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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沟通 

学区沟通 

学区将继续通过我们的电子邮件、机器人电话通知系统向社区提供最新信息，并将其发布到学区网站：

https://www.ccsd.ws/。校长将传达建筑方面的具体信息，而教师将像上课时那样，向家庭提供课程方面的

最新信息。 

有关 i-Learning 的一般问题 

有关 iLearning 的一般问题，请通过 adpease@ccsd.ws联系课程与教学助理主管 Adam Pease 博士。 

特殊教育和学生人事服务 

有关特殊教育和其他 PPS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护理及临床支持）的问题，请咨询： 

● 学生人事服务主管 Heidi McCarthy 博士 — HeMcCarthy@ccsd.ws 

● 特殊教育主管 Kristie Evers — Krevers@ccsd.ws 

教师与管理员沟通 

在长时间的封闭期间，联系教师与管理员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电子邮件。 

●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职员名录 

●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 职员名录 

●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 职员名录 

●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 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技术支持 

● 如果家长／学生在连接、登录或访问所需课程时遇到问题，请填写此“在线学习表”。 

● 如需“故障与修复”技术支持，例如屏幕破裂或耳机插孔不起作用，应通过填写此“实物损坏表”予以

报告。 

其他问题 

其他信息可由您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提供：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Andrew Corsilia ancorsilia@ccsd.ws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 Martin Fitzgerald mafitzgerald@ccsd.ws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 Joe Mazza jomazza@ccsd.ws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 Carol Bartlik cabartlik@ccsd.ws 

https://www.ccsd.ws/
mailto:adpease@ccsd.ws
mailto:HeMcCarthy@ccsd.ws
mailto:Krevers@ccsd.ws
https://www.ccsd.ws/horace-greeley-home/hg-directory
https://www.ccsd.ws/robert-bell-home/bs-directory
https://www.ccsd.ws/seven-bridges-home/sb-directory
https://www.ccsd.ws/douglas-grafflin-home/dg-directory
https://www.ccsd.ws/roaring-brook-home/rb-directory
https://www.ccsd.ws/westorchard-home/wo-directory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8XN39d_Mw1bGuPHMF9gZM578yeiP18lThJGj_5hUtD-VIN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ZHKUxBdtnDGt2u5lC3o1DcDq5zEqyj_XCzmJIjdrqLiUg/viewform?usp=sf_link
mailto:ancorsilia@ccsd.ws
mailto:mafitzgerald@ccsd.ws
mailto:jomazza@ccsd.ws
mailto:cabartlik@ccs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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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Doreen O’Leary dooleary@ccsd.ws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Jim Skoog jaskoog@ccsd.ws 

iLearning 简介 

在我们过渡到新的 iLearning 领域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通过有意义及周密的学习体验来支持及吸引学生。

凭借我们在技术与专业学习方面的投入，以及多年来对有意义的技术整合的关注，我们完全有能力吸引学

生参与 iLearning 体验。通过若干实践、反馈、不断调整以及您的支持，我们有信心设计出功能越来越强大

的远程学习活动。在我们完善系统并过渡到 iLearning 的过程中，敬请耐心等待。 

 

我们将尽可能侧重学生熟悉的技术平台，每节课都会向学生传达学习目标。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介绍学习

内容和技能。教师将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度，以确保学生及家长参与并进行登记。我们将提供适合学生年龄

的方式，让学生通过视频、音频、聊天或讨论板与教师及其他学生互动。教师将继续评估学生的进步并及

时提供反馈。管理员、辅导员及其他支持人员将继续为我们的家庭提供支持。尽管我们已经过渡到虚拟世

界，我们仍将继续提供您已经习惯的支持及连接层。 

 

我们选用“iLearning”名称，旨在避免使用常用的“Distance Learning（远程学习）”或“Online Learning（在线

学习）”。我们不是按照预先定义的规范和工作方式将其归入一个已经存在的类别，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的

学区而言，重要的是要协作开发一种最适合我们社区的独特学习体验。 

基本问题 

我们使用以下三个问题来指导我们的教师及领导者实现 iLearning 专业发展。在您的教师与您分享他们的计

划细节时，请将这些问题作为框架来了解 iLearning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您或您的孩子不清楚这些问题的

答案，请联系您孩子的教师。 

● 学生将如何获取教学计划和材料？ 

● 学生将如何接收作业、提交作业及获得反馈？ 

● 学生将如何与教师以及彼此合作？ 

有效的 iLearning 实践 

教学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的教室及 iLearning 环境中均适用。我们将竭尽全力秉持这些基本原则。 

● 课程目标将清楚地传达给学生。 

● 将通过多种方式介绍及强化学习内容和技能。 

● 协作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将有机会通过视频、音频、聊天及／或讨论与教师及其他学生互

动。 

● 将有意识地规划各种形成性（学习过程中）及总结性（学习后）评估，并让学生清楚了解。我们将

及时提供反馈。 

mailto:dooleary@ccsd.ws
mailto:jaskoog@ccs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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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家参加 iLearning 

营造 iLearning 环境 

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支持 iLearning： 

● 制定每日家庭常规，包括健康的饮食和睡眠习惯；创建包含安静的学习时间、体育锻炼及家庭时间

的每日时间表。 

● 每天与您的孩子谈论功课，并通过给孩子阅读及鼓励其独立阅读来提高识字率。 

● 在 iLearning 之外限制及监督观看电视、玩游戏、使用社交媒体及无益的计算机的时间。 

时间表 

为每个学生、成人及家庭创建、共享及维护时间表通常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区分我

们可以控制和无法控制的方面至关重要。制定并遵守时间表将有助于您保持良好的生活节奏。应根据每个

学生的特殊需求和能力调整时间表。 

家长参与 

当涉及家长参与学习过程时，iLearning 环境的复杂程度将会增加。只有您、您的孩子和教师才能找到家长

参与的适当平衡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建议是让孩子培养更强的独立性，以令您感到安心。作为家

长，在看到孩子努力奋斗时，我们往往难以坐视不管，希望进行干预，而看到他们面对挫折甚至是失败时，

则更难以袖手旁观。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奋斗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可能倾向于就遇到的问题

点与教师联系，但教导学生如何自我倡导是一项重要的技能。 

 

没有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来支持您的孩子。努力找到“恰到好处的方面”，然后随着孩子变得更加熟练而慢

慢退后。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利用这种 iLearning 体验作为支持学生培养自我倡导及独立性的一种方式。 

 

考虑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讨论彼此之间如何以及何时进行交流。您多久讨论一次功课？您的参与程度、何

时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家长和学生的责任分别是什么。对于高中生，我们通常建议每周举行一次“校务会

议”。由于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因此应当更频繁地进行，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考虑提出具体问题，例

如“你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或“在你首次尝试 iLearning 时，你对自己了解多少？”，而不是询问“进展

如何？”等一般性问题。 

如果情况变遭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期间，你们几乎整天都待在一起，这必定会引发各种情绪。用接受和同理心来问候

孩子，了解他们的感受，并建立接受自身情绪状态的模型，将有助于他们更快地进行自我调节。您必须“理

解情绪以驯服它(Name it to Tame it)”，否则情绪会变得更强烈并持续更长时间。 

 

寻求支持 — 您所在学校的职员可能不在办公楼里，但家庭仍可联系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的任何辅

导员或临床医生联系。如果您不确定与谁联系，请与您所在学校的校长联系，他们可以帮您联系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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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获取与使用 

技术的获取与使用将是 iLearing 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是一个极佳的学习和连接工具，但技术的使用也

存在与安全、隐私、适当使用等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以确保我们的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

技术在其生活中的积极影响，同时尽量减少潜在的负面影响。有许多在线资源可以帮助您在家中实现这种

平衡，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而学生就在我们的课堂里。 

 

学生每天对着屏幕的时间在我们的决策中占了很大比重，我们的决策与所提供的每个教学模块的推荐时长

有关。我们的目标是平衡提供适当教学的重要性，而不过多地对着屏幕。在收到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反馈

后，我们将对相关指导进行调整。 

获取技术 

高中生应当自备设备。所有中学生均已获发一台学区设备，请确认其是否正常运行。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已

获发一台学区 iPad。幼儿园教师将分享可在任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上访问的课

程；我们将不会向幼儿园儿童发放学区设备。 

我们了解，并非所有学生在家中均能获得相同水平的技术。如果您没有互联网连接(WiFi)，或您的孩子

没有合适的设备，请立即通过电子邮件与您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联系。 

技术服务台 

如果您在连接、登录或访问所需课程时遇到问题，请填写此“在线学习表”。如需“故障与修复”技术支持，

例如屏幕破裂或耳机插孔不起作用，应通过填写此“实物损坏表”予以报告。 

支持的技术平台 

鼓励教师使用各种发现及创建的内容来复习和提供新的教学材料。尽管下表并非详尽无遗，但包含了经学

区批准及常用的技术工具。 

小学(K-4) 中学(5-8) 高中(9-12) 

● Seesaw* 

● Google Classroom* 

●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云端硬盘） 

● Padlet（发帖及讨论） 

● Flip-grid（视频博客） 

● Screencastify 

● 资源：即 YouTube、

Dreambox、Epic、TED 

● Peardeck 

● Zoom 

● 电子邮件 

● Canvas* 

●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云端硬盘） 

● Padlet（发帖及讨论） 

● Flip-grid（视频博客） 

● Screencastify 

● 资源：即 YouTube、Khan 

Academy、Problematic、
TED 

● Peardeck 

● Zoom 

● 电子邮件 

● Canvas* 

●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云端硬盘） 

● Padlet（发帖及讨论） 

● Flip-grid（视频博客） 

● Screencastify 

● 资源：即 YouTube、Khan 

Academy、Problematic、
TED 

● Peardeck 

● Zoom 

● 电子邮件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8XN39d_Mw1bGuPHMF9gZM578yeiP18lThJGj_5hUtD-VINg/viewform?usp=sf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ZHKUxBdtnDGt2u5lC3o1DcDq5zEqyj_XCzmJIjdrqLiUg/viewform?usp=sf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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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协调学习活动的学习管理系统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及其资料的安全性、保安及隐私。许多基于网络的平台不符合教育隐私要求。教师已接

获指示，任何收集学生信息的平台都必须经学区批准，以便我们确保遵守严格的学生资料隐私要求。有关

隐私、资料及安全性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joblock@ccsd.ws，联系技术、创新和数学(Technology, 

Innovation & Mathematics)主管 Josh Culwell-Block。 

参加 iLearning 的学生期望* 

教师和学生都应遵守相关指导，确保通过我们所有的 iLearning 平台获得富有成效及尊重他人的课堂时间。 

 

● 实施社交隔离。我们之所以转用 iLearning，是为了实施社交隔离，以防止病毒传播。请勿聚集在彼

此家中工作、社交等，我们希望您保持安全和健康。 

 

● 每个人都可以出现在同步视频会议中。学生应着装得当，并应使用 iPad 或笔记本电脑在舒适的空

间学习。这个空间应保持安静且不会让人分心。背景应适合孩子的学习环境。 

 

● 专注和投入。在参加同步视频会议时，麦克风应保持静音，并且只有在虚拟课堂上发言时，才能开

启。保持视频会议平台开放，除非教师指示，否则请勿导航至其他选项卡或网页。 

 

● 尊重。尊重其他参与者的隐私。请勿拍摄您的教师或同学的屏幕截图或图片。请勿录制任何音频或

视频。这些行为违反了我们的政策，并可能导致纪律处分。此外，在进行语音／视频聊天时使用耳

机将有助于保护他人的隐私。 

 

教师将向管理部门传达违反我们的技术可接受使用政策及学生行为准则的不当行为。如有必要，将

采取适当的措施。 

 

提示：未经 CCSD 工作人员许可，对其录制音频或视频将违反学区行为准则。 

 

*改编自 Fordham Preparatory School 及 CCSD LIFE School 

教学指导 

为了给我们的学生创造更加一致的体验，我们制定了以下指导原则：iLearning 将于 3 月 19 日（星期四）

开始，并按照我们学生习惯的 6 天轮换制进行。每日轮换列于学区日历上。 

● 每日课程／活动将于每天早上 8:30 前发布。对于那些选择在上课期间提供同步（实时）课程的老

师，则属例外。如提供同步（实时）课程，时间和连接信息将由教师提供。 

● 为了不让学生因过渡而感到压力，我们建议每天在特定时间段或在特定班级内进行不超过 2 项活动

／作业。（例如，ELA 课程可包括语音活动和写作活动） 

● 教师将追踪学生的学习进度，以确保学生参与并登记有困难或不参与学习的学生 

mailto:joblock@ccsd.ws
https://www.ccsd.ws/board-of-ed/policies-and-regulations/policies-and-regulations-5000-students/policy-5016-and-5091-technology-acceptable-use-policy
https://www.ccsd.ws/board-of-ed/policies-and-regulations/policies-and-regulations-5000-students/policy-5030-student-code-of-conduct
https://www.ccsd.ws/uploaded/CCSD/6_Day_Cycle_Calendar_2019_2020.pdf
https://www.ccsd.ws/uploaded/CCSD/6_Day_Cycle_Calendar_2019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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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的可用性 

我们认识到，学生与教师实现同步（实时）互动的机会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意识到了在

虚拟环境中进行互动的复杂性。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将参与进来，并将确定他们将如何提供日常、及时及

全程反馈。可接受的平台可包括视频会议、电话会议、讨论板、padlet、flipgrid 发帖、聊天室等。现时可

根据需要通过预约或直接加入互动来安排。每位教师将在上课期间与学生交流其具体参与情况，每天为需

要直接指导的学生提供及发布预告机会。 

iLearning 概览 

小学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及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我们 K-4 年级的学生将获提供与以下示例类似的日常教学。特殊日子将按年级轮换。其他信息将由您的课

堂教师提供。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第 4 天 第 5 天 第 6 天 

阅读 写作 阅读 写作 阅读 写作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科学 社会学科 科学 社会学科 科学 社会学科 

体育 文学 体育 音乐 体育 艺术 

 

家长或照顾者应监督学习进度，使其玩耍、休息、吃零食和学习的时间保持平衡。除了分配的任务外，我

们还鼓励学生继续阅读、写日记及在室外玩耍。我们正在为家长开发教育资源，以用作“扩展活动”。 

沟通 

家长如有任何问题或者希望讨论其孩子的进度，则应发送电子邮件至其孩子的教师。如果您需要管理员、

临床医生、辅导员、图书管理员及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支持，您亦可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 

●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 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职员名录 

https://www.ccsd.ws/douglas-grafflin-home/dg-directory
https://www.ccsd.ws/roaring-brook-home/rb-directory
https://www.ccsd.ws/westorchard-home/wo-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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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的活动／课程持续时间 

 

我们明白，学生坐在屏幕前学习的时间并没有他们通常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长。我们亦了解，在若干情况下，

在线教学花费的时间远比预期更长。因此，我们已制定 iLearning 指引。如果您发现您孩子花费的时间远比

该等时间更长或更短，请与您孩子的教师分享您的观察结果，以便作出调整。 

 

 

年级 K-1 2 3-4 

学生在每一节课／科目

花费的时间 

每节课 15 分钟 

每天 4 节课 

60 分钟 

每节课 20 分钟 

每天 4 节课 

80 分钟 

每节课 25 分钟 

每天 4 节课 

100 分钟 

 

考勤 

请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每栋大楼的指定考勤人员，以报告将缺勤的学生。 

教师将假定学生“出勤”，但如果家长另行通知，则学生将被记为缺勤。学生考勤将按与学校开学时相同的

程序进行记录。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 Cary Vigilante cavigilante@ccsd.ws 

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Paulette McCarron rbabsent@ccsd.ws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Dawn Dellner woparent@ccsd.ws 

评分  

教师将追踪学生的进度，并登记有困难或不参与学习的学生。如有学生于一段较长时间内不参与学习，大

楼管理员将与其家人联系，以确定是否需要额外支持。如学生故意不参与学习，我们会在其成绩单上列明

相关情况。 

中学 

Robert E. Bell &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s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而言，我们将根据学生的课表（通常以六天为周期）发布作业。学生将可通过 Canvas

和其他平台使用熟悉的资源。 

mailto:cavigilante@ccsd.ws
mailto:rbabsent@ccsd.ws
mailto:woparent@ccs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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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  

教师将在需要时对 iLearning 进行监控并提供反馈。家长如有任何问题或者希望讨论其孩子的进度，则可发

送电子邮件至其孩子的教师。 

●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职员名录 

●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 职员名录 

●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 职员名录 

建议的活动／课程时间 

年级 5 6-8 9-12 

学生在特定课程／科目

花费的时间 

每节课 25 分钟 

最多 6 节课 

150 分钟 

每节课 30 分钟 

最多 6 节课 

180 分钟 

每节课 30 分钟 

最多 6 节课 

180 分钟 

 

https://www.ccsd.ws/horace-greeley-home/hg-directory
https://www.ccsd.ws/robert-bell-home/bs-directory
https://www.ccsd.ws/seven-bridges-home/sb-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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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  

请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每栋大楼的指定考勤人员，以报告将缺勤的学生。 

教师将假定学生“出勤”，但如果家长另行通知，则学生将被记为缺勤。学生考勤将按与学校开学时相同

的程序进行记录。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Laura LoBreglio lalobreglio@ccsd.ws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 Naveen SalyGeorge nasalygeorge@ccsd.ws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 Linda Waller liwaller@ccsd.ws 
 

中学评分  

初中评分：我们的教师和领导目前正在针对 iLearning 结构制定适当的评分系统。我们最初要求教师对

每个人的作业的完成情况作出评价，而不是打一个分数。教师将向学生提供反馈（如需要），且我们鼓

励学生提出问题。我们仍在制定最合理的季度、学期及期末评分方法，并将在作出决定后尽快与您沟

通。 

 

Greeley 评分：我们的教师和领导目前正在针对 iLearning 结构制定适当的评分系统。该系统可

用时，我们将在此处发布更多相关信息。 

学术诚信：  

我们期望继续坚守学术诚信，且远程学习更需坚守。请查看下列对学术诚信的期望，如

有任何问题或疑虑，可咨询您的教师。 

 

学术诚信—学术诚信是学生和教师共同的责任。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隐含的社会契
约，其要求教师以理智诚实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教材，并要求他们以一贯公平的方式评
估学生。对他们来说，将予评估的学生作业应只能反映其自己的努力。学生不得事先
知悉任何评估工具，亦不得在任何评估工作中给予或寻求不公平的优势。所有学生的
研究工作应严格按照公认的引用和挪用标准进行。学生应意识到，展现诚信是他们必
须始终恪守的原则。 

 

标准化评估 

评估的执行详情频繁发生变更。请查阅各组织的官方网页以了解最新信息。 

 

mailto:lalobreglio@ccsd.ws
mailto:nasalygeorge@ccsd.ws
mailto:liwaller@ccs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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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下文所列评估有任何疑问，请与您孩子的辅导员（5 至 8 年级）或您的委托人（3 至 4 年级）联系。 

3 至 8 年级状况评估 

3 至 8 年级状况评估的执行已被纽约州教育部暂停，且不得进行重新安排。 

Regent 考试 

截至目前，纽约州并未表明将会更改 Regent 考试情况。当然，有关情况可能会发生变更，我们将随时通知

您。以 Regent 考试为目标的初中和高中课程教师将关注是否需要继续让学生为该等考试做准备。我们将继

续让您了解我们获知的最新信息。 

AP 考试 

我们的教师和管理员将持续对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最新信息进行监察，并在适当情况下与我们的学生和家庭

沟通。美国大学理事会将在此处发布最新信息：受冠状病毒影响的学校的 AP 最新信息 

SAT 考试 

美国大学理事会将在此处发布最新信息：  SAT 冠状病毒最新信息 

 

对于无法参加 3 月的 SAT 考试或报名参加 5 月的 SAT 考试的学生 

● 美国大学理事会已取消 5 月的 SAT 考试，并重新安排 3 月的所有考试日期。 

● 报名参加 5 月的 SAT 考试的家庭将获得全额退款。他们需要尽快报名参加 6 月的 SAT 考试，因为

我们预计学生人数众多且考试场地将比平时提前达到饱和。 

● 秋季考试报名日期将于 7 月开始 

● 对于需要参加学科测试(Subject Tests)的学生，我们建议优先参加 6 月的 SAT 考试，并制定参加秋

季学科测试的计划。如果学生已经参加 SAT 考试并对自己的得分感觉良好，他们可以利用 6 月份

的测试机会参加学科测试 

ACT 考试 

ACT.org 将在此处发布最新信息：ACT 冠状病毒常见问答 

 

● ACT 已宣布取消全国四月份的 ACT 考试。报名参加四月份考试的学生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当中

列明他们将可免费重新安排即将举行的考试日期（6 月或未来考试日期）。 

● 计划表允许的家庭应考虑报名参加 7 月的考试。务请注意，目前可用的考试场地较少。 

● 秋季考试报名日期将于 7 月开始 

特殊教育服务  

于学校停课期间，我们承诺为获取额外服务的学生提供支持。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about-ap/news-changes/coronavirus-update
https://pages.collegeboard.org/natural-disasters
https://www.act.org/content/act/en/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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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由于我们于 3 月 19 日开始 iLearning，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残疾学生平等享有与无残疾学生相同的机会，

包括免费提供合适的公共教育。拥有 IEP 的学生将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和服务，以解决其个人的明确需求，

及追踪实现其 IEP 目标的进度。我们的特殊情况可能对提供特定服务的方式产生影响，请予理解。更多信

息可在此处查阅：教育部—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向残疾儿童提供服务的问答。预计联邦教育部和

纽约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办公室将在不久的未来提供额外指导。 

 

课堂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将持续协作，以帮助满足拥有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的学生的需求。拥有 IEP 的学

生将可进行所有 iLearning，并可基于其 IEP 获得支持。您孩子的特殊教育教师（个案经理）将通过提供在

线或虚拟教学、电话教学及其他基于课程的教学活动，向您的孩子提供该等额外支持。该等服务将密切追

踪您孩子实现其 IEP 目标的进度。 

相关服务提供商 

（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阅读、演讲和语言、职业治疗、咨询及身体治疗） 

 

相关服务提供商将制定远程学习教学计划，以满足其每个学生的需求。提供 IEP 授权服务的相关服务提供

商将竭尽全力持续为所有学生实现目标提供支持。提供服务的方式将根据家庭和学生的需求量身定制，且

可能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咨询、视频课程、zoom 会议、教学视频等。该等服务将密切监控您孩子的进度。 

 

相关服务提供商将制定沟通计划，以与学生和家长沟通。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您孩子的个案经理

及／或相关服务提供商联系。 

 

*我们将根据我们从联邦教育部和纽约州教育部特殊教育办公室获取的任何更新指导，持续对残疾学生的

教学服务计划进行监控及修订。 

CSE／CPSE 及第 504 条款会议 

于本次学校停课期间，我们将使用 Zoom 平台举行 CSE／CPSE／第 504 条款会议。您将可通过该平台进行

视频连接、语音连接或两者兼有。您将收到特殊教育办公室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将载有一个链接，您可

在预定日期和时间通过该链接连接至会议。您可进行视频及／语音连接，或使用电话号码进行会议电话。

该电子邮件中所提供的链接包含了按您喜欢的方式进行连接而需要了解的一切信息。只需点击链接加入即

可。您将通过电子邮件获得会议数据包，确保您能更有效地参与会议。 

 

我们将持续为学生的远程学习计划提供第 504 条款特别照顾（如适用）。 

 

https://www2.ed.gov/policy/speced/guid/idea/memosdcltrs/qa-covid-19-03-12-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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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 

学校辅导员 

辅导员将在此期间与其学生制定计划。他们将参与课程规划、过渡期规划、中学后入学程序，并在需要时

为学生和家庭提供远程支持。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如果您的孩子需要额外支持，请随时与您孩子的学校辅

导员联系。 

英语作为一门新语言(ENL) 

 

ENL 教师将与课堂教师合作制定教学计划，以满足其每个学生的需求。ENL 教师将竭尽全力根据所需的频

率持续为所有学生提供支持。提供方式将根据家庭和学生的需求量身定制，且可能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咨

询、视频课程、zoom 会议、教学视频等。该等服务将密切监控您孩子实现英语能力目标的进度。 

 

ENL 教师将与家长合作制定定期检查计划，以确保就进度保持定期沟通。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您

孩子的 ENL 教师联系。 

护理人员  

我们的学校护理人员将就您孩子的具体需求与家庭保持联系。如果您需要取药或有任何特定问题或需求，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您的学校护理人员。我们的护理人员将持续了解可能影响我们学区的最新发展情况并参

与更新。 

 

学校 姓名 联系方式 

Horace Greeley High School Kathy Brehm KaBrehm@ccsd.ws 

Robert E. Bell Middle School Christina Ahern ChAhern@ccsd.ws 

Seven Bridges Middle School Lori Miano LoMiano@ccsd.ws 

Douglas Grafflin Elementary School Danielle Bonsignore DaBonsignore@ccsd.ws 

Roaring Brook Elementary School Suzanne Rota SuRota@ccsd.ws 

Westorchard Elementary School Astrid Jarzembowski AsJarzembowski@ccsd.ws 

重要说明：如果您的家庭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或医疗紧急事故，请使用 911 服务。 

体育运动 

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我们已根据纽约州公立学校体育协会的指导取消所有体育比赛和运动。这包括使

用我们学区设施的所有社区和外部组织。我们鼓励运动员和家长在 SportsYou 上保持活跃状态，以获取于

mailto:KaBrehm@ccsd.ws
mailto:ChAhern@ccsd.ws
mailto:LoMiano@ccsd.ws
mailto:DaBonsignore@ccsd.ws
mailto:SuRota@ccsd.ws
mailto:AsJarzembowski@ccs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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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危机期间对我们有所帮助的最新信息和宝贵资源。我们预计将在 4 月休假前更新春季运动情况的第一

部分。 

 

如对体育运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体育教育与运动主任 Jason Semo（电子邮件：jasemo@ccsd.ws） 

 

学校设施 

所有学区设施均已关闭。基于健康、安全及卫生原因—及为鼓励保持社交距离—这包括社区使用学区操场、

运动场、网球场及跑道。此外，取消计划在学区举行的所有活动和事件（除定于 3 月 25 日举行的教委会会

议外）。虽然该会议将不对公众开放，但我们会提供直播视频链接。 

  

 

 

 

 

 

 

 

 

 

 

特别感谢： 

Kasey Bell：《舞动学习》(Shake Up Learning) 

拜勒姆山中心学区，《家长在线学习指南》 

卡托纳学区，《远程学习手册》 

萨默斯中心学区，《家庭远程学习指南》 

mailto:jasemo@ccsd.ws
https://shakeuplearning.com/blog/coronavirus-closures-online-learning-tips-for-teachers-and-schools-interview-with-an-american-teacher-in-china/?ck_subscriber_id=487174583
https://shakeuplearning.com/blog/coronavirus-closures-online-learning-tips-for-teachers-and-schools-interview-with-an-american-teacher-in-china/?ck_subscriber_id=48717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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