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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一份动态文件，将在提供新信息时定期进行更新。 



 

致社区的一封信 

 
随着我们考虑如何重新开放学校，学生、教职工和学校社区的健康与安全继续推动我们的决策过程。我

们现已向纽约州教育部提交了持续学习计划，当中概述了我们的开学方案，该方案直接遵循纽约州、纽

约州教育部及纽约州卫生部提供的指引而制定。该计划是一份动态文件，将于今年夏季在提供额外指引、

信息发生变更及确定程序时进行调整。 

 
在州长另行作出指示前，学区关于夏季余下时间的计划将侧重于支持我们的混合模式。在混合模式中，

K-8学生将被安排到若干人数较少的小组，我们鼓励他们每天来上学。高中生将轮换进行现场和远程学

习。我们的混合模式会仍根据职工配备情况和我们遵守州长作出的所有行政声明、纽约州教育部规章及

纽约州卫生部(NYSDOH)指引的能力而定。谨请注意，学区可能决定或可能按照指示在夏季或本学年任

何时候实行完全远程教学。如果我们实行完全远程教学，学生将继续远程遵循混合课程安排。 

 
学区团队致力于制定一个考虑周祥、团队协作和人文关怀的方案，努力度过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本人

希望全体学校社区在此危机期间展现爱心和力量。感谢各位在此艰难时期共同支持我们的学生、教职工、

工作人员等。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随时与您的建筑物负责人或学区团队的任何成员联系。 

 

 
此致 

 

 

 

 

 

 
 

Christine Ackerman博士 

学校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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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Corsilia—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校长—COVID-19资源人 

 

CCSD工作人员 

 
Miriam Longobardi—CCT校长兼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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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Cohen—CCT代表兼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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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anne Lodge—高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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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代表 

 
Seth Corwin—查帕夸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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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Kaeyer—KD&G建筑师 

 

咨询 

 
Steven Levine博士—学区医生 

Jeff Gershel博士—学区医生 

Westchester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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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y Fragin—Roaring Brook ES 

Kaitlin Lester—Roaring Brook ES 

Ross Cooper—Roaring Brook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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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 Anderson—Westorchard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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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帕夸中心学区(“CCSD”) 

由于COVID-19，CCSD需要对我们的教学模式作出关键调整。我们的课程安排决定和教学模式

将贯彻纽约州卫生部的健康与安全标准和最新指引。我们课程安排设计将会让我们的学生在我

们提供同步及／或非同步教学时利用面对面、远程或混合学习模式。 

 

CCSD将限制进入学校设施和在学校场地穿行，以避免学校被完全封闭。如果出现COVID-19阳

性案例，我们将实行远程授课，直至识别、通知、检测及排除所有接触人为止。 

 

在制定9月份的计划时，学校已设计课程安排以实现以下各项： 

 

● 限制K-8年级小组的活动。 

● 最大程度减小高中的学生密度。 

● 允许学生选择远程教育。 

● 最大程度利用所有空间。 

● 将亲自出席的人限制为仅于正常时间有必要进入学校建筑物的成人。 

● 调整社交距离指引。 

 

CCSD随时能够根据需要转变模式。CCSD将确保优先考虑残疾学生、英语学习者及无家可归

学生等全体学生的权益及进入权。 

 

请注意：为确保我们工作人员／学生的安全，学校与家长和社区成员的所有事务将在学校建

筑物外或通过远程方式进行，直至疫情结束为止。 

 

教学模式 

CCSD将为学生提供三种教学模式。每种模式将允许学生在家学习课程。如果学区采用混合模式开放，则

教育方法如下文所述，而在家学习的学生将通过虚拟方式进入教室。如果学区实行全部远程教学，则课

程安排将保持不变，学生可预期各期间的教学将同步进行，并在课程设计中嵌入非同步活动。 



小学课程 

小学的混合模式将采用六天的课程安排。学生被分配至A组或B组。在混合模式中，A组和B组学生将在不

同的教室上课。核心教师和其他教职工将在上课期间在各教室轮流授课。在该模式中，核心教师和选定教

师将使用技术同时向教室学生和在家上课学生提供教学。 

 
教学模式： 

 
小学课程安排示例： 

 

 
中学课程 



在中学的混合模式中，学生将被分配至由约十四名学生组成的小组。该等学习小组将进行配对，以使两

个小组能够在较大空间保持较大社交距离进行社交和学习。学生将利用科技通过面对面和同步远程学习

的方式获得团队教师提供的核心教学。学生将在六天的轮换周期中，再次通过面对面和同步远程学习的

方式接受非核心教学。教师将于上课期间在其团队的学习小组间轮流授课。在该模式中，核心和非核心

教师同时向教室学生和在家通过虚拟方式上课的学生提供教学。 

 

课程安排示例：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课程 

 
该高中将采用五天的混合课程安排，并将学生按姓氏分为三个相同的小组。每次，一组将在教学楼中上

课，而另外两组将在家学习。所有学生将遵循相同的课程安排，且在家的学生将通过 



视频流和我们的课程管理系统Canvas参与课程。我们将安排三个小组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上

午／下午轮流进入建筑物，而在星期三，学生将仅于上午上课。 

 
高中课程安排示例（3个星期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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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学年前几周，该高中将制定所有方案（上学、放学、建筑物内活动、清洁、社交距离等），在任意

时间将有三分之一学生现场上课。该高中亦将审慎监控班级规模和选择继续完全在家学习的学生数量，

以确定学校是否可以改变混合课程安排，以使二分之一的学生可现场上课。如有可能，该高中会将学生

按字母表顺序分为相同的小组，并相应调整其课程安排。下文为该高中在作出相关调整时实行的潜在教

学模式的示例。 



 
 

 

 

 

适用于K-8学生的分阶段开放课程安排及学区日程表 

适合K-8学生的分阶段开放 

为实现安全开放，各中小学将在上学前六天减少建筑物人员密度和班级规模。三分之一K-8年级学生将可现

场学习（现场分配将按字母表顺序进行并由各负责人在开放前传达至各家庭）。 

 
在前三天（9月3日、9月4日、9月8日），将以规模较小的学生小组形式现场上课，且不会提供远程教学。

这将允许工作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疫情教育，进行必要的筛查评估，以及“了解”其班上学生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三天，所有学生将接受两天远程教学和一天现场教学，从而以小组形式持续进行疫情教育，并使

所有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与教职员联系。 



 

在该两个星期结束时，督学将对该模式进行重新评估，并确定K-8建筑物是否能够在9月14日（星期一）完全

对学生开放。 

 
请注意：Greeley将在2020年9月3日开始全部远程和现场教学。 

 

 

学区日程表 

 
学区日程表已予调整，新学年开始时新增督学会议日。这将允许CCSD通过工作人员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CCSD亦在每个星期三为学生安排半天时间，直至11月结束为止。在星期三下午，我们将专注于必要的专

业工作，包括家长会、课程调整及专业学习。尽管学生在星期三提前放学，但学生和课程表的设计仍符合

本文件所述的教学时间要求。 

 

健康与安全 

儿童和成人在学校的健康与安全至关重要。健康与安全必须且将始终是学校和CCSD整体在作出每个决定和

采取每个行动时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无论提供教学的方式是面对面、远程还是两者的部分结合，我们在提供教育和与社区沟通为预防COVID-19

扩散而采取的日常预防措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健康检查与筛查 

CCSD将设立一个稳健的通讯结构，以分享与教学、健康教育、方案和程序相关的信息。CCSD将

在Westchester卫生部向我们作出指示时尽快让社区了解最新的健康报告和确诊病例。CCSD将在

我们的网站设立COVID-19信息专栏。 

 

CCSD将为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并将以书面形式传达如何观察学生和工作人员患病的迹象。

谨请家长／监护人和学校工作人员注意，发烧100°F或以上及／或具有潜在COVID-19病毒感染

症状的任何学生或教职工不得出现在学校。 

 

CCSD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完成线上每日筛查问卷，当中包括每天在进入学校建筑物前进行

体温检测。 

 

CCSD将要求家长完成每日筛查问卷并在学生进入学校交通工具及／或学校建筑物前进行体温检

测。 

 

CCSD将告诉家长如何观察其孩子是否有患病迹象，如有迹象，则其孩子须呆在家中。 

 

CCSD亦可能在学生进入校车或建筑物前进行每日体温检测。CCSD可能在上课期间进行额外

每日体温检测。 

 

CCSD将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将有症状的人送至学校护士处诊断。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的资料，COVID-19的相关症状如下： 

 

● 发烧或发冷（100°F或以上） 

● 咳嗽 

● 呼吸短促或呼吸困难 

● 疲劳 

● 肌肉或身体疼痛 

● 头痛 

● 失去味觉或嗅觉 

● 喉咙痛 

● 鼻塞或流鼻涕 

● 恶心或呕吐；及／或腹泻 



工作人员将会学习如何观察学生和其他教职工是否有任何类型疾病的迹象，例如： 

 

● 两颊通红 

● 呼吸急促或困难（近期并无进行身体活动） 

● 疲劳及／或易怒 

● 频繁上厕所 

 

有上述迹象的学生，如不就此作出其他解释，将被送往学校医护室，由学校护士进行评估。有

上述迹象的工作人员，如不就此作出其他解释，将去到自己车里并联系学校医护室，由学校护

士进行评估。 

学校护士将对有COVID-19相关潜在症状的患病学生／工作人员进行书面评估。有症状或对问卷有

正面回应的学生，将在上车前被直接送往隔离或以其他方式送回家。疑似患有COVID-19的学生和

工作人员将被转介予其当地医疗服务提供者。 

CCSD将遵守CDC指引，允许学生或教职工在表现出COVID-19症状后返回学校。未被医疗服务

提供者（医生、执业护士或医生助理）诊断患有COVID-19的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返回学校： 

● 在未服用退烧药物的情况下不再发烧，且在24小时内未感到不适。 

● 如果被诊断有另一种病症，但可提供医生说明，表明其完全可以返回学校。 

由医疗服务提供者根据检测结果或症状诊断患有COVID-19的人，或未进行COVID-19检测

但有症状的人，不得进入学校而应呆在家里，直至： 

● 自该人士首次出现症状已有至少十天； 

● 自该人士发烧已有至少三天（未服用退烧药物）；及自该人士的症状（包括咳嗽和呼吸

短促）改善已有至少三天。 

在返回建筑物上课之前，家长必须将学生送至学校，由学校护士进行健康检查。如果学生有发烧

和其他COVID-19症状或已被确诊患有COVID-19，则该学生将须获得医疗许可方可返回学校，其

中可能包括COVID-19阴性检测结果。 

各护士办公室设有单独房间，因此我们在各建筑物的隔离地点如下： 



● Douglas Grafflin：护士办公室 

● Roaring Brook：护士办公室 

● Westorchard：护士办公室 

● Bell School：护士办公室 

● Seven Bridges：护士办公室 

● Horace Greeley：护士办公室 

 
标志 

CCSD将提供说明保持正确手部和呼吸道卫生及社交距离实践的标志。CCSD将在所有建筑物中

放置标志，指出所有雇员、承包商和学生均须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佩戴布面罩。 

 

标志将张贴在非常醒目的区域（入口、洗手间、餐厅、办公室、附近的手部消毒站），以提

醒个人注意： 

 

● 如感到不适，则应呆在家里。 

● 当无法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时，使用可接受的面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 妥善存放和（如需要）丢弃PPE。 

● 遵守社交距离指示。 

● 报告COVID-19症状或暴露情况。 

● 遵守手部卫生及清洁和消毒指引。 

● 遵守呼吸道卫生和咳嗽礼仪。 

 

当工作人员在上课或课外时间出现症状或如果工作人员的问卷结果发生变化，工作人员须通过电

子邮件通知建筑物负责人。 

 

当学生在上课或课外时间出现症状或如果学生的问卷结果发生变化，家长须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校

护士。 

 

口罩 

CCSD将要求所有雇员、承包商和学生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佩戴布面罩。CCSD亦将要求学生

和工作人员在车上、教室里和公共空间（走廊、洗手间等）佩戴口罩。如果个人选择佩戴护面罩，

则仍须佩戴口罩。 

 

CCSD将要求所有学生在白天佩戴口罩休息。 



CCSD将为忘带口罩的学校工作人员和学生提供足够的口罩。 

 

请注意：经医疗文件证明，因医学原因在车上或校内无法戴口罩的学生将始终与其他学生保持社

交距离。 

 

COVID-19确诊病例及接触者追踪 

如果教职工或学生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学校负责人将立即联系督学。督学将与Westchester卫

生部(WDOH)联系，以便作出应对，其中可能包括禁止特定学生／教职工进入学校、关闭特定学校

建筑物或关闭整个学区。潜在暴露范围将影响禁止他人进入建筑物的决定，这将需要WDOH大力引

导。 

学区流程—阳性案例 
 
 



 
 
 
 

 

如果教职工或学生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则须由医生或医生助理提供证明，该人士方可返回

CCSD设施。相关证明将提交建筑物负责人和学校督学审核。如有需要，CCSD的医生可联系提

供者作进一步澄清。 

 

强制隔离 

如果教职工收到隔离指示，则须将标有截止日期的法庭命令或医生证明提交予人力资源和领

导力发展的建筑物负责人和助理督学。 

 

如果学生收到隔离指示，则须将标有截止日期的法庭命令或医生证明提交予建筑物负责人，

以便该学生返回建筑物。 

 

查帕夸儿童研习坊 

CCSD将与CCW制定书面计划，以反映CCSD所遵守的程序和方案。 



疫情教育 

手部和呼吸道卫生 
 
教职工将就保持适当洗手和呼吸道卫生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帮助减少COVID-19在各教室内的扩

散。 

 

手部卫生教育将包括： 

 

● 首选传统洗手方法（使用肥皂和温水、搓揉起泡至少20秒钟）。 

● 在未提供肥皂和水且手部看起来不脏的情况下，使用醇基洗手液（浓度为60%酒精或以

上）。 

● 在出现咳嗽或打喷嚏并适当处置纸巾时，指示学生使用纸巾遮住嘴巴或鼻子。 

● 指示学生在打喷嚏和咳嗽后保持手部卫生。 

● 可经常进行手部卫生活动（包括上课、吃零食、上洗手间、就餐、使用共享表面、休

息、体育教育等前／后）的时间。 

 

CCSD亦将： 

 

● 在各教室中提供洗手液。 

● 在各教室中提供纸巾。 

● 允许无法使用洗手液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使用肥皂和水洗手。 

● 提供足够的洗手设施和用品并用纸巾擦干。 

● 提供非接触／脚踏垃圾桶。 

● 在整个公共区域提供洗手液。 

 
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亦称作“身体距离”，即指使自己与他人保持六英尺空间的距离。各学校将尽最大可能在

所有设施中发展、实施及执行社交距离。在中小学，学生将被分成若干小组，以确保在教室中保持

社交距离。 

 

上学／放学： 
 

● 在上学和放学过程中，所有学生必须佩戴口罩。 

● 学校将设置多个入口点，以限制学生在高人流量情况下的密切接触。 

● 建筑物管理人将为步行上学或下车学生安排明确程序，其中可能包括体温检测。 



● 建筑物管理人将为上车学生安排明确程序，该等程序目前将在建筑物外加以管理。 

 

学校上课程序： 

 
● 学校将减少在校学生的活动。 

● 学校将交错安排使用频率较低的洗手间使用并加以监控，以确保学生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和手部卫生。 

● 部分课程将在建筑物外进行，且学校鼓励各学生携带草地椅或毛巾供自己使用。 

● 部分课程将在较大空间进行。 

● 如有可能，所有学生将面向同一方向以减少传播。 

● 如有可能，教室将保持开窗状态以改善通风。 

● 学生所有物将单独存放在各组班级，不向中学生发放储物柜。 

● 学生将在可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的空间吃午餐。（教室、外面、餐厅） 

● 操场将错开使用。 

● 工作人员将不得长时间进入聚会地点（休息室、教职工室等），以减少传播。 

● 学生将不得参加内部集会或大型聚会。 

● 学生将在通泛音乐学、合唱、乐队和体育课中保持12英尺距离。如有可能，学校将在

学校建筑物外进行上述课程。 

● 参观者将不得进入建筑物。 

 
医学上的弱势／高风险群体 

 
下列群体出现COVID-19并发症的风险较大，并且可能需要新增或替代的社交距离规定。有家

庭成员属于高风险群体的学生可远程上学。 

下列人士应就预防措施咨询其医疗服务提供者： 

● 65岁或以上人士 

● 孕妇 

● 有相关健康状况的人士，包括但不限于：慢性肺病或中度至重度哮喘 

● 严重心脏病 

● 免疫低下人士 

● 重度肥胖（体质指数[BMI]为30或以上） 

● 糖尿病 

● 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脏疾病 

● 肝脏疾病 



● 镰状细胞性贫血 

● 有特殊系统性疾病、神经病、遗传病、代谢病症或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如果教职工认为自己属于医学上的弱势群体，则须向人力资源和领导力发展的助理督学提交适当的

医学证明以供审核。该证明须包括诊断书、学区医生致教职工医生的通知，以及CCSD如何实行医

生建议的工作场所住宿以为教职工提供支持。 

 

有特殊需求或医学上脆弱的学生 

 
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或医学上脆弱的学生可能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手部或呼吸道卫生或佩戴面罩

或口罩。家长／监护人有必要与其孩子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以就如何最好地满足孩子在学

校的需求的同时保护其孩子的健康与安全作出知情决定。 

 
使这些学生返校可能需要下列人士的规划和协调： 

● 学校卫生服务人员 

● 特殊教育人员 

● 学校管理人员 

● 学校医生 

 
就如何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满足儿童需求咨询学校卫生人员而建立的替代计划可能包括： 

● 为照料相关学生的工作人员提供额外PPE 

● 仅指派一名教职工照料学生；及／或 

● 减少教室内的学生人数、更替时间表及向个人而非小组提供相关服务 

 

个人防护设备(PPE) 
 

CCSD将遵守OSHA COVID-19指引，根据其暴露控制计划按照其暴露风险了解有关如何保护工作

人员免于潜在暴露的信息。根据OSHA标准，OSHA指引亦列明工作人员需要PPE的时间。 
 

CDC建议学校的卫生人员采用下列方案： 

 

● 始终采用标准预防措施 

https://www.osha.gov/Publications/OSHA3990.pdf
https://www.cdc.gov/infectioncontrol/basics/standard-precautions.html


● 当评估人疑似患有COVID-19时应采用基于传播的预防措施  

 

CCSD将确保： 

 

● 学校为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口罩。 

● 校车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口罩。 

● 学校提供足够的PPE供学校卫生专业人士使用，以评估和照料患病学生和教职员，其中包

括： 

○ 口罩 

○ 护面罩（必须与口罩一同佩戴） 

○ 手套 

○ 一次性防护服 

 

设施 

CCSD将在提倡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维持现有的安全要求和规定。2020年纽约州统一防火和建筑规

范及州节能法典旨在为学生提供保护。 

 

CCSD将： 

 

● 扩大我们的物理足迹或改变我们利用空间的方式。 

● 持续遵守铅水检测法规和建筑物情况调查要求。 

● 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消防和封锁演习。 

● 满足通风要求并采用针尖双极电离技术。 

● 改造空间以实现教学足迹最大化。 

● 遵守与社交距离相关的健康指引和其他安全措施，以减缓COVID-19的扩散。 

● 提交所需的证明，以遵守与空间使用和设施调整相关的所有适用法规。 

 

遵守消防规章 

CCSD仍将遵守所有消防规章标准。设施规划处(OFP)将对我们设施的任何变更进行审核。我们

将保证，正如任何其他项目一样，如果作出任何更改，CCSD将向OFP提交拟议变更以供审批。 

https://www.cdc.gov/infectioncontrol/basics/transmission-based-precautions.html


门口 

门口的职能、位置和运作将遵守适用法律。 

为减少因接触门杆和把手引起的病毒扩散，我们可能将门固定在开启状态。但只允许无门掣门

和非防火门保持开启状态。 

 

应急演习 

CCSD将在不偏离当前要求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执行标准操作和程序。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防

火规章的规定，我们须开展消防（疏散）演习和封锁演习。CCSD将以书面形式向工作人员阐明

如何在开展该等演习时保持社交距离。 

 

检查 

CCSD将继续进行各项检查，包括消防和安全检查以及建筑物情况调查或视觉检查。我们将

在所有截止时间前完成相关检查。 

 

铅检测 

CCSD将在2020年秋季进行必要的铅检测。根据纽约州DOH第67-4条铅水检测规定，DOH要求

在建筑物被“正常占用”时进行铅水检测。当建筑物由于COVID-19封锁而被空置或长时间空置

时，我们将不会进行该检测。CCSD将遵循建议程序，并在重新开放后提供干净和安全的饮用水。 

 

 

改变空间使用及／或改建 

CCSD会将运动场、餐厅、图书馆、大礼堂和体育馆用作教室空间。CCSD亦可能使用帐篷作

为教学空间。帐篷将获发许可并遵守适用防火和建筑物规章。 



学校建筑物HVAC及制冷设备—预防性维护描述 

 

● 升级MERV 8的空气过滤器（根据设备容量在可行情况下安装MERV 13过滤器）。 

● 测试所有供暖、通风和空调(HVAC)装置的功能，以确保正常运行 

● 检查外部所有HVAC装置、回流和溢出空气阻尼器，并检验是否正常运行 

● 测试所有排气扇的功能，以确保正常运行。 

● 进行室内空气测试／平衡，以确保适当水平的通风。 

● 使用化学方法对所有室内和室外HVAC线圈进行消毒。 

● 检查建筑物管理系统，以确保时间表和设定点在非占用和占用期间对于适当空气流

量而言属准确。 

● 对所有厨房制冷设备和制冰机进行清洁和保养。 

管道设施和固定装置 

根据建筑物规章的规定，CCSD将确保我们在建筑物中提供最少数量的厕所装置以供使用。

CCSD已在所有学校安装额外的装瓶机和饮水器。 

 

通风 

CCSD于今年夏季获得Atlantic Westchester, Inc.的服务，以对我们设施内的所有HVAC设备

进行下列广泛的预防性维护： 

 

 
 

清洁程序和方案 

CCSD将遵守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和卫生部(DOH)的卫生、清洁和消毒指引，并将维持日志

记录，当中包括清洁和消毒日期、时间和范围。 

 

清洁和消毒 

 
CCSD已经并将对白天和夜间班次的消毒区域保洁员提供培训。CCSD已制定一个时间表以增加

白天和夜间班次的日常清洁和消毒。CCSD亦已创建记录表以用于追踪对区域进行消毒的时间。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schools-childcare/schools.html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re-K_to_Grade_12_Schools_MasterGuidence.pdf


CCSD将在白天对校内频繁接触的表面（例如门把手、盥洗盆把手、自动饮水器、洗手间）进行

多次清洁和消毒。在晚上，将再次对这些区域以及所有教室、教学空间、办公室和洗手间进行消

毒。CCSD将在可行情况下限制使用共用物品（例如体育馆或体育教学器材、美术用品、玩具、

游戏程序）。这些物品将在晚上使用高乐氏360喷雾机进行消毒。 

CCSD将在无法洗手的区域维持开设手部卫生站，包括使用肥皂、流动温水和一次性纸巾以及含

有60%或以上浓度酒精的酒精洗手液洗手。 

 

CCSD将定期对设施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对许多人使用的高风险区域和频繁接触的表面（包括课

桌和餐桌）进行更频繁的清洁和消毒。 

 

CCSD将使用经环境保护署(EPA)鉴别的产品有效对抗COVID-19。 

 

在有人被确诊患有COVID-19的情况下，CCSD将对暴露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且清洁和消毒

区域至少应包括所有拥挤交通区域和高接触表面。请参阅CDC指引。 

 
 

儿童营养 

CCSD明白，我们有必要将餐饮服务运营转移至现场或非现场学生送餐系统，或者同时经营。

CCSD将继续支持灵活的模式，以确保有餐饮支持需要的所有学生在疫情期间不间断地获得我们的

服务。 

 

餐饮服务及计划保证 

● CCSD将向所有学生提供餐饮。 

● 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模式，CCSD将在上课期间为合资格享有免费／减免午餐的所有学生

提供校餐。这包括来学校上学的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 

● CCSD将遵守所有适用的健康与安全指引。 

● 不论在何处提供餐饮，CCSD将保护对食物过敏的学生。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clean-disinfect/index.html
https://www.epa.gov/pesticide-registration/list-n-disinfectants-use-against-sars-cov-2-covid-19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disinfecting-building-facility.html


● CCSD将确保学生在进餐前后进行手部卫生活动，并将提倡保持适当的手部卫生，且在

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不允许学生共享食物或饮料。 

● CCSD将在下一组学生前来就餐前对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如适用）。 

● CCSD将遵守儿童营养计划要求。 

● CCSD将积极传达我们的餐饮计划和结构。 

● CCSD将积极寻求识别由于不断变化的情况而可能有权享有免费和减免午餐的新家庭。 

 

安全与卫生 

● CCSD将在厨房和餐厅进行符合CDC指引的清洁程序。 

● CCSD将获取确保食物、学生及工作人员安全所需的设备和用品。 

● CCSD将制定特殊供餐计划，以设法帮助其就餐时的安全与卫生需求可能有别于其他同学

的严重残疾学生。 

● Aramark工作人员将佩戴口罩和护面罩。 

● CCSD将酌情在餐饮服务区获取足够的口罩、肥皂、洗手液及纸巾用品。 

● Aramark和CCSD将对高接触表面（包括桌子、椅子、运输中使用的推车及定点服务触

摸板）进行日常清洁和消毒； 

● Aramark将在处理或提供所有餐饮时佩戴一次性手套和一次性围裙。 

 

餐饮服务人员 

CCSD将与Aramark一起对工作人员进行评估，并作出任何需要的调整。Aramark将确保其工作

人员获得有关新政策和方案的培训。 

 

销售商和供应商 

CCSD将与餐饮服务销售商及Aramark合作，以确定处理交付货品和用品的最安全方法。 

 

餐饮服务 

● CCSD将确保提供餐饮的空间和就餐学生遵守建议的CDC社交距离、PPE、呼吸道和手部

卫生指引。 



● Aramark将确保餐饮符合模式要求，并持续维持各餐饮（包括在餐厅外提供的餐饮）的

制作和计数记录。 

● Aramark将在适当情况下帮助送餐至教室。 

● Aramark将设法解决交易结构以减少暴露，且学区将持续鼓励使用线上支付系统。 

● CCSD将持续满足有特殊饮食需求儿童和残疾学生的独特需求，并培训工作人员为这些

学生提供支持。 

● CCSD将在适当情况下制定餐厅布线方案，以确保保持社交距离。 

● CCSD将不会设立自助沙拉吧、自助服务站或小卖部。 

● CCSD将在适当情况下对各组学生间的桌子、椅子及其他频繁接触的硬表面进行清

洁和消毒。 

 

远程教学—配送免费／减免午餐 

● CCSD将帮助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提供餐饮服务。 

● CCSD将向无法从Horace Greeley取餐的家庭提供餐饮。 

● CCSD将批量提供支持家庭所需的数天餐饮。 

 
有餐饮支持需要但未被列为可享受免费／减免午餐的家庭应与其建筑物负责人联系。 

 

 

交通 

校车是教室的延伸；因此，许多适用于教学楼的建议（例如，保持社交距离和经常清洁）将适

用于校车。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所有学生均有权乘坐学区提供的交通工具。 

 

 

学区政策／学校重新开放的强制性要求 

CCSD将履行有关安全及有效接送无家可归、寄养、残疾及／或就读非公立学校学生的现行规定。

尽管履行这些义务必定会带来挑战，但期望仍然存在。CCSD正在进行相应的规划。 

 

家长程序及责任： 

● 确保学生上车之前先吃早餐。 



● 确保小学生在车站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 

● 确保小学生上下车时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 

● 在司机筛查流程之前应进行温度筛查，以减少上车过程中被拒绝乘车的学生人数。 

 

查帕夸交通运输：校车程序及责任： 

 
校车程序： 

● 学生和工作人员在车上必须始终戴口罩。校车司机将为没有带口罩的学生准

备口罩。 

●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学生将在车上保持社交距离（兄弟姐妹将坐在一

起）。 

● 上车时，可能会测量每个学生的体温。如学生的体温读数为100.0或以上（经过

三次测量），将不允许该学生上车（如家长觉得温度有误，可联系护士办公室，

送孩子上学，并安排在现场、室外进行再次测量）。 

● 如天气条件允许，校车司机将稍微打开车窗和车顶舱口，以增加空气流动。 

● 学生不得在车上饮食。 

 
请注意：经医疗文件证明，因医学原因无法在车上戴口罩的学生将与其他学生保持社交距离 

 

校车清洁程序 

● 将在上午及下午时段对所有校车进行消毒。 

● 将在各班次间擦拭校车的高接触区域（如扶手）。 

 
请注意：校车不会为学生提供洗手液，因为洗手液含有易燃成分。校车司机、监督员及乘务员

不得在校车上随身携带个人瓶装洗手液。 

 

 

查帕夸交通运输工作人员程序： 

● 校车司机、监督员、乘务员及机械师应在上班前针对COVID-19症状进行自

我健康评估，包括体温筛查。 



● 校车司机、监督员、乘务员及机械师必须佩戴面罩和手套（如适用）。 

● 交通运输工作人员（司机、监督员、乘务员、机械师及清洁工）将接受关于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以及COVID-19体征和症状的培训。 

● 在所有班次之前、之后及期间，交通运输工作人员都将采取适当的手部及呼

吸道卫生措施。 

 

 

私立学校及特殊教育交通工具： 

● 当CCSD进行远程授课时，将为非公立／教区学校或因个性化教育计划而被排

除在CCSD之外的学生提供学生交通工具，而这些学校将开设面对面课程。 



社会情感健康 

学区将在所有的三种模式中支持学生的社会情感健康。 

● CCSD将与学校辅导员、学校负责人及PPS工作人员合作，加强现有的学校辅导计划，

以确保其满足学生返校时的当前需求。 

● CCSD将通过专业学习加深我们对心理健康、幸福感、创伤应对及恢复实践以及社会情感

学习(SEL)的集体认知，并将与工作人员、学生及家庭展开合作，以加强合作关系并制定

实施计划。我们将与Marc Brackett博士及耶鲁大学合作，将这项工作与校区范围内

RULER计划的实施联系起来。 

● CCSD将继续明确传达将社会情感健康及学习作为优先事项，并让学校社区成员参与实施

工作。学区将继续与学校级RULER实施团队合作。 

● CCSD将通过实施RULER计划开展SEL，为各年级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发展需求

提供最佳支持。工作人员还将实施明确的RULER SEL课程，并在学术课程中融入培养及

实践SEL能力的机会。 

● CCSD将定期对学生及家庭进行调查，以评估他们的健康情况及持续需求。我们将根据

正式调查数据及其他非正式数据点（例如学生签到会议、教师观察等）提供协助或推荐

以向学生提供支持。 

● CCSD将利用所有学校社区成员（包括学生人事服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来支持学生，并确

保他们的SEL需求得到满足。 

 

 

专业学习、策略及资源 

CCSD将提供 针对心理健康、行为和情感支持服务及计划的资源及推荐。CCSD将提供持续的专业

学习机会，以支持所有工作人员加深对其在支持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及健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了

解。专业学习机会将以在工作人员指导员的支持下、在主管会议日期间、学习团队及在职培训课

程等各种形式呈现。 

 

CCSD致力于以各种方式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行为和情感健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 利用社区-学校圈子／社区班级会议，确保所有学生的心声都能被听到。 

● 通过明确的对话和活动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以帮助他们为面对面学习和远程学习之间可

能的进一步过渡做好准备。 

● 依靠RULER计划及其对建立学生的情商和自我意识的关注，创建安全、支持性及积

极参与的学习环境，以培养学生的社交及情感学习。 

● 培养学校级团队的能力，考虑课堂教师关于学生社会情感／心理健康的推荐 

 

 

文化响应持续教育框架 

 
CCSD将与管理员、教师和工作人员共享文化响应持续(CR-S)教育框架，以便他们能够创建以学

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以确认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为学生进行严格及独立的学习做好准备，

培养学生跨越差异建立联系的能力，聆听历来被忽略的声音并赋予学生作为社会变革推动者的能

力。该框架提供了指导方针，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管理员、学生和社区合作伙伴）

在发展强有力的CR-S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CCSD将尽最大可能继续运用CR-S框架的原则，为

2020-21学年的学校重新开放进行规划。 



预算及财政事项 

CCSD了解到美国经济及纽约州的经济已经受到COVID-19危机及各种缓解措施的巨大影响。我们

承认，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或恶化、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国家经济的哪些部门将受到最严重

的影响，这些都是未知的。 

 
CCSD优先考虑为学校重新开放制定最负责任及最灵活的预算计划。我们的策略将主要侧重

于通过利用未指定的资金余额及指定的储备金来支持CCSD的需求，以补充可能减少的州政

府资金或预期增加的学校开放及运营成本。 

 

疫情调整及CARES法案基金 

在2020-21学年，通过“疫情调整”，州政府援助总额减少11.3亿美元，这降低了学区援助拨

款的最低金额，与各学区预计将收到的联邦《新冠疫情救助、纾困和经济保障》（CARES

法案）基金数额相当。 

 
2020年的CCSD州政府援助拨款为9,945,871美元。如果对我们的预算进行20%的疫情调整，则可

能会减少约200万美元。 

 
各学区通过CARES法案中小学紧急救助基金(ESSERF)与州长紧急教育救助基金(GEERF)相结合的

方式获得了一笔联邦资金。因此，各学区的州政府援助拨款将会减少，但有资格申请联邦教育拨

款。但是，应该指出的是，CARES法案要求将部分基金用于向非公立学校提供公平的服务。 

 
对于CCSD，上述教育拨款的总额约为140,000美元。 

 

 
用于申请州政府援助的180天日程表及出勤报告 

学区通过州政府援助管理系统(SAMS)报告特定入学、出勤及学校日程表信息。最低年度教学时

数要求及180天的课程要求亦通过SAMS报告。 

 

根据校务委员会于2020年7月13日作为紧急规则通过的监管变更，学区可能有资格申请豁免遵守

2019-20及2020-21学年的最低教学时数要求。 



180天的课程要求是一项法规，目前并无任何法律规定允许学区在整个2020-21学年提供少于180天

的教学。 

 

征税 

CCSD依靠纽卡斯尔镇及芒特普莱森特镇征收学区税。在这个方面，我们并未获悉有关该流

程的任何程序性变更。 

 

 

 

出勤 

在这三种模式中，每天都会通过直观可见的方式记录学生的出勤率，并由在册教师在我们的数据

库中进行标记。当学生无法上学时，家长必须联系适当的考勤记录人员说明缺勤的原因。 

 

小学考勤 

●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Cary Vigilante 

● 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Paulette McCarron 

●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Dawn Dellner 

 
中学考勤 

●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Naveena SalyGeorge 

●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Linda Waller 

 
高中考勤 

●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Laura LoBreglio 

 

忽视教育 

如果监护父母或监护人未能确保孩子及时且定期地上学（无论我们是进行远程教学还是现场教

学），或由于不允许的原因而使孩子辍学，从而对孩子的教育进程产生不利影响，或存在这种不

利影响的紧迫危险，则可以提出忽视教育的指控。如果父母／监护人认为孩子在疫情期间到校上

学不安全而将孩子留在家中，只要孩子积极参与远程教学，就不会被视为忽视教育。 



 

对疑似教育忽视案例进行报告及调查给当地社会服务区及学区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与挑战。

相关机构、学区及我们服务的家庭合作解决学区及家庭所关切的问题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从报

告流程（学校的责任）到调查流程（这属于儿童保护服务(CPS)的职权范围），学生、家长、学

校官员及CPS工作人员之间有许多机会进行及时干预及合作。 

 

技术与连接 

 
设备访问 

CCSD将确保所有学生均可单独访问计算机设备： 

 

● 小学：所有学生均获提供iPad及键盘。 

● 中学：所有学生均获提供SurfaceGo及键盘 

● 高中：所有并无个人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Chromebook、iPad或全尺

寸平板电脑）供个人使用的学生均获提供Chromebook。 

 

CCSD已向所有教职工提供笔记本电脑（MacBook或Surface Pro） 

 
连接 

CCSD已对社区进行调查，并且为无法连续、可靠地充分访问高速互联网以全面参与远程／在线

学习的所有学生提供了移动热点。如果我们得知学生的WiFi接入状态发生了改变，CCSD将为他

们提供一种通过学区拥有的移动热点或适当替代方式连接互联网的方法。 

 

所有教师均拥有可提供远程指导的充分互联网访问权限。 

 

数字平台 

CCSD为学生提供多种参与学习的方式，并在远程或混合模式中展示对学习标准的掌握。在设计

有效的远程／在线学习体验及远程／在线教学的最佳实践方面，CCSD正在为领导及教育工作者

提供稳健的专业发展。CCSD的技术专家及专业开发人员团队可为教师、学生及家庭提供信息技

术(IT)支持。 



 

小学 

学生将收到一台iPad，并使用Google Classroom作为学习管理系统，将SeeSaw作为档案系统，

并且采用各种GSuite及Apple iPad应用程序来加强教学。学生使用Houghton Mifflin Math In 

Focus在线平台及Dreambox个性化数学学习平台进行数学教学。学生使用各种平台来获取

ELA教学的分级文本，并将使用Zoom平台进行同步学习。 

 

中学 

学生使用Canvas作为学习管理系统。Canvas可为学生提供所有教学工作，并可提供Zoom同步课

程链接。教职工使用Canvas向学生提供有关其学习的反馈，并采用所收集的数据对其教学做出明

智的决定。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学生使用Canvas作为学习管理系统。Canvas可为学生提供所有教学工作，并可提供Zoom同步课

程链接。教职工使用Canvas向学生提供有关其学习的反馈，并采用所收集的数据对其教学做出明

智的决定。 

 

请注意：学区采用常识媒体课程及其他方法为学生提供教学，以构建数字流畅性。 

 

资料隐私 

CCSD制定了相关协议及政策，以确保学生资料的隐私及安全，从而确保遵守与学生技术使用

相关的联邦及州法律，包括纽约州《教育法》第2-d条及《教育署长法规》第121部。 

 
 

教与学 

尽管我们面临COVID-19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CCSD的学生仍有权享受免费的公共

教育。我们将努力确保所有CCSD学生均对他们的学习感到安全、投入及兴奋，无论是面对

面学习、远程学习还是两者的某种结合。 



 

教与学的核心是学生与同龄人、教师及学校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正在寻找一种回归日常

生活的感觉，因此所有努力都将表明，在这段不可预知的时期，建立积极的日常活动及友好的

环境来支持学生至关重要。 

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个别学生需求及公平是所有学习体验的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规划秋季

课程时，灵活性至关重要，我们将准备在面对面、远程学习及混合模式之间进行转换，以尽量减

少对学生的干扰。 

根据NYSED的要求，我们将在每个学年为学生提供至少180天的教学。教学天数将计及面对面、

远程或通过混合模式授课的天数。 

 

以下部分载有关于学校为2020-2021学年做准备的强制性要求及建议做法的信息，包括关于K-

12课程、职业及技术教育的信息。 

 

重开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 所有CCSD学校都将制定2020-2021学年的持续学习计划。该计划将为面对面、远程及混

合教学模式做好准备。 

● 教学将继续与纽约州学习标准的成果保持一致。 

● 公平将是所有学校教学决策的核心。将制定所有教学内容，确保无论是面对面授课、远程

授课或由于当地或州立学校停课而采用混合模式，所有学生均可获得明确的学习机会。此

类机会将与州政府标准保持一致，并将包括定期安排时间让学生进行互动及寻求教师的反

馈和支持。 

● 与学术课程保持一致的教学内容将包括与经适当认证的教师进行定期及实质性的互动，而

不论采用何种授课方式（例如面对面、远程或混合授课）。 

● 每所学校都将制定清晰的沟通计划，以说明学生及其家人／照料者如何与学校及教师取

得联系，询问有关其教学及／或技术方面的问题。该信息将以多种语言向所有人提供，

并将广泛传播，并且列有供学生及家长通过电子邮件及／或电话与学校及教师取得联系

的明确及多种方式。 



重开计划的考虑因素 

● 教学体验应具有包容性、文化响应、考虑所有学生的需求，并遵守所有既定的州政府法规

及指引（请参阅特殊教育及英语学习者部分，了解更多具体指导）。 

● 由于2019-2020学年学校停课，每所学校都将为需要额外社会、情感或学术支持的学生

提供支持，以确保顺利完成2020-2021学年。在可行的情况下，学生及家长均将参与规

划所有补习或支持措施。 

● 我们将正确看待学生的学习落后情况，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重新适应学校环境。在对学

生进行评估之前，我们的教师及领导会花时间进行社交分享及营造一个安全、舒适及常

规的氛围。 

● 形成性和诊断性评估将用于确定学生的个人需求并以提供额外帮助为目标，以确保满

足学业及社会情感需求。 

●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提供机会，让工作人员在夏季及学校开学之前会面，以讨论个别学生

的需求并分享面对面、远程或混合学习模式的最佳实践。 

● 我们将继续优先考虑管理员、教师及助教在即将到来的学年的专业发展需求，特别是与在

混合环境中教学、远程教学及技术使用相关的需求。 

● CCSD将为学生及家长／照料者提供培训及支持，以确保他们舒适、轻松地参加教学课

程以及使用提供教学内容的任何技术平台及设备。 

 

指导原则 

已制定指导原则，以改进2020年春季推出的iLEARNING 1.0。本文件确定了需要改进的方面，侧

重于我们的专业发展，并将改善学生在混合及远程模式中的体验。iLEARNING教学框架建立在课

程设计、课程设置、学习环境、学习体验及专业责任的研究及最佳实践支柱之上。每个支柱均包

含五个组成部分，详细说明了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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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 

• 学习管理系统 

• 课程导航与设置 

• 沟通清晰一致 

• 公平获得 

• 设计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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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 优先事项 

• 一致性及节奏 

• 单元结构 

• 内容均衡 

• 可获得性及文化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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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 

• 惯例与程序 

• 互连安全社区 

• 坚持与严谨 

• 响应性与个性化 

• 责任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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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体验 

• 教学模式 

• 课程结构与传播 

• 参与与讨论 

• 评估与反馈 

• 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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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责任 

• 反思与调整 

• 专业学习 

• 自理、惯例与界限 

• 灵活性与适应性 

• 专业联系 

 

iLEARNING 2.0教学框架 

查帕夸中心学区 



 
 

K-6年级 

根据《教育署长法规》的规定，所有学生均应接受旨在帮助其达到州政府学习标准的指导。学

校必须确保学生接受优质、严谨及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以满足他们的学业需求，并使他们达到

所有课程领域的学习标准。 

 
除体育课外，K-6年级对任何科目均无具体的时间要求。这些年级的教育计划将采用最佳教学实

践及资源，并注意最大限度地增加教学时间及为这些年幼的学习者提供支持。 

 
学校将针对完全远程学习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制定计划。采用适当方法保持联系，支持学生在

家学习是每所学校重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学生都将定期联系经适当认证的教师并与其

进行互动。尽管远程教学面临挑战，学校仍将努力确保教师以某种形式与学生保持日常联系，

以确保学生的学业需求及社会情感健康。无论教学环境如何，都将按照NYSED的要求跟踪教师

／学生的联系情况。（请参阅本指南中的“出勤”部分。） 



 

7–12年级 — 学习单元 

所有中学生均将获提供旨在使他们达到州政府学习标准的教学内容。学习单元定义（180分钟／周

或同等时间）为这些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受教育权的框架。其目的是提供学校必须提供的强制性最

低数量的教学内容，以使学生有机会掌握特定学科的内容。在正常情况下，在面对面的教学环境

中，州政府要求学生的上课时间必须遵守该时间要求。 

 
由于COVID-19疫情，我们已经为各种可能导致师生之间无法进行特定数量的面对面接触的意外事

件制定计划。为了使学校能够为各类教学模式制定计划，包括远程及混合教学模式，CCSD考虑

了每周180分钟的教学时间要求，作为在设计及提供符合中级和毕业标准的教学内容时进行比较的

基准。我们将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公平地获得优质及严谨的教学机会及体验，而相关教学内容均由

在课程内容或学科方面有能力的高素质、经认证教学专业人员提供。在开发新的教学模式时，我

们的目标是确保教学体验在整体上与传统教学（180分钟／周）学习单元的严谨性、范围及程度相

若。 

 
教学体验不仅仅是指学生在教师或屏幕前所花费的时间，还包括在教师的指引和指导下进行标准

化学习的时间。这些体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在线模块或任务；观看教学视频；回复帖子或

教师的问题；与其他课堂参与者进行在线或电话讨论；进行研究；开展项目；或通过在线平台或

电话与教师进行面对面会议。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学习都将得到支持，学生将定期获得合资格教师的帮助。 

 

 

学习单元 

 

中学阶段的学习单元是指整个学年每周至少180分钟的教学时间或同等时间。“同等”是指至少180

分钟的教学时间，以传统面对面模式或通过其他教学体验（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技术或混合学习模

式）进行教学，这即是指将在一位经适当认证的教师的指引和指导下进行标准化学习。教学体验

应包括但不限于：与经适当认证的教师进行有意义和频繁的互动；旨在满足学生个人需求的学业

及其他支持，以及体现与面对面授课一致的学业期望的教学内容。任何其他教学体验均须包含对

学生作业及跟踪学生参与方法的有意义反馈。 



 

课时学分 

教学的重点应该是让学生做好准备，以达到课程的学习成果。课程的设计、课程的选择及学生

的期望由学校或学区在当地设定。任何达到课程学习成果的学生均须获得该课程的课时学分

（如适用）。 

 

科学实验室要求 

根据《教育署长法规》的规定，在理科会考结束时完成的课程必须包含1200分钟的实验室体验。

由于COVID-19可能会引致混合或完全远程的教学模式，因此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实验室体验、虚拟

实验室体验或将虚拟与实际操作实验室体验相结合，以及2020-21学年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报告，满

足1200分钟的实验室要求。该实验室要求是对课程要求的补充，使学生有权参加终极会考。学区

将调整每门科学课程的特定实验室体验；确定一种或多种教学模式；并确定一个可行、经审查及

可接受的虚拟实验室列表，或将虚拟与实际操作实验室体验（学生在会考结束时需完成的每门科

学课程）相结合。学校将确定学生记录实验室体验及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报告的方法。在虚拟环境

中，将以体验的质量和每项实验室体验的圆满完成为重点，而并非以完成此类实验室体验的时间

为重点。任何按照教师的期望完成所有实验室体验的学生均被视为已满足1200分钟的要求。 

 

体育课 

参加体育课(PE)对我们学生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体育活动不仅有益于学生的身体健康，而且

研究表明，定期进行体育活动可以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有助于取得学业成功。CCSD的重开计

划将确保，无论是采用面对面、远程还是混合教学模式，学生都将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在经认

证体育老师的指导和监督下参加体育活动。了解到混合模式的课程表可能会限制与经认证体育老

师的面对面上课时间，因此老师将尽其所能为学生制定一份学习活动菜单，供学生在其课堂教师、

其他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或独立参与有关活动。 



 

面对面学习 

 
纽约州卫生部指引规定，CCSD将确保在参加需要有氧运动并引致沉重呼吸的活动（例如参加体

育课）时，每个人在所有方向均须保持12英尺的距离。这有助于学生在增强班级社区感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 

 

远程学习 

● 我们将为所有学生提供同步学习机会。有时也会提供支持教学模式的非同步学习，但这将加强而

非取代同步教学。 

● 学生将参加需要很少或不需要设备的个人体育活动（如娱乐、健身、体育活动）。 

● 我们将考虑翻转式课堂教学法，即学生首先在家了解某个主题，然后在课堂上准备学习更多相关

知识（例如，学生在家观看有关The Haka的视频，然后老师在学校回答问题并进行更深入的教

学）。 



职业及技术教育(CTE) 

 
CTE内容及授课 

在规划CTE教学时，无论是通过面对面、远程还是混合教学模式，CCSD都将确保满足所有适用

的纽约州学习标准，以及满足这些标准的关键内容及适用的行业认证或其他大专毕业证书的要求。 

 

CCSD将继续与所有商业及行业合作伙伴合作，以确定并确保提供基于工作的安全及健康的学

习机会。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面对面或远程参与基于工作的学习的机会。 

 

 

残疾学生注意事项 

CCSD工作人员或订约服务提供商将协同工作，设计基于工作的学习体验，以符合学生的个性化

教育计划(IEP)目标。在可行的情况下，可以将远程或混合教学体验用于基于工作的学习时间。如

果参与的外部企业无法满足学生的IEP要求（工作指导、PPE等），CCSD将考虑在校内安置。 

 

 

学术干预服务 

3-8年级的学生（包括残疾学生及英语学习者）如在英语语言艺术、数学、社会研究及科学方面

有可能达不到州政府学习标准，则有权根据《教育署长法规》第100.2(ee)条接受学术干预服务。

由于2019-20学年并未对3-8年级进行纽约州评估，因此CCSD将制定程序在每个年级统一应用，

以确定哪些学生有权获得此类服务。该程序将考虑学生在多项指标上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项或多项指标： 

● NWEA／MAPS阅读及数学评估 

● 课程嵌入式评估 

● 常见的形成性评估，例如学区数学评估 

● 心理教育评估的结果 



● 成绩报告单 

● 教师进度报告 

 

评分 

CCSD将检讨在2020年春季实施的修改后的评分系统的结果，如有必要，将作出调整并在可行范

围内尽快将这些调整通知家长及学生。 

 

评估 

当我们根据三种授课方式（面对面、远程及混合）制定教学模式时，我们将研究如何评估学生，

以及如何将学生的进步传达给家长及照料者。 

 
以下注意事项将指导我们实施2020-2021学年的评估计划： 

 

● 注重预评估及嵌入式形成性评估，以指导教学 

●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时间和机会，以便合作及计划创建预评估。 

● 在规划评估方法时，应满足某些学生的考试适应需求。 

● 确定一套可用于各种教学模式（远程、混合及面对面）的评估工具。 

● 制定策略，以根据教育部的指导确定需要学术干预服务(AIS)的学生，并计划提供面

对面、远程或混合教学模式。 

 

体育运动与课外活动 

校内运动及课外活动是学生生活及学校社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因COVID停课期间，学生无法参

与及享受这些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是构成任何学校课程的一部分。由于学校计划在9月重新开学，

应注意只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恢复这些活动，并制定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此外，学校可能会考虑

创建在再次停课时可采用远程方式继续进行的课外活动。 

根据纽约州卫生部发布的重新开放指南，学校／学区必须制定关于课外活动课程的政策，包括允

许开展哪些活动、考虑保持社交距离、PPE的使用、清洁和消毒以及COVID-19传播的风险（例如

校内运动、集会及其他聚会）。相关政策应考虑如何维持同类群组（如适用）或同一家庭成员。 



学校／学区应参考卫生部的《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的体育及娱乐活动暂行指南》

(Interim Guidance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ublic Health Emergency)，以帮助

制定相关政策；但是，在发布本指南时，不允许进行校内运动，且有关体育活动的其他信息即将

发布。 

 

校内体育运动 

根据NYSDOH指南，在发布本指南时，不允许进行校内运动，且有关体育活动的其他信息即将

发布。 

 

纽约州公立高中体育协会(NYPSPHAA)成立了一个COVID-19工作组，该工作组由NYSPHSAA成

员主管、校长、体育主管及执行理事以及纽约州体育行政人员协会及州教育部的代表组成。

CCSD体育部将在纽约高中生运动员获准重返体育赛场时，遵循NYSPHSAA工作组提供的所有指

引。工作组正在审查关于2020-2021学年的州及地方健康指引以及NYSED指南，以确定（其中包

括）各校际体育赛季可能需做出改变的程度。COVID-19工作组将继续审查与COVID-19危机相

关的2020年秋季及2020-2021学年的各个方面，例如开始日期、实践要求；观众到场人数；再社

会化工作；协议；程序；交通等。随着不断掌握更多信息，体育部将相应地与所有利益相关者

沟通协议及指引。 

 

体育运动与课外活动 

在校期间，CCSD设施的使用仅限于CCSD赞助的体育运动与课外活动。CCSD将最大限度地利

用技术创造或继续开展某些不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课外活动。 

 

课余时间设施的使用 

课余时间获准社区使用学校跑道、投掷圈及网球场，前提是须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并且我们

的体育项目不会使用这些设施。 

 

 

特殊教育 

 
在整个州，残疾学生尤其受到了2020年春季学校停课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学生无法完全

获得他们取得学业进步所需的课程及服务，尤其是那些最好面对面提供的课程及服务。学区的重

开计划已考虑残疾学生的特殊需要和要求。 



 
特殊教育计划及服务为残疾学生参与及参加普通教育课程并取得进步提供了公平及机会。学校重

开计划必须提供一个框架，以确保所有残疾学生继续获提供适当的免费公共教育(FAPE)，该免费

公共教育强调旨在满足残疾学生的独特需求并为其进一步教育、就业及独立生活做好准备的特殊

教育及相关服务。考虑到学生、家人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学校重开计划的设计必须

能够在面对面、远程及混合学习环境之间进行转换，以确保提供符合不断变化的健康及安全条件

的FAPE。 

 
NYSED特殊教育办公室(OSE)编制了指导文件，以解决家长、教育工作者、管理员及其他关键利

益相关者在此次公共健康危机期间提出的有关实施特殊教育计划及服务以及提供FAPE的常见问

题。OSE指南基于美国教育部(USDE)发布的最新信息以及纽约州行政命令及纽约州卫生部指南

所载的信息编制。本节末尾载有相关联邦及纽约州资源的链接，供您参考。 

 

重开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CCSD将满足重开计划中对残疾学生的强制性要求。 

 

● 无论是面对面、远程及／或通过混合模式提供服务，CCSD都将提供符合针对保护残疾学

生以及获提供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的学生的健康及安全需求的FAPE。 

● 为满足IDEA的要求，CCSD将在向其子女提供服务时，寻求及保持家长以其首选语言

或交流方式进行有意义的参与。 

● 通过工作人员发展及沟通，CCSD将继续满足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CPSE)及特殊教育委

员会(CSE)以及计划提供者（代表为学生服务的各种情况）之间的合作需求，以确保对所

提供服务的理解符合个性化教育计划(IEP)的建议、监督及交流学生进步的计划以及共享

资源的承诺。 



● 根据个性化教育计划的规定，CCSD将确保获得必要的住宿、改造、辅助教具和服务

以及技术（包括辅助技术），以满足学生独特的残疾相关需求。 

● CCSD将继续以其首选的语言或交流方式记录为残疾学生提供的课程与服务以及与家长的

交流。 

 

重开计划的考虑因素 

● CCSD特殊教育管理员、教师及相关服务提供者将讨论并制定应急计划，以在可能会间歇

性或长期停课时解决学生的远程学习需求。 

● 在可能的情况下，CCSD将向高需求学生及学龄前残疾学生提供面对面服务视为优先事项。 

 

最少限制的环境(LRE) 

 
残疾学生必须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优质课程，这些课程乃根据他们的个人需要及能力设计，使他

们能够达到为所有学生确立的预期学习成果。鼓励学校创新，确保残疾学生有机会在符合IEP

的最大程度上与非残疾学生共同接受教学。如果提供面对面教学，CCSD将确保健康及安全要

求不会导致残疾学生与非残疾学生的不必要隔离。 

 

LRE文件 

由于CCSD学校计划重新开学并确定残疾学生将如何获得LRE，因此将考虑如何记录该过程，包

括谁将参与做出相关决定。CCSD将考虑如何记录家长在考虑LRE时的意见。 

 

IEP实施 

CCSD认识到，在学校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之前，在因COVID-19疫情停课期间就提供服务实施IEP

方面的相同灵活性继续适用于有关课程及服务，而不论该等课程及服务是否以面对面及／或远

程方式提供（例如，模式及／或方式方面的灵活性；小组或个人课程；相关服务的特定小组人

数、相关服务的频率、持续时间及地点，以及特殊班级人数比例等）。 



 

提供服务 

与先前发布的OSE指南一致，学区必须确保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每名残疾学生提供学生IEP中确

定的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在2020-21学年，由于在学校复课时必须制定健康及安全要求，学校可

能无法以通常提供的相同模式及／或方式提供所有服务。学校将需要确定将使用何种服务提供方

式来提供特殊教育计划及服务，以满足残疾学生在计划各类教学模式（包括面对面及远程学习）

时的需求。如果需要提供远程服务，CCSD将继续利用OSE指导文件所载信息进行规划。 

 

进度监控 

CCSD的教师和服务提供商将继续收集面对面或远程的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监督每个学生相对

于年度目标的进度，并评估学生特殊教育服务的有效性。为了解学生目前的学业成就和功能表现

水平，以及确定停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干扰学生的学习，确定学生进度十分必要。如果无法

通过合理的方式满足学生的IEP中指定的进度报告程序，则会通过电话和其他电子方式继续向家

长报告进度。 

 

应急计划最佳实务 

2020年3月，NYSED根据联邦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OSEP)提供指导，即当学校转为在线或虚

拟学习平台时，无需对IEP进行修改。随着COVID-19疫情蔓延，学区CPSE／CSE委员会将

为所有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并考虑制定计划，以在学生可能会间歇性或长期停课时解决学生

的远程学习需求。 

 

补偿服务 

CCSD须提供FAPE，使其符合保护健康和安全的首要需求。在提供教育课程和服务时，尽管

怀有良好意愿、作出最大努力并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残疾学生仍可能丧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CCSD CPSE／CSE将对以下问题做出个性化的决

定，即学校重新开放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补偿服务、如何结合学校的重新开放计划提供

服务，以及如果学校必须在下一个学年再次关闭，如何继续提供服务。 

 

IEP实施文件 

● 学校将确定如何处理和维护其他相关文件，涉及远程教学期间不断变化的学生需求，以及

在长时间无法面对面教学后回归传统课堂环境。 

● 学校将确定如何维护有关提供给每个学生的教学和服务的文件，以便在对之后的学

生需求作出任何个性化决定（包括过渡服务）时，将其传达给CPSE／CSE以供考虑。 

● 学校将考虑如何记录和维护对学生进度的形成性评估和持续监督，以及如何以CPSE

／CSE和家长的首选的语言或交流方式向其提供文件。 

● 学校将保留与家长合作的文件，以制定可能在学校停课期间实施的任何应急远程学习

计划。 

● CCSD将保留在学校重新开放后向个别学生提供补偿服务的文件，其中载有以CPSE／

CSE和家长的首选的语言或交流方式向家长、CPSE／CSE和其他相关方提供的信息。 

 

寻找特殊儿童 

学校重新开放后，CCSD将承担IDEA的职责，以识别、定位和评估所有需要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

的残疾学生，同时考虑停课可能对所有学生产生的影响。 

 
 

转介 

在转介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之前，CCSD将考虑由于COVID-19而在学校停课期间可能影响学生

进度的所有因素。如果学区怀疑学生有残疾，其将转介该学生进行特殊教育初评，并获得家长的

同意进行评估。但如果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因学校停课和教育提供方式改变而导致，则不推荐转介。 



按照《教育署长法规》第200.4(a)条的程序，所有家长的转介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转介请求将视

为照常开展。 

 

初评／重新评估 

重开计划必须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以面对面或远程方式进行特殊教育评估（即初评和重新评估）。

CCSD CPSE／CSE将审查记录以确定哪些学生应进行初评或重新评估，并制定计划解决任何积

压的评估。CCSD致力于尽最大可能提供面对面评估。 

 

资格审定／年度审查会议 

CCSD将继续坚持明确对CPSE／CSE的程序和要求，以符合相关规定（包括在初评后做出资格

审定），并至少每年审查并（如适当）修订每位学生的IEP。在开展CPSE／CSE会议时，残疾

学生的家长和CCSD可能同意使用满足参与要求的替代方式，例如视频会议和电话会议。 

 

 

沟通／协作 

建立清晰、持续、共享的沟通与协作方式对于确保公平获得特殊教育计划和服务以及为残疾学

生持续提供FAPE至关重要。CCSD和服务于残疾学生的核定计划将与家长和家庭合作，以确保

继续为学生提供FAPE，以满足保护学生及其服务提供商健康和安全的需求。 

 

与残疾学生家长进行有意义的外展和互动 

除学校针对所有学生开展的交流工作外，残疾学生的家长有合法权利了解有关其子女FAPE的识

别、评估、教育安置和提供方式的信息。无论是通过面对面、远程还是混合模式提供特殊教育计

划和服务，CCSD的学校工作人员与家长之间的有效沟通将包括以下内容： 



● 以共同协作和创造性的方式开展工作，帮助确保了解学校的工作，即提供与IEP建议相一

致的服务并监督学生进度； 及 

● 按家长的首选语言或交流方式与之沟通，并记录外展工作。 

 

程序保障和事先书面通知要求 

● CCSD将继续向家长提供程序保障通知。 

● CCSD在更改学生的FAPE识别、评估、教育安置或提供方式之前，将在合理的时间内继续

向家长提供事先书面通知。 

● 如果家长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文件，则CCSD将通过电子邮件向家长提供程序保

障通知、事先书面通知和CPSE／CSE会议通知。 

● 如果继续通过远程或混合模式提供教学或相关服务，则无需事先书面通知，因为远程学习

和远程实践被认为是教学的另一种模式，而不是改变学生的教育安置方式。但根据当前情

况，如需对学生的IEP进行修订或添加，以在COVID-19停课期间继续满足学生的需求，此

类更改将由CPSE／CSE在会议上作出，或通过与家长达成书面协议在不开会的情况下修

改IEP（父母须获提供一份修订IEP的文件副本以及有关IEP拟定变更的事先书面通知）。 

 

合作和协作关系，反映为学生提供服务的所有环境 

通过在各种环境中持续提供服务，可反映出残疾学生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由于学区最终负责提供

FAPE，因此与所有适用学校环境的代表的频繁互动机会将最有利于共同审核有效的服务交付和

学生进度监督。对于在特许学校接受特殊教育计划和服务的学生、合作教育服务委员会(BOCES)

计划、独立学校或宗教学校、为残疾学生提供的核定学龄计划、或对于与郡县签约的核定学前特

殊教育提供商而言，每个学区都必须进行外展工作，以随时了解计划活动相关的教学以及相关服

务的性质和提供情况，并酌情确定可供学生使用的共享资源、材料和技术。 



对于通过与学区或郡县订立的合同提供的特殊教育计划和服务，必须继续通过学生的订约学区计

划、BOCES计划、设有核定特殊教育计划的非公立学校、特殊法学区、公立学校、 

国家支持的学校、学前特殊班或综合设置计划的学前特殊班、学前特殊教育流动服务提供商或

相关服务提供商（如适用）必须继续记录提供的教学和相关服务，以便将这些活动传达给负责

制定学生IEP的学区。在根据适用的标准和要求，就是否需要更改IEP建议或补偿服务作出个性

化决定时，必须考虑此文件。 

计划提供者与CCSD之间成功的持续合作关系将反映为对学生需求作出最佳反馈所必需的协调

工作。 

 

调整和修改 

CCSD的学校将继续审查教学实践，以制定计划为残疾学生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以使其在通

识教育课程中取得进步。调整是任务及／或任务分配方式的改变。修改是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改变。

考虑到学生独特的残疾相关需求，CCSD致力于提供调整和修改，以确保公平和获得通识教育课

程的机会。 

 

补充性援助和服务 

补充性援助和服务是指在普通课堂、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环境以及课外和非学术环境中提供的援助、

服务和其他支持，以在限制最少的环境下，最大程度地使残疾学生与非残疾学生一起接受教育。

CCSD将确保残疾学生能够获得补充性援助和服务，以满足他们独特的教学和社交情感需求。 

 

技术 

CCSD CPSE／CSE将继续识别需要辅助技术以加强、维持或改善其功能的残疾学生。CCSD将

确保学生能够获取其工作技术和任何附带的程序。 

 

作为新语言的英语和世界语言 



对所有学生而言，2020年春季的COVID-19危机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尤其给最弱势学生（包括英

语学习者(ELL)）带来了特殊困难。我们的学校重开计划解决ELL的特殊需求。CCSD将优先考虑

以ELL学生及其家人首选的语言和交流方式与之沟通。 

 
在准备重新开放学校时，我们将牢记法律规定，并将继续为英语学习者提供规定的服务。此外，

我们将为任何需要在首选语言的技术使用方面需要帮助的家长提供支持。CCSD将提供必要支持，

以识别和阻止由于COVID-19停课而可能造成的学习落后情况。 

 

重开的强制性要求 

● 对于2019-20学年COVID-19停课期间入学的所有学生以及2020年夏季和2020-21学年的

前20个教学日入学的所有学生，如果CCSD采用面对面或混合教学方式重新开放，则ELL

识别过程将在学年开始后的30个教学日内开始。在20天的弹性时间后，根据《教育署长

法规》的规定，将在最初入学后的10个教学日内重新开始对所有学生进行ELL识别。 

● 在面对面或混合教学中，将根据最近测得的英语流利水平向所有ELL提供所需的教学学

习单元。 

● CCSD将与ELL的家长／监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定期沟通，以确保其在重新开放过程中关

照子女的教育。我们将以其首选的语言和交流方式向ELL的家长／监护人提供所有沟通

方式。 

 

 

重开的考虑因素 

 
● CCSD将确保所有教师和管理员获得技术使用相关主题的专业知识，以及ELL相关主题

的混合或远程学习策略。 

● CCSD将采取政策，满足远程和混合学习交付中英语学习者／多语言学习者成功蓝图中

概述的指引。 

● CCSD将考虑开发进度监督工具，以提供数据来识别学生的英语和母语在英语流利水

平和内容领域熟练水平方面的学习差距。 



● CCSD将在重新开放过程中恢复并创建计划，以解决正规教育中断／不一致(SIFE)的学

生、参与IEP的ELL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 

● CCSD将在面对面和混合模式中向ELL授课时继续使用教育技术，以增强学生对这些

工具的熟悉程度。 

● CCSD将定期与学生积极互动，以评估其对满足ELL独特体验的社会情感健康支持的需求，

并在远程或混合学习期间以学生的母语提供或翻译为其母语。 

● CCSD将尽最大可能确保所有ELL和其他弱势学生都能获得远程学习期间所需的技术和无

线网络，使其不因COVID-19停课和远程／混合学习而落后。 

● CCSD将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学生认为必要的其他学习单元。这种灵活方式可以采取其他

ENL课程形式，以解决口头语言发展、写作和阅读技能以及学术词汇拓展的问题，从而提

供更多内容获取途径。 

● CCSD将牢记ELL／MLL家长的独特需求，并为远程或混合学习模式的后勤和功能（包括

上述口译和笔译需求）提供支持和指导，以确保家长有公平机会获得有关其子女在2020

年秋季重返学校时的重要教育信息。 

● 混合或远程学习期间，CCSD将实施共享文化响应性持续教育框架中的做法。 

 

 
潜在ELL的初次识别 

 

NYSED已批准对ELL识别过程进行临时紧急监管变更，以解决需要在2020-21学年开始时

完成第154-2.3(a)部规定的ELL识别过程的新入学学生的积压工作。 

 
对于在2019-20年度COVID-19停课期间入学的所有学生，以及2020年夏季和2020-21学年的前20

个教学日入学的所有学生，使用面对面或混合教学方式重新开放的学校必须在学年开始的30个教

学日内完成ELL识别流程。在20天的弹性期后，所有使用面对面或混合教学方式重新开放的学校

都应按照《教育署长法规》第154部的规定，在所有学生首次入学的要求的10个教学日内完成

ELL的识别，包括ELL筛选、识别和安置过程。对于新入学者，应根据该学区的安全规定以面对

面方式完成进行最初筛选程序，以确保在区域重新开放后遵守州长行政命令和疾病控制中心(CDC)

的健康与安全准则。 



 

 
英语作为新语言(ENL)课程的学习单元 

 
根据最近测得的英语流利水平（如在面对面或混合学习过程中进行的最新NYSESLAT或

NYSITELL评估中所证明），将向所有ELL提供其ENL课程所需的学习单元。在退出ELL身份后的

两年内，处于熟练掌握水平的前ELL将继续以面对面或混合教学方式接受综合ENL的形式的前ELL

服务，或《教育署长法规》第154-2.3(h)部批准的其他前ELL服务。 

 
CCSD将审查在2020-21年度熟练程度达到前ELL水平的第三年级学生的能力（在NYSESLAT 

2018年行政管理中取得“熟练”水平的学生），并为这些学生提供其认为合适的补充性前ELL服

务。 

 

 
交流和语言服务 

 
ELL的家长／监护人的所有通讯都将使用其首选的语言和交流方式。如之前的指南中所述，联邦

和州法律（包括但不限于第154部分规定）所规定的语言协助义务在整个学校停课期间一直有效，

并且学校继续负责确保 ELL／MLLS的家长／监护人以其首选语言接收其他家长可获取的信息。 

 
CCSD将尽最大可能通过合格的口译／笔译员提供该学区最常用语言（至少为大量和大比例ELL

所用语言）的口译和笔译。 

 

确保ELL／MLL成功的指导原则 

英语学习者／多语言学习者成功蓝图是一个适用于全州的框架，其设定对管理员、政策制定者

和从业人员的要求，令ELL／MLL为学术成功做好准备，并为进入大学、参加工作和成为公民奠

定基础。该蓝图列出ELL教育的八项原则，并在其中落实了《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 和

《教育署长法规》第154部的要求。这些原则提供了指导和资源，促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双语教

育、英语作为一种新语言(ENL)和世界语言研究（包括纽约州的本地语言）。



 
在CCSD计划重新开放时，应建立教学最佳实践，借此每名教师准备利用ELL的母语和英语要求设

计其自身内容领域的学习单元。除ENL和BE计划的语言发展指导员外，ELL会面对许多学校教师

和工作人员，这就是ELL／MLL成功蓝图声明“所有教师都是ELL／MLL的老师，必须制定相应计

划”的原因。CCSD将继续运用蓝图原则，为2020-21学年的学校重新开放进行规划。 

 

进度监督 

 
在取消2020年NYSESLAT后，CCSD将使用小学识字评估、MAPS评估和TC运行记录，确保学

生获得适当水平的教学。以下提供了若干可供学校考虑的选项。 

 
CCSD将正式使用现有的本地非正式进度监督工具，实施能够监控和收集学生成绩数据的工具，

以指导教学，并制定英语和家庭语言发展的教学目标并帮助加快学习进度。这些进度监督工具

可用于计划、修改及／或区分教学。 

 

 
教育技术 

 
为帮助学生为将来可能的停课做准备，并令其熟悉学习的新技术趋势，帮助其更好地为大学、工

作和公民做准备，CCSD将继续使用技术（包括在线学习和其他教育 数字工具），这不仅可以满

足ELL的知识需求及巩固其知识，还可帮助ELL成为数字学习者。在日常面对面或混合活动和课

程中，（策略上包括）在线资源、数字工具和媒体将有助于顺利过渡至将来的学校停课。 

 
家庭合作及沟通 

 
CCSD将继续以学校的ELL／MLL群体最常用语言来创建和宣传家长／监护人资源，以介绍如何获

取在线教育中使用的技术。 



online education.这些资源应发布在学区网站及／或社交媒体平台。 

 
纽约州英语学习者家长热线：家长和学生如果对语言服务或其受教育权的其他方面有疑问或疑虑，

可联系纽约州ELL／MLL家长热线。该资源由纽约州语言RBERN运营，ELL／MLL的家长以及有

亲子关系的人士可借此根据州法规咨询其权利及其子女的服务交付情况。其允许家长／监护人和

学生采用纽约州前十大ELL／MLL家庭语言查询和接收答复。可通过电话(800)469-8224或电子邮

件nysparenthotline@nyu.edu联系家长热线。 

 
 

 

工作人员 

CCSD将尽其所能，确保所有教师、学校和学区负责人以及学生人事服务专业人员均拥有有效且

适当的任职证书。在确定如何配备教室工作人员时，我们将继续使用随机教学，其中可能包括根

据其资格和教学任务聘请代课教师，以在允许的天数内解决人员配备需求。无论是面对面、远程

还是混合模式，我们还将制定教师预备课程，确定学生和教师支持课堂教学的适当方式； 并应考

虑是否需要对当前批准的APPR计划进行修改，以使其与重开计划保持一致。 

 

教师和校长评估系统 

1. 根据《教育法》第3012-d条，各学区和BOCES须在各学年充分实施当前批准的APPR计划 

a. CCSD将确保各教育工作者的评估模型均包括一项必要的学生表现指标（教师为

SLO；校长为SLO或输入模型）。根据CCSD的最新修订APPR计划，我们将使

用代数和英语会考作为我们的SLO，这有助于显著减少文书工作。 

b. 如果州要求采用完全在线教学模式的混合模式，CCSD将与教师和行政领导共同确

定实现和支持APPR计划的方式，这将使课堂观摩更具挑战性。如需修改APPR计划，

将采取以下步骤： 

mailto:nysparenthotline@nyu.edu


i. 教师和校长的Danielson及MPPR基本评估原则将在当地进行审查，以根

据指定教学模型确定重点领域。 

ii. 由于采用混合模型或完全在线模型，必要时我们将指定被视为属可观察的

Danielson评估部分。这可能是少数可观察到的评估部分。 

 
 
 

 

CCSD 2020-2021学年持续学习计划参考和资源： 

 

■ NYSED COVID页面 

 

■ 纽约州卫生部 

 

■ WESTCHESTER DOH COVID页面 

 

■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 美国儿科学会(AAP)—COVID-19 

 

■ NYSED—学校重开常见问题 

 

■ NYSED恢复、重建和激励纽约州精神 

学校指南 
 

■ NYSED恢复、重建和激励纽约州精神 

学校向会考委员会所做报告 
 

■ DOH — 学前班至12年级的面对面教学临时指南 

 

http://www.nysed.gov/coronavirus
https://coronavirus.health.ny.gov/home
https://health.westchestergov.com/2019-novel-coronavirus
https://www.cdc.gov/
https://nam1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services.aap.org/en/pages/2019-novel-coronavirus-covid-19-infections/clinical-guidance/covid-19-planning-considerations-return-to-in-person-education-in-schools/&data=02|01|gbrown@pnwboces.org|72c0514822fc40a3f60608d82293c101|b3a0b34f03be4d7393bb2b89e0feb538|0|0|637297365827021719&sdata=UHr0VucqMkOos/EbMYPN48QfIEss3NBmbZ6nGK5PLqk=&reserved=0
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schools/school-reopening-faq.pdf
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schools/nys-p12-school-reopening-guidance.pdf
http://www.nysed.gov/common/nysed/files/programs/reopening-schools/nys-p12-school-reopening-guidance.pdf
https://www.regents.nysed.gov/common/regents/files/2.Recovering,%20Rebuilding,%20and%20Renewing%20the%20Spirit%20of%20Our%20Schools%20School%20Reopening%20Guidance.pdf
https://www.regents.nysed.gov/common/regents/files/2.Recovering,%20Rebuilding,%20and%20Renewing%20the%20Spirit%20of%20Our%20Schools%20School%20Reopening%20Guidance.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re-K_to_Grade_12_Schools_MasterGuidenc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