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蒙特校區(FUHSD)遠程教學指南
學生和家長版本
歡迎來到 FUHSD 遠程教學。我們意識到關閉學校是一個大的轉變，您可能因這教育意味著什麼而感到焦
慮。本指南將幫助您了解遠程教學的外觀，以及如何在這種不同的學習環境中獲得成功。

什麼是遠程教學？學生/家庭需要知道什麼？
要記住，雖然您不是身在學校上課，但學校仍在進行，您也要繼續課業。遠程教學意味著您正在網上上
課，完成和提交作業，並使用由老師指定並得到學區支持的在線工具與老師互動。
擁有這些工具將幫助您的學生完成作業：
●

必需設備：計算機(computer) 或移動設備(mobile device)，互聯網連接(internet access)*，做筆記和解
決問題/作業的紙。如果您沒有必需品，請填寫技術申請表：技術申請表: bit.ly/fuhsdtechrequest 或通
過電話聯繫您的學校以借用 Chromebook 和/或 Internet 熱點。

●

理想設備（對您的學生將有所幫助，但不是必需）：全尺寸鍵盤 （用於計算機或移動設備），互
聯網連接(internet access)*，做筆記和解決問題/作業的紙，耳機或頭戴式耳機，麥克風，網課用的
網絡攝像頭，打印機或掃描儀。

*如果您在家中沒有互聯網，Comcast 除了提供每月 10 美元的計劃外，還將免費提供 2 個月的服務：
https://www.internetessentials.com/ 弗里蒙特校區還提供 Chromebook 和無線熱點，請填寫格式：技術申
請表: bit.ly/fuhsdtechrequest

學生須知
我的網課會是什麼樣？對老師該有什麼期望？老師對我會有什麼期望？
School Loop 或 Schoology（校區新的學習管理系統）將成為您課程的基礎工具。您的老師將在他們的遠程
教學綠皮書（教學大綱）中說明他們將使用哪一個系統。您可能會有一些班使用一個系統，另一個系統用
於其他班上。教師將通過該系統發布你的作業，資源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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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教學綠皮書（教學大綱）：您的老師將為您提供新的綠皮書（教學大綱），說明他們將如何在新的學
習環境中給您上課，指定作業和如何與你交流。本文將包含信息如遇到問題或在作業方面需要幫助時，應
如何與老師溝通。
上課時間表：所有班值都會在每週一次指定上課時間時間段內進行在線會議作為「課堂報到」(Class
Check-ins)。這些是您與老師見面的專用時間，以審核教學內容和作業，進行小組討論並與同學互動。您的
老師將通過使用 Zoom, Schoology Conferences, 或 Google Meet 的在線會議，在線討論區或 Google 文
檔，電子郵件交流或老師指定的其他方式來證明學生有參與課堂學習，作為滿足「課堂報到」的要求（請
參閱“綠皮書”以了解如何進行網上授課）。老師會利用這段時間來分配作業和讓學生提交作業。您的老師將
決定滿足記錄學生「到學」(attending school) 的要求。老師可能需要學生「課堂報到」，在線提交作業或
兩者都符合要求。請參閱每個課程的教學大綱，以了解該課程記錄為「到」“ Present”的要求。

遠程教學時間表（所有會議和上課時間都將在網上進行）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9:00 - 10:30

員工會議/

第二堂

第四堂

第六堂

員工會議/

PLC 合作

PLC 合作

11:00 - 12:00
1:00 - 2:30

虛擬辦公時間
第一堂

第三堂

第五堂

第七堂

第八堂/
虛擬辦公時間

虛擬辦公時間：在這時間段內所有老師都將在線上讓學生提問問題。 教師將在他們的遠程教學綠表中標明
虛擬辦公時間的聯絡方式（Zoom,

Google Meet, Schoology conference 會議或電子郵件）。 您不必參

加虛擬辦公時間，但我們建議您利用這段時間來尋求幫助或提出您本周可能遇到的問題。

成功遠程教學學習的技巧是什麼？


熟悉遠程教學時間表，以便您知道何時可以在線上每個班級上課。然後為自己設置一個日程，這就
是您專用的「上學時間」。請記住，這不是放假 - 您仍在上學，但是在不同的學習環境下上課。記
得要安排時間休息一下，吃些點心或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建議每 1.5 到 2 個小時的工作休息 15 分
鐘。有固定的日程可以幫助您集中精力，並有效地利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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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創建一個工作空間，以便您使用電子設備（例如計算機），打開教科書並完成作業。盡可能
減少電視等潛在的干擾。雖然您的床看起來像是一個舒適的工作場所，但它可能並不讓您能專注於
課程學習的最佳地方。



練習良好的在線禮儀。在課堂報到和在線會議期間，態度應像對待普通的面對面教室一樣，以適當
的著裝，背景和行為來對待在線教室。使用適當和體貼的語言，並專注保持與課程材料相關的主
題。 FUHSD 的技術使用協議概述了對學生的進一步期望。



與同學和老師保持聯繫。在您預定的上課時間段之外，你可以在虛擬辦公時間內拜訪您的老師，或
通過電子郵件向他們發送電子郵件報到並提出問題。鼓勵您在家裡練習社交疏散（Social
distancing) 時，請與您的朋友和同學保持聯繫。

如果我需要幫助該怎麼辦？


與您的老師聯繫。 所有老師都將在虛擬辦公時間內（請參見上面的時間表）在網上辦公，因此您
可以提出問題並迅速獲得幫助。 您也可以隨時通過電子郵件給老師發送電子郵件。



與您的指導顧問聯繫。 指導顧問也將在辦公時間內提供幫助，或者您可以隨時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給他們。



對於技術協助：
o

如果您需要有關 Schoology 或 School Loop 的幫助：請與您學校的圖書館媒體老師聯繫

julia_hedstrom@fuhsd.org
○ 如果您需要使用地區發行的設備和/或 Wi-Fi 熱點上網的幫助，請聯繫您學校的網絡支持專
家 patrick_hanson@fuhsd.org or kyle_le@fuhsd.org

家長須知
如何為我的學生提供遠程學習支持？


設置日程以區分“學校時間”與在家時間。這可能包括一個安靜的工作空間，學生可以在其中閱讀教
科書和完成寫作作業，也可以使用電子設備（例如計算機）。盡可能減少電視等潛在的干擾。記得
要安排您的學生休息時間，吃些點心或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建議每 1.5 到 2 個小時的工作休息 15
分鐘。為您的學生創建一個固定的生活規律，將幫助他們有效地集中精神並好好利用他們的時間。



如果家裡還有其他家庭成員，則應建立期望以保護學生的“上學時間”並最大程度地減少干擾或中斷
學習。



體諒學生可能不習慣完全在線的環境中學習。關心他們，以了解他們在網上工作中遇到的挑戰或困
惑。鼓勵他們在遇到困難時與老師和輔導員聯繫。



遠程學習的經驗不同於親身在教室中的面對面學習。通過你倆共同製定的日程支援他們，並支持學
生彈性工作方式和時間。監控他們的壓力水平，參加課堂報到的情況以及完成作業的能力。現在不
是增加補充學習機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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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住，學校是學生學習社交與學術的地方。儘量鼓勵您的學生通過打電話或在線與朋友繼續保持
聯繫。

我對支援我的學生有問題時該怎麼辦？


使用您的在線帳戶：如果您沒有家長帳戶，請點擊相應的鏈接，以獲取有關在該系統中設置帳戶的
說明（School Loop/ Schoology）。如果您已經有一個帳戶但忘記了用戶名或密碼，請使用自助服
務“忘記用戶名或密碼？”登錄頁面上的鏈接。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幫助，請與下面網絡支持老師聯
繫。



學生生病/缺勤：如果您的孩子生病，請與學校的出勤處聯繫，以便我們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支持他
們的學習。



監控學生的進度：教師將在他們指定的系統（School Loop/ Schoology）中發布作業和成績。您可
以登錄查看這些內容，也可以與您的學生討論他們的課程和作業。就像在正常學年中一樣，如果您
的學生在預定的上課期間沒有參加課堂報到，則您將通過學區的自動撥號器收到通知。



學生健康/心理健康支持：請與您學生的指導顧問或管理員聯繫分享您的疑慮，他們將與您一起計
畫跟進如何輔導學生。

聯繫人員
支持範圍

聯繫人姓名和電子郵件

School Loop 或 Schoology

圖書館媒體老師

電話號碼

408.366.7399

Julia Hedstrom
校區 Chromebook 或

hotspot
學生指導和健康

wi-fi

網絡支持專家

408.366.7327

Patrick Hanson
Kyle Le
指導顧問

Gregg Buie (A-Ge)
Lisa Sheehy (Gh-Li)
Belinda Olson (Lo-San)
Michele Avvakumovits (Sar-Z)
學生代言人

Chris Hickey
出勤

出勤技術熱線

所有其他問題和疑慮

行政助理

408.366.7368
408.366.7330
408.366.7358
408.366.7312
408.366.7326
408.366.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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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Armstrong

408.366.7370

常見問題
停課對我的學生成績意味著什麼？
重要的是要記住，儘管在不同的環境中，學校仍在繼續進行，並且老師將分配作業，提供反饋並發布成
績。只要您從事課程工作，參加課堂報到並提交作業，就可以獲得成績和學分。

使用兩種不同的系統來檢查我學生的課程是很痛苦的。為什麼學區不選用一個系統？
我們了解使用兩個系統來檢查您的學生在所有課程中的學習進度可能會令人沮喪。我們正在過渡到 20202021 學年，集中使用一個平台，但是鑑於學校停課的通知很短來不及準備這樣做。目前，我們的首要任務
是確保教師可以專注於遠程教學學生，而不是學習新系統。 （有關此問題的更多信息，請參閱下一個問題
和回應。）我們感謝您在這段時間內的理解和包容。
聽說學區正在轉向使用 Schoology。我們為什麼不規定所有老師們和學生們使用該系統進行遠程教學？
FUHSD 已採用了學習管理系統 Schoology，併計劃在 2020-2021 學年在全學區範圍內實施該系統。儘管
目前有少數採用該系統的早期使用教師，但我們的大多數員工，學生和父母尚未有機會學習 Schoology。
FUHSD 不想師生們因為沒有支持或培訓的情況下使用新系統而帶來更多的挫敗和焦慮 ，所以決定將
Schoology 的使用僅限於受過培訓的早期採用者。 FUHSD 將繼續其計劃，在下個學年全面實施。
我是十二年級生。關閉學校對我的畢業，畢業成績單和大學前景有何意義？
重要的是要記住，儘管在不同的環境中，學校仍在繼續，並且老師將分配作業和發放成績。只要您忠心上
課，參加課堂報到並提交作業，就可以獲得畢業的成績和學分。如果您對自己的畢業進度或大學資格有疑
問，請與您的指導顧問聯繫。至於大學，請記住，許多大學也已經關閉，因此他們了解這情況。如果您已
被大學錄取或在候補中，則可能需要與他們聯繫並讓他們知道您的情況。 FUHSD 將在您與大學之間的最
終成績單中包括有關停課及其對教學的影響的信息。
如果電源/互聯網服務中斷並且我無法參加班級簽到或完成任務該怎麼辦？
通過電子郵件或致電您的老師，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快告知他們有關情況。您的老師將與您一起安排課後
報到並安排在辦公時間內提交作業。
AP 考試呢？
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 知道全國許多學校已經關閉，他們正在製定計劃，允許重新安排考試時間。
一旦我們能夠評估學校停課和公共衛生命令對我們學區考試管理計劃的影響，FUHSD 將與大學委員會商量
合作情況。同時，您應該繼續學習 AP 課程，並在老師的指導下準備 AP 考試。有關 AP 考試和停課影響的

5

更多信息，請訪問 College

Board AP 網站.。了解更多信息後，我們將與註冊 AP 考試的學生共享該信

息。
SAT 和 ACT 呢？我原定今年春天參加考試，但被取消了。
大學委員會（College Board)已取消 3 月和 5 月的 SAT 考試，並向已註冊的學生發放退款。他們尚未確定
6 月 4 日的測試。有關 SAT 考試日期和改期的最新信息，請訪問 College

Board SAT 網站。

對於註冊為 4 月 4 日參加 ACT 的學生，考試已重新安排在 6 月 13 日。如果您已註冊此考試日期，則本週
應收到 ACT 的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有關如何免費將考試重新安排在 6 月 13 日的信息。有關 ACT 測試日期
和重新安排的最新信息，請訪問 ACT

網站.。

明年課程選擇
如果您尚未提交明年的選課材料，請給您的指導顧問發送電子郵件。目前，我們的行政人員和諮詢人員致
力於在向遠程教學的過渡過程中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支持。他們將在今年春季之後，恢復明年的計劃和製定
主要時間表。請放心，如果您上交了選課材料，您的學校將在以後與您聯繫安排明年的課程安排。
即將入學的 9 年級學生：課程選擇和評估測試
如果您於今年春天受邀參加數學或世界語言評估測試，那麼在學校停課期間，這些測試將被暫停。您應該
在選課材料中通知高中指明想要的數學課程或世界語言課程。目前，我們的行政人員和諮詢人員致力於在
向遠程學習的過渡過程中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支持。他們將在今年春季之後，恢復明年的計劃和製定主要時
間表，並在日後向您傳達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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