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蒙特校区(FUHSD)远程教学指南
学生和家长版本
欢迎来到 FUHSD 远程教学。我们意识到关闭学校是一个大的转变，您可能因这教育意味着什么而感到焦
虑。本指南将帮助您了解远程教学的外观，以及如何在这种不同的学习环境中获得成功。

什么是远程教学？学生/家庭需要知道什么？
要记住，虽然您不是身在学校上课，但学校仍在进行，您也要继续课业。远程教学意味着您正在网上上
课，完成和提交作业，并使用由老师指定并得到学区支持的在线工具与老师互动。
拥有这些工具将帮助您的学生完成作业：
●

必需设备：计算机(computer) 或移动设备(mobile device)，互联网连接(internet access)*，做笔记
和解决问题/作业的纸。如果您没有必需品，请填写技術申請表: bit.ly/fuhsdtechrequest 或通过电
话联系您的学校以借用 Chromebook 和/或 Internet 热点。

●

理想设备（对您的学生将有所帮助，但不是必需）：全尺寸键盘 （用于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互
联网连接(internet access)*，做笔记和解决问题/作业的纸，耳机或头戴式耳机，麦克风，网课用的
网络摄像头，打印机或扫描仪。

*如果您在家中没有互联网，Comcast 除了提供每月 10 美元的计划外，还将免费提供 2 个月的服务：
https://www.internetessentials.com/ 弗里蒙特校区还提供 Chromebook 和无线热点，请填写格式：技
術申請表: bit.ly/fuhsdtechrequest

学生须知
我的网课会是什么样？对老师该有什么期望？老师对我会有什么期望？
School Loop 或 Schoology（校区新的学习管理系统）将成为您课程的基础工具。您的老师将在他们的远程
教学绿皮书（教学大纲）中说明他们将使用哪一个系统。您可能会有一些班使用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用
于其他班上。教师将通过该系统发布你的作业，资源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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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学绿皮书（教学大纲）：您的老师将为您提供新的绿皮书（教学大纲），说明他们将如何在新的学
习环境中给您上课，指定作业和如何与你交流。本文将包含信息如遇到问题或在作业方面需要帮助时，应
如何与老师沟通。
上课时间表：所有班值都会在每周一次指定上课时间时间段内进行在线会议作为“课堂报到”(Class Checkins)。这些是您与老师见面的专用时间，以审核教学内容和作业，进行小组讨论并与同学互动。您的老师将
通过使用 Zoom, Schoology Conferences, 或 Google Meet 的在线会议，在线讨论区或 Google 文档，电子
邮件交流或老师指定的其他方式来证明学生有参与课堂学习，作为满足“课堂报到”的要求（请参阅“绿皮书”
以了解如何进行网上授课）。老师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分配作业和让学生提交作业。您的老师将决定满足记
录学生“到学”(attending school) 的要求。老师可能需要学生“课堂报到”，在线提交作业或两者都符合要求。
请参阅每个课程的教学大纲，以了解该课程记录为“到”“ Present”的要求。

远程教学时间表（所有会议和上课时间都将在网上进行）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9:00 - 10:30

员工会议/

第二堂

第四堂

第六堂

员工会议/

PLC 合作

PLC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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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办公时间
第一堂

第三堂

第五堂

第七堂

第八堂/
虚拟办公时间

虛擬辦公時間：在这时间段内所有老师都将在线上让学生提问问题。 教师将在他们的远程教学绿表中标明
虚拟办公时间的联络方式（Zoom,

Google Meet, Schoology conference 会议或电子邮件）。 您不

必参加虚拟办公时间，但我们建议您利用这段时间来寻求帮助或提出您本周可能遇到的问题。

成功遠程教學學習的技巧是什麼？


熟悉远程教学时间表，以便您知道何时可以在线上每个班级上课。然后为自己设置一个日程，这就
是您专用的“上学时间”。请记住，这不是放假 – 您仍在上学，但是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下上课。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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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排时间休息一下，吃些点心或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建议每 1.5 到 2 个小时的工作休息 15 分
钟。有固定的日程可以帮助您集中精力，并有效地利用时间。


为自己创建一个工作空间，以便您使用电子设备（例如计算机），打开教科书并完成作业。尽可能
减少电视等潜在的干扰。虽然您的床看起来像是一个舒适的工作场所，但它可能并不让您能专注于
课程学习的最佳地方。



练习良好的在线礼仪。在课堂报到和在线会议期间，态度应像对待普通的面对面教室一样，以适当
的着装，背景和行为来对待在线教室。使用适当和体贴的语言，并专注保持与课程材料相关的主
题。 FUHSD 的技术使用协议概述了对学生的进一步期望。



与同学和老师保持联系。在您预定的上课时间段之外，你可以在虚拟办公时间内拜访您的老师，或
通过电子邮件向他们发送电子邮件报到并提出问题。鼓励您在家里练习社交疏散（Social
distancing） 时，请与您的朋友和同学保持联系。

如果我需要帮助该怎么办？
●

与您的老师联系。 所有老师都将在虚拟办公时间内（请参见上面的时间表）在网上办公，因此您
可以提出问题并迅速获得帮助。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电子邮件给老师发送电子邮件。

●

与您的指导顾问联系。 指导顾问也将在办公时间内提供帮助，或者您可以随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给他们。

●

对于技术协助：
○

如果您需要有关 Schoology 或 School Loop 的帮助：请与您学校的图书馆媒体老师联系
（添加电子邮件）

○ 如果您需要使用地区发行的设备和/或 Wi-Fi 热点上网的帮助，请联系您学校的网络支持专
家（添加电子邮件）

家长须知
如何为我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支持？


设置日程以区分“学校时间”与在家时间。这可能包括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学生可以在其中阅读
教科书和完成写作作业，也可以使用电子设备（例如计算机）。尽可能减少电视等潜在的干扰。记
得要安排您的学生休息时间，吃些点心或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建议每 1.5 到 2 个小时的工作休息
15 分钟。为您的学生创建一个固定的生活规律，将帮助他们有效地集中精神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时
间。



如果家里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则应建立期望以保护学生的“上学时间”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干扰或中
断学习。



体谅学生可能不习惯完全在线的环境中学习。关心他们，以了解他们在网上工作中遇到的挑战或困
惑。鼓励他们在遇到困难时与老师和辅导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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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学习的经验不同于亲身在教室中的面对面学习。通过你俩共同制定的日程支援他们，并支持学
生弹性工作方式和时间。监控他们的压力水平，参加课堂报到的情况以及完成作业的能力。现在不
是增加补充学习机会的时候。



请记住，学校是学生学习社交与学术的地方。尽量鼓励您的学生通过打电话或在线与朋友继续保持
联系。

我对支援我的学生有问题时该怎么办？


访问您的在线帐户：
o

School Loop：如果您没有家长用户帐户，请点击相应的链接以获取有关设置 School
Loop 帐户的说明，该说明可在家长门户中的“在线工具协助”下找到。 如果您已经有一
个帐户但忘记了用户名或密码，请使用自助服务“忘记用户名或密码？” 登录页面上的链
接。

o

Schoology：所有家长都应该有账户。 如果您的学生的老师使用 Schoology，您将在用于
Infinite Campus 的电子邮件收到通知。 可以在家长门户的“在线工具协助”下找到帮
助。

o

Google Classroom 仅供学生使用，并可以使用 FUHSD Google 帐户进行访问。

o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与图书馆媒体老师 Amy Ashworth
（amy_ashworth@fuhsd.org）联系。



学生生病/缺勤：如果您的孩子生病，请与学校的出勤处联系，以便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支持他
们的学习。



监控学生的进度：教师将在他们指定的系统（School Loop/ Schoology）中发布作业和成绩。您
可以登录查看这些内容，也可以与您的学生讨论他们的课程和作业。就像在正常学年中一样，如果
您的学生在预定的上课期间没有参加课堂报到，则您将通过学区的自动拨号器收到通知。



学生健康/心理健康支持：请与您学生的指导顾问或管理员联系分享您的疑虑，他们将与您一起计
划跟进如何辅导学生。

联系人员
寻求。。。支持

联系人姓名和电邮

电话号码

School Loop, Schoology, Google
Classroom

图书馆媒体老师
Amy Ashworth
Amy_Ashworth@fuhsd.org

(408) 366-7752

学生指导和健康

辅导顾问（按姓氏分配）

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

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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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支持

联系人姓名和电邮

电话号码

(A-H) Nikki Dang
nikki_dang@fuhsd.org

Nikki Dang
408-366-7766

(I-Pg) Shana Howden
shana_howden@fuhsd.org

Shana Howden
408-366-7767

(Ph-Z) Malissa Goldstein
malissa_goldstein@fuhsd.org

Malissa Goldstein
408-366-7790

(英语学习者 & Engage) Susie Taylor
susie_taylor@fuhsd.org

Susie Taylor
366-7769

学生代信人
Dawn Bridges
dawn_bridges@fuhsd.org

Dawn Bridges
408-366-7743

出席

出席技术线

408-366-7715

所有其他问题和疑虑

行政助理
Maya Baba
maya_baba@fuhsd.org

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
408-366-7702

常见问题
停课对我的学生成绩意味着什么？
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学校仍在继续进行，并且老师将分配作业，提供反馈并发布成
绩。只要您从事课程工作，参加课堂报到并提交作业，就可以获得成绩和学分。

使用两种不同的系统来检查我学生的课程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学区不选用一个系统？
我们了解使用两个系统来检查您的学生在所有课程中的学习进度可能会令人沮丧。我们正在过渡到 20202021 学年，集中使用一个平台，但是鉴于学校停课的通知很短来不及准备这样做。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确保教师可以专注于远程教学学生，而不是学习新系统。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一个问题
和回应。）我们感谢您在这段时间内的理解和包容。
听说学区正在转向使用 Schoology。我们为什么不规定所有老师们和学生们使用该系统进行远程教学？
FUHSD 已采用了学习管理系统 Schoology，并计划在 2020-2021 学年在全学区范围内实施该系统。尽管
目前有少数采用该系统的早期使用教师，但我们的大多数员工，学生和父母尚未有机会学习 Scho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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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HSD 不想师生们因为没有支持或培训的情况下使用新系统而带来更多的挫败和焦虑 ，所以决定将
Schoology 的使用仅限于受过培训的早期采用者。 FUHSD 将继续其计划，在下个学年全面实施。
我是十二年级生。关闭学校对我的毕业，毕业成绩单和大学前景有何意义？
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学校仍在继续，并且老师将分配作业和发放成绩。只要您忠心上
课，参加课堂报到并提交作业，就可以获得毕业的成绩和学分。如果您对自己的毕业进度或大学资格有疑
问，请与您的指导顾问联系。至于大学，请记住，许多大学也已经关闭，因此他们了解这情况。如果您已
被大学录取或在候补中，则可能需要与他们联系并让他们知道您的情况。 FUHSD 将在您与大学之间的最
终成绩单中包括有关停课及其对教学的影响的信息。
如果电源/互联网服务中断并且我无法参加班级签到或完成任务该怎么办？
通过电子邮件或致电您的老师，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告知他们有关情况。您的老师将与您一起安排课后
报到并安排在办公时间内提交作业。
AP 考试呢？
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 知道全国许多学校已经关闭，他们正在制定计划，允许重新安排考试时
间。一旦我们能够评估学校停课和公共卫生命令对我们学区考试管理计划的影响，FUHSD 将与大学委员会
商量合作情况。同时，您应该继续学习 AP 课程，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准备 AP 考试。有关 AP 考试和停课影
响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the

College Board AP website 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后，我们将与注册 AP 考试

的学生共享该信息。
SAT 和 ACT 呢？我原定今年春天参加考试，但被取消了。
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已取消 3 月和 5 月的 SAT 考试，并向已注册的学生发放退款。他们尚未确
定 6 月 4 日的测试。有关 SAT 考试日期和改期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College Board SAT website 网站。

对于注册为 4 月 4 日参加 ACT 的学生，考试已重新安排在 6 月 13 日。如果您已注册此考试日期，则本周
应收到 ACT 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如何免费将考试重新安排在 6 月 13 日的信息。有关 ACT 测试日期
和重新安排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ACT

website 网站。

课程选择
辅导员和管理人员正在制定一个程序，以从所有尚未提交选课文件的学生收集资料（无论您缺席还是您的
班级尚未提交表格。）每个未提交下一年课程申请的学生将 在未来两三天内收到我们的来信，其中包含有
关如何提交选课表格的信息。 同时，请确保您已填写并签署所有表格，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计划在
返回学校后收集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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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LHS 辅导服务提供的所有在线工具都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Campus Well / Student Health 101 提
供了在线学习提示的本文- https://lhs.campuswell.com/online-courses/。 您也可以访问 Naviance 和
Virtual Job Shadow 进行大学和职业规划以及更新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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