他们有收到沒有完成學業的風險。尽管



在远程学习日期间学生的成绩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未参与远程学习经验的学生可能会获得  “不
完整” 的课程成绩。 “不完整”可能导致在夏季或下一学年开始时进行额外的课程或介入。 

 
如何记录学生出勤率? 
每个远程学习日，要求学生在每个班级/课程通过 Google 表格“签到”。我们鼓励学生在可能的情

况下尽早登记签到入住，但要了解远程学习可以让学生选择学习时间。在 K-5 年级，将向家长/监
护人发送一封有关如何记录学生出勤情况的信息。记录学生的出勤时间可以延长到下午 3 点以

后。 

 
在远程学习日中，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应该有什么期望？ 

幼兒學習 
课堂老师每天将根据以下上學時段間來设计读写能力，数学，社交情感学习和体育指导。 

注冊半天 注冊全天 

每天进行的不超过 60 分钟的各种語文和数学

活动以及融入社交情感的学习。 
每天进行的不超过 90 分钟的各种語文和数学

活动以及融入社交情感的学习。 
 

小學行事曆-Calendar 
课堂老师将每天根据以下不同年級设计数学和語文教学。学生还将每周在艺术，音乐，体育和

学习共享中参加大约两堂可选课程。 
 

幼儿园至二年级 三年级至五年级 

45 分钟数学和 45 分钟語文 
整體融入式社交情緒和社區建造的教學。 

50 分钟数学和 50 分钟語文 
整體融入式社交情緒和社區建造的教學 

艺术，音乐，体育，学习共享，表演音乐课

程将作为每周可选的学习机会供学生选择，

以供学生选择。 

艺术，音乐，体育，学习共享，表演音乐课

程将作为每周可选的学习机会供学生选择，

以供学生选择。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3qWoG_2gZabXDqexjANo7QmOrEBkeqYo2xqQxp62IdI/edit?usp=sharing


初中行事曆-Calendar 
6-8 年级将按照课程的整体时间表进行。每天，学生将参与不同的主题，从而可以将重点扩展

到特定的内容领域。时间表格设置为“时间表 A” 天和“时间表 B”天。 

初中时间表 A 初中时间表 B 

30 分钟 - 语言艺术阅读 
30 分钟 - 语言艺术写作 
40 分钟 - 科学 
40 分钟 - 体育 

40 分钟 - 数学 
40 分钟 - 社会研究 
40 分钟 - 探索性/世界语言和古典语言 

30 分钟-表演音乐乐队                 30 分钟-表演音乐合唱/管弦乐队                    
 

高中行事曆-Calendar 
9 至 12 年级将按照课程的整体时间表进行。每天，学生将参与不同的主题，从而可以将重点扩

展到特定的内容领域。时间表格设置为“时间表 A” 天和“时间表 B”天，將八節時段分為兩天網

上交學。 

 

高中时间表 A 高中时间表 B 

45 分钟 - 時段 1 
45 分钟 - 時段 2 
45 分钟 - 時段 3 
45 分钟 - 時段 4 

45 分钟 - 時段 5 
45 分钟 - 時段 6 
45 分钟 - 時段 7 
45 分钟 - 時段 8 
 

 

 
什么是远程学习評分和报告期望? 
伊利诺伊州教育委员会建议，在全州范围内强制关闭学校期间完成的任何学生作业，都不算做学

生負面性的成绩或學業程度的位置。但是，在停课期间, 学校可能会 
算學生功課作業，以提高学生的學業程度的位置。任何成绩都不会对学生成绩单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将继续收集学生掌握技能的证据，并向学生提供反馈。 
 
每个年级的评分和报告： 

• 小学:  從幼兒到五年級的學生将获得第 3 学期的 ““通過” 或  “不完整”成绩。评分将侧重于

继续学习基本标准，并不断向所有学生提供反馈。学生必须出示参与证明才能获得“合
格”。 

• 初中:  6-8 年级的学生在第 3 学期的每个学科领域报告裏, 将获得 “通過” 或 “不完整”的最

终成绩。评分将侧重于继续学习所有学科的基本标准，并不断向所有学生提供反馈。学生

必须出示参与证明才能获得 “通過”。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MRU9YDEPRJYUlF7-ksV9Zj9qczDz_Ja57WyXcP3o-F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kn88CjvR_3C9Kh0HIGN-mIn_owr02Ky0l98qQRKi-M/edit?usp=sharing


• 高中:  9 至 12 年级的学生将在每门课程中继续学习基本标准。将为所有学生提供持续的反

馈和差异化的学习经验。在学期末，每门课程學生都會得到該課程的評分。远程学习成績

表格用 A-D 和 “不完整” 來反映。 
o 成绩单：正式成绩单将在收到后反映出 ISB,E 的指导。一旦收集到学习证据或学分

恢复到位，不完整的成绩将被字母成绩取代。高中四年級的學生若选择不参加远程

学习日或不補上學習課程功課作業都會有风险, 没有最终成绩提供与大专院校。 
*在所有年級，晚交的功課作業都将被接受，学生将不会因迟交的作业而受到惩罚 
 
如何和何時得到老師的幫助支持? 
远程学习日的教学不但不會減除老师，反而是与学生和家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老师会通知每天

在线上提供即時幫助的時間。这样可以与学生/家人定期登入。这些同时也在远程学习机构中工作

和生活的老师會个别安排在线上的“办公时间”。在这些时间表中请考虑到老師們个人的差异。教

师将回應学生的问题，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数字通信方式提供反馈。 
 
我的学生有特殊需求 - 在远程学习日期间，他们将如何获得服务和便利的安排? 
拥有 IEP和 504计划的学生将继续获得针对其個人化教育需求的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学生服务人

员将根据每个学生的独特需求与学生和家庭保持联系，以了解如何提供这些服务。此外，学生服

务人员将继续与课堂老师合作，以确保学生可以使用便利的安排并获得各年級远程学习的活动。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網路怎么办? 
建议父母/监护人可以通过联系您的網路提供公司来请求網路服務，因为许多提供商目前正在提供

免费的網路服務。家人还可以透過 Comcast 注册免费網路經由 www.internetessentials.com 或通

过致电 1-855-846-8376 (英语）和 1-855-765-6995(西班牙）。此外，没有網路的父母/监护人可

以直接与孩子的学校联系, 以安排網路服务或索取纸质材料 

 
如果学生遇到阻碍他们完成課業的技术问题该怎么办? 
如果学生或家长在学区提供的设备或使用各种技术时遇到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检查常见问题页面(FAQ page)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Chromebook 故障排除提示 
2. 联系特定班级的老师寻求帮助。 
3. 如果您的老师无法解决问题或回答您的问题，請按此处提交一個电子学习 Help Desk 

Ticket。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间里，请耐心等待老师和支持人员，因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尽快解决问题。

所有。所有 Help Ticket 将在 24 小时内得到答复。支持团队将只解决學区提供的设备和应用程序

中的技术问题。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3A__www.internetessentials.com&d=DwMF-g&c=aLv4kG3eFBuAUFgZFQ07JQ&r=_0q_oyPxPOKHzir28yIm4a3VqcQkd0r0sLtklwMaHs4&m=8XX59XXJMUQyvAaFX-zd4ekxicAWinzC9NuASMuFFvU&s=PKEUelYFM__0krITDZuOOxNkwZ3TMH6ywbRdMnuaP18&e=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ocs.google.com%2Fdocument%2Fd%2F1gAtaSPW6LCVt_LiuhhVdatNxJjoyZMCcfi3AsyU7Vww%2Fedit%3Fts%3D5e6bd893%23heading%3Dh.te9ke4dqlr3y&data=02%7C01%7Cjhlavacek%40Naperville203.org%7C4a516b4eb71e4e42926908d7c792b6c4%7C1b377357c9794d6eb29781f625638dcd%7C0%7C0%7C637197305247411452&sdata=dP3QdgSYISE%2Fjc%2BTK33yrY6Va5qwBPxSV12aLHYiFiM%3D&reserved=0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docs.google.com%2Fforms%2Fd%2F1sgTrYVIC9CklLXNTvs5nz53p69I9BdcmgKJeAlyiX8Y%2Fedit%3Fts%3D5e6be217&data=02%7C01%7Cjhlavacek%40Naperville203.org%7C4a516b4eb71e4e42926908d7c792b6c4%7C1b377357c9794d6eb29781f625638dcd%7C0%7C0%7C637197305247401491&sdata=489rZKxxnDG13N67ZWabAAgZ%2BodmdFVJsMW9N9Pnt5U%3D&reserv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