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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020-2021 学年返校复学计划，Jeffco 公立学校将根据自 2020 年春季 COVID-19 疫情突发以来的经验知识，
更新我们的远程学习计划。本更新版概述旨在说明在面授学习受健康指南影响的情况下，学校将如何改为远程学

习，以使学生继续接受教育。  

 

改为远程学习的条件 

1) 如果由于新增阳性病例，导致杰斐逊县共卫生部 (JCPH) 决定重新实行公共卫生“居家令”，那么 
Jeffco 公立学校将改为让所有学生全部进行远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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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情况可能会促使学校、年级或小组改为远程学习。 

个例 

 

如果某学生或教职工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则其直属
小组将隔离 14 天，自该阳性学生/教职工出现 COVID-19 
症状的第一天计起。 

小范围爆发

 

如果某学校出现疫情爆发（“爆发”的定义为一所学校的

两个不同小组中出现两例 COVID-19 阳性病例），将全校
关闭 24 小时，以进行更深入的彻底清洁。24 小时后，除
了受阳性病例直接影响的小组外，所有学生都将返校接受

面授学习。  

多次爆发 

 

如果在 14 天内爆发两次疫情，学校将改为为期 14 天的远
程学习，自最近的阳性病例出现症状的第一天计起。 

大范围爆发 

 

如果在 14 天内有 5% 或以上的不相关学生/教职工确诊 
COVID-19 阳性，则学校将自最近的确诊病例出现症状的
第一天起关闭 14 天。在此期间，学校将改为远程学习。 

 
COVID-19 阳性病例和后续步骤 

● 如果出现 COVID-19 阳性病例，Jeffco 公立学校将与 JCPH 合作应对，并遵循共同制定的隔离流
程。我们的隔离措施与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 (CDPHE) 的托儿所和学校病例及爆发疫情指
南中的适用措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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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症状的教职工和学生应前往教学楼内的指定医疗安全室（而不是卫生室，卫生室须保持随时可
用的状态），直到其可以安全离开该教学楼。 

● 学区注册护士、护理人员及其他指定人员将接受更为细致的培训，以便进入医疗安全室工作，并管
理出现症状的学生和教职工。学区注册护士将对所有出现症状且居家隔离的教职工和学生的相关情

况保持跟进。 

● 与 JCPH 合作处理疑似和确诊病例相关事宜，包括： 

○ JCPH 将协助 Jeffco 公立学校领导团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各学校的行动方案。 

○ Jeffco 公立学校的卫生服务部和通信部负责人与学校行政部门合作发出通知函。  

改为远程学习 

宣布改为远程学习后的第一天 

各所学校将自行确定何时调整为远程学习（立即调整或在学校领导层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先停课一天）。

他们将确定学生需在何时联网上线。此外，还将指定时间，来帮助教师为课程设立在线学习空间。Ed Tech 
团队将负责组织网络研讨会和提供支持。学校应及时向家长传达讯息，并持续支持远程学习调整。 

上课日结构 

各所学校将基于学区要求发布各自的时间表。如果某所学校或学区在学年期间改为远程学习，将在各所学

校中共享时间表。 

学习方案 

基于自今年春季积累的经验，学区内的学校应通过远程或面授方式提供高质量教育。  

将在整个学区范围内使用通用学习管理系统 (LMS)：  

● Seesaw（适用于学前班-3 年级） 
● Google Classroom（适用于 3-12 年级） 
● Schoology（适用于 6-12 年级） 

学生将每周在面授（Zoom 或 Google Meet）环境中与教师互动。 

学生每天至少接受 3 小时的同步学习。同步学习是一种适用于教师和学生按既定时间表同时在线的方法。
教师在既定时间内提供学习资源和/或作业。  
 
异步学习是一种适用于教师和学生在线时间不同的方法。教师可能提供学习资源和/或作业，让学生在适合
的时间独立完成。 

分级与评估政策 
由于州评估在 COVID-19 期间暂时取消，Jeffco 将继续提供分级政策指南和评估计划，以确定学生的需求。
学区将根据学生测试日历管理 MAP、Acadience 和幼儿园就绪评估 (KEA)。将针对这些测试提供家庭支
持，包括以下各项： 

学术进步衡量（MAP，适用于 3-10 年级）MAP 远程测试的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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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语 
● 中文 
● 越南语 
● 阿拉伯语 

Acadience 评估 

幼儿园早期评估 (KEA) 家庭支持（幼儿园） 

请与您的学校联系，获取有关具体分级政策的更多信息。 

考勤 
考勤是学生取得成功的关键。请直接联系您的学校，了解有关远程考勤要求的更多信息。学校的远程考勤

支持以下方式： 

● 面授教学期间在场； 
● 在家中完成作业； 
● 登录在线学习平台； 
● 签署在线表格，同意在家中完成作业； 
● 学生的学习表现； 
● 回复教师的电子邮件或通讯消息； 
● 观看预先录制的教学视频；或 
● 通过 Zoom 或 Google Classroom 等平台旁听或参与在线讨论或论坛。 

学生支持 
远程学习环境中将继续提供学生支持，例如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公平性、多元化和包容性、社会情感学

习、咨询服务、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等。  

远程学习准备 

家长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帮助学生为远程学习做好准备： 

● 面授学习期间，学生需要养成每天将 Chromebook、iPad、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和耳机带回家的习
惯。 

○ 如果学生需要借用设备，应向学校确认是否有额外设备可用。 

● 学生需要确保家中有高速互联网连接。 
○ 对于没有互联网的学生，可以使用热点连接。请与您的学校联系。 

● 了解学生的登录名和密码。 

● 在密码重置工具中注册。  

● 了解如何在家中与学校联系。 

● 了解如何通过 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或 iPad 与教师联系。 

● 在家中布置专门的学习空间。 

● 准备一些独立阅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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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可用的技术自助资源回答有关应用和技术的许多常见问题。 

● 查阅 Jeffco 学生远程学习提示。 

技术支持 

学生联网 
无法可靠访问互联网的学生和家长应向学校寻求帮助。教职工将与中心 IT 员工、社区合作伙伴（例如 
Jeffco 学校基金会和杰斐逊县公共图书馆）、企业以及其他方合作，确保学生可在家中联网进行远程学习。
查找可供考虑的低成本互联网选项。 

学生设备 
学区已清点可用设备总数，并着手重新分配设备，以便所有学生均可访问设备来用于远程学习。根据 
TechForEd 计划，所有 5 年级和 9 年级的学生都在学年之初收到了全新的设备。他们之前所用的学校自有设
备将重新分配给低年级学生。去年，我们的 6 年级和 10 年级学生通过该计划收到了设备。 

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支持 
我们将继续为学生及其家长开放外部技术服务热线：303-982-3438。此外，我们制定了流程图，来帮助家长
了解如何咨询技术问题。我们的公共网站提供了两个有用的资源页面：设备支持页和技术资源页，其中包

括适用于 Chromebook、iPad、Google Classroom、Schoology、SeeSaw 等的资源。链接的大部分技术资源已
翻译为多种语言版本。 

技术工具 
IT 部已与 Ed Tech 合作发布并支持更多数字工具和应用，例如 Actively Learn、Adobe Spark、Screencastify 
和 Zoom，此外还简化了现有工具使用和流程，以完善我们今年的动态教育环境。 

家长可以访问 Securly Home App，来在自己的 Jeffco 设备上监督和管控学生的活动。学区还采购了 Securly 
课堂管理工具，供整个学区的教师使用。Securly Classroom Management 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在面授和虚拟课
堂环境中均可使用。 

食品和营养服务 

食品和营养服务将继续为学生提供“随拿随走”供餐服务。如果学校或学区改为远程学习，将确定并通知

“随拿随走”供餐服务的地点和时间。 

儿童照管服务 

如果改为远程学习，将提供数量有限的学校场所和座位，以供照管学前班-5 年级的学生。可用的场所和座
位数量将部分取决于当时实行的公共卫生指南。座位名额将基于具体需求来确定，例如符合免费和减价午

餐 (FRL) 资格条件的学生。 

与家长交流 

Jeffco 公立学校将在此过渡期间和远程学习期间与家长保持交流。学区将继续通过我们的社区快讯电子邮件
简报提供重要动态和信息。学校和教师将传达具体的时间表、课程和学校相关详情。此外，公告和重要快

讯还将通过以下方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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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区网址：jeffcopublicschools.org 
● 您学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渠道 
● 学区和学校简报及电子邮件 
● 电话和短信 
● 学区社交媒体渠道： 

○ Twitter 
○ Instagram 
○ Facebook  
○ TeamJeffco Twitter 
○ TeamJeffco Instagram 

● 新闻媒体  

如果您未收到电子邮件、电话或短信，请在 Jeffco Connect 中检查联系信息设置，或者联系您的学校办公室
寻求更多支持。 

所有家长都将收到学区的社区快讯电子简报。如果您尚未注册或已退订，请注册加入“社区快讯”电子邮

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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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程学习的学区支持 电话 

Jeffco 公立学校热线 303-982-6500 

特许学校办公室 303-982-6805 

社区和家庭联系 303-982-1144 

公平性、多元化和包容性 303-982-6559 

食品和营养服务 303-982-6748 

资优生 303-982-6650 

卫生服务  303-982-7251 

学前（早教部） 303-982-1737   

Safe2Tell  1-877-542-7233 

特殊教育社区支持热线  303-982-6682 

技术支持家庭服务热线 303-982-3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