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遠程學習概述 

如何在家裏支援您子女學習的資訊和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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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目錄 
下述展示稿含有關於在從出生至12年級學生的遠

程學習中爲其提供支援的重要資訊和資源。 

圖標 教育對象 幻燈片號 

嬰兒、學步兒童、3歲幼兒及

年滿5歲前的4歲兒童 
3 - 7 

幼稚園至12年級學生 8 - 19 

教育局的所有學生 2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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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至5歲幼兒遠程學習 
下述部分含有適用於嬰兒、學步兒童、3歲幼兒及年滿5歲

前的4歲兒童的具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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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遠程學習是怎樣的情況？ 

記住，孩子們喜歡玩耍──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並用幾乎

任何東西玩耍。他們在玩耍時，學習關於周圍世界的知識並

練習重要技能。 

您家裏已經充滿了學習機會！您可以在下面一些幻燈片中探

索有關資源，用以下方式支援學習： 
• 保持一個對您和您的家庭都有效的日程，這樣每個人都知道該做什麽。

• 幫助孩子用電話或視頻通話與他人保持聯絡。維持穩固的關係可以幫助

孩子保持張力和健康成長。

• 與孩子討論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及學校關閉的原因。

• 提供充分機會，讓孩子們能邊玩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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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活動 

查看幼教：在家學習頁面，了解關於如何幫助您的幼

兒在家裏學習的指引。 
• 在家學習：幼兒教學資源文檔上按年齡和話題列出各種活動。這

些活動不需要材料，或者需要的是在家裏可能現成就有的材料。

• 您也可以探索在家學習：其他資源頁面，了解可補充您孩子的學

習趣味的數碼和網上活動。這也包括紐約市計劃和服務以及實用

親子資訊。

特別亮點：查看成長於紐約市頁面，了

解有關大腦培養活動，將其結合到每天

恰當時刻中。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cdn-blob-prd.azureedge.net/prd-pws/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earn-at-home-2020/early-childhood-family-activities-accessible.pdf?sfvrsn=4722c315_4
https://cdn-blob-prd.azureedge.net/prd-pws/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learn-at-home-2020/early-childhood-family-activities-accessible.pdf?sfvrsn=4722c315_4
https://www.schools.nyc.gov/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additional-resources-for-families
https://www.schools.nyc.gov/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additional-resources-for-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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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幼兒討論COVID-19 

從這一幼兒家庭關於學校關閉期間的指引， 

了解關於如何與孩子討論COVID-19的一些建議。 

您也可以在成長於紐約市：冠狀病毒最新資訊 

頁面，了解關於冠狀病毒新情況，包括以下最新 

資訊： 
• 兒童看護

• 食物

• 住房

• 情緒支援

• 其他關鍵支援

https://cdn-blob-prd.azureedge.net/prd-pws/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guidance-for-families-of-young-children-during-school-closures-for-covid-19.pdf?sfvrsn=5a5396da_6
https://cdn-blob-prd.azureedge.net/prd-pws/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guidance-for-families-of-young-children-during-school-closures-for-covid-19.pdf?sfvrsn=5a5396da_6
https://growingupnyc.cityofnewyork.us/coronavirus-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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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的幼兒的計劃職員聯絡 
 
您子女的計劃職員可以爲您提供支援。您可以與他們 

討論： 
• 設定日常規律 

• 慶祝您和子女完成的一項活動 

• 您對在家學習的有關疑問 

• 每周互動都將計入您子女的出勤。 

 

與計劃職員的溝通應使用您首選的方式（電話、電子郵件

或其他數碼溝通方式） 
• 如果您的孩子無法參與計劃所提供的遠程學習互動，請通知該計劃，

該計劃將做出調整，以適應您家庭的需求。 

 

我們建議職員在每個星期與每名兒童或家庭進行兩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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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至12年級遠程學習 
下述部分含有適用於幼稚園至12年級學生的具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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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 

• 遠程學習讓您的子女繼續在網上跟他們的老

師學習。您的子女可以在家裏上課並完成

作業。

• 您的子女可以藉助電子設備開展遠程學習，

例如電腦、電話或平板電腦。

• 每所學校各自有遠程學習的網上學習平台。

許多學校使用Google Classroom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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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是怎樣的？ 

您子女的遠程學習可以是「非同步」、「同步」或者兩者的結合。 

在非同步學習時，您子女自己選擇一個時間段上課。 
● 課程可能就像預先錄製的視頻，讓學生閲讀的精選材料，以及與同班同學的網上討論

平台。

在同步學習時，您子女在預先計劃的時間與老師和同班同學一起上課。 
● 課程可能就像老師和學生使用視頻鏡頭並互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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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至12年級學生活動 

我們的學生活動頁面提供各種材料和資源，供家

庭用於支援其子女在家中學習。 

我們提供各個年級和各個科目的活動。 

這些活動並不能取代您子女在學校所學的內容， 

也不能取代您子女跟老師進行遠程學習時所學的 

內容。 

還有一些活動，用於支援有特殊需求的學生 及英語

學習生。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diverse-learning-for-special-population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multilingual-learners-and-english-language-learner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multilingual-learners-and-english-language-learner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diverse-learning-for-special-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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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門戶 

遠程學習門戶列有您子女網上學習的所有工具。 

學生需要使用自己的教育局學生賬戶，登錄遠程學

習門戶。這個賬戶的最後部分是：

@nycstudents.net。 
• 您可以在學生賬戶自助頁面找到您子女的用戶名或密碼。

• 您可以在子女的成績報告卡、學生身份卡或紐約市學校帳戶

找到子女的9位數學生身份號碼（OSIS）。

瀏覽技術工具和支援頁面了解更多 
資訊。 

https://idpcloud.nycenet.edu/usc/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doe-student-accounts
https://idm.nycenet.edu/students/start.form
https://mystudent.nyc/
https://mystudent.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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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門戶有什麽內容？ 

您的子女登錄遠程學習門戶之後，他們可以使

用三個重要的學習工具。 

• Google Classroom

• TeachHub

• Microsoft Offic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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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lassroom 

Google Classroom（谷歌課堂）是一個網上

平台，學生可以：

• 完成並提交作業

• 上課

• 與老師溝通

• 將其課堂作業保存在網上文件夾

您也可以在iPads、iPhones及 Android設備上使用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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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提供的工具 

除了Google Classroom，您的子女自動擁有一個充 

滿各種Google平臺網上工具的賬戶。其中部分工具

包括： 
• Docs ：查看和創建文檔。

• Gmail：電子郵件

• Drive：存儲其網上文件。

• Slides：查看和創建簡報。

• Forms：完成或創建網上調查或小測驗。

• Sheets：查看和創建電子表格。

• Meet：作爲安全的途徑與老師和同班同學進行視頻或音頻

會議。

謹此提醒：每所學校有自己的遠程學習計劃，學

校可能自己另外建議了一種網上工具，而不是

Microsoft 365所提供的工具。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sp=docs_ald&authuser=0
https://mail.google.com/mail/
https://drive.google.com/?authuser=0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usp=slides_ald&authuser=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authuser=0&usp=forms_ald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usp=sheets_ald&authuser=0
https://meet.google.com/?pli=1&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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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Hub 

TeachHub（教學中心）是一個擁有各年級和各科

目的多種學習資源的網上平臺。 

學生可以使用這些工具獲得資源，如網上書籍和教

育遊戲，用以練習自己學到的内容。 

教師也可以使用其中一些資源，用於輔助自己的 

課程。 

https://clever.com/in/nyc/student/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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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Office 365 

Microsoft Office 365（微軟辦公室套件）讓您子

女能使用如下一些網上工具： 
• Word：創建或審查文檔。

• PowerPoint：創建簡報。

• Teams：作爲安全的途徑與老師和同班同學進行視頻

或音頻會議。

• Excel：創建或審查電子表格。

• OneDrive：存放自己的網上文件。

Microsoft Office 365許多工具與Google Classroom工

具服務於同樣目的。學校可能要求您子女只使用

Google Classroom的工具或者是Microsoft Office 365

的工具。 

http://www.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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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的學校溝通 

您可以繼續要求與學校在網上開會或打電話討論支

援子女的方法。 

每所學校都制定了溝通計劃，包括各家庭如何與學

校溝通的詳細情況，例如用電子郵件、打電話或發

短信等。 

如果您不知道應該與誰聯絡，請發電子郵件給您學

校的家長專員。 

• 使用查找學校頁面，找到您學校的聯絡資訊和網站。

• 點擊「學校完整簡介」（Full School Profile），然後選擇

「一般資訊」（General Information）。

https://www.nycenet.edu/school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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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的學區溝通 

如果因任何理由您無法聯絡上您的學校，請聯

絡您學校所屬的學區辦公室，或致電311，或者

致電「家長支援熱線」：(718) 935-2200。 

聯絡您學區辦公室的家庭領導協調員或家庭支

援協調員。 

您也可以使用查找學校頁面，找到他們的聯絡

資訊。 

• 點擊「學校完整簡介」（Full School Profile），然後選擇

「學區聯絡資訊」（District Contacts）。

https://www.nycenet.edu/school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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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至12年級遠程學習 
下述部分含有適用於教育局所有學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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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重要資訊 
在2020年3月23日，紐約市公立學校啓動了所有學生的遠程學習，將一直實行到2019-2020學年結束。請瀏

覽網站www.schools.nyc.gov ，獲取遠程學習的最新資訊。 

我們的主頁刊登與我們的學校和您子女學習

有關的重要最新資訊。 

所有紐約人都能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領 

到三頓免費餐。找到您附近的免費餐發放 

地點。 

請瀏覽學生活動頁，了解用於支援您的幼稚園至12

年級子女在家學習的資源，或者查閲幼教：在家學

習頁面，了解如何幫助您的嬰兒、學步兒童及學前

兒童在家學習。 

如果您的家庭為了讓子女進行遠程學習而需要一台

有互聯網的設備，可以填寫一份設備申請表或者撥

打718955-5100轉5，申請一台設備。 

我們的常見問題頁面解答有關學生開展遠程

學習與獲得相關服務的問題。 

地區加强學習中心（REC）為首批應對人員提供兒童

看護服務。如果您認爲您可能有資格獲得該服務,請

填寫地區加強學習中心調查表。 

http://www.schools.nyc.gov/
https://www.schools.nyc.gov/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free-meals
https://www.opt-osfns.org/schoolfoodny/meals/default.aspx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coronavirus.schools.nyc/RemoteLearningDevice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https://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ment-help/regional-enrichment-centers
https://www.surveygizmo.com/s3/5518161/REC-Enrollment-Form
https://www.surveygizmo.com/s3/5518161/REC-Enrollment-Form


 

 22 出生-12
歲 

隨時獲知新消息 
 

請瀏覽網站www.schools.nyc.gov ，獲取遠程學

習的最新資訊。 
 

發短信「COVID」給692-692，收取定期的新冠

疫情最新資訊。 
 

谷歌翻譯功能為我們的網站提供支援。您可以

在頁面頂部選擇您首選的語言。 
 

http://www.schools.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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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設備 
 

如果您的家庭需要一台設備供子女使用，可填寫 

設備申請表或者撥打718-955-5100轉5，申請一台 

設備。 
• 這些設備「自備互聯網」，不需要家中有互聯網來進

行遠程學習。 

• 我們會把教學活動印成書面版本並郵寄給正在等待設

備的學生。 

 

「設備申請表」將要求您對學生借用設備協議表示

同意。這份協議翻譯成多種語言，並説明學生應該

如何使用設備。 
 

請在iPad分發頁面了解詳情。 
 

https://coronavirus.schools.nyc/RemoteLearningDevices
https://coronavirus.schools.nyc/remotelearningdevices/deviceagreement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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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技術支援 
 

查閲技術工具和支援頁面，了解對於我們所用

的任何一種數碼學習工具的支援。這些工具包

括：Google Classroom、Microsoft Office 365、

Zoom及遠程學習門戶。 
 

如果您繼續出現什麽問題，請填寫家庭技術支

援表，一位工作人員將聯絡您，幫助解決 

問題。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
https://www.nycenet.edu/technicalsupportforfamily
https://www.nycenet.edu/technicalsupportfor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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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加強學習中心 
 

地區加强學習中心 （REC）為首批應對人員、

膳食運送及餐飲業工作人員以及許多其他前線

工作人員的子女提供安全看護服務，這樣家長

可以繼續為紐約市提供服務。 
 

REC的運營時間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7:30至下

午6:00，每個學區都設立REC。 
 

如果您認爲自己可能符合資格，請填寫REC調查

表。該表含有一份符合資格的工作人員的完整

清單。 
 

https://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ment-help/regional-enrichment-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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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餐 
 

所有紐約人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都可以領到

三頓免費餐。 
 

膳食中心在上午7:30至11:30向兒童及其家庭開

放，在上午11:30至下午1:30向成年人開放。 
 

不需要登記或出示身分證。成年人和兒童可以

一次領取三餐。 
 

找到您附近的免費餐發放地點。家長和監護人

可以為子女領取免費餐。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free-meals
https://www.opt-osfns.org/schoolfoodny/meal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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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解答 
 

請參考我們的常見問題頁面，了解我們的家庭

和學生如何在當前這個不確定的階段獲得問題

解答。 
 

我們會繼續把重要主題的最新消息公佈在這個

頁面，例如： 
• 教學和評分 

• 出勤 

• 學分和畢業 

• 特殊服務 

• 考試要求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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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特殊教育服務 

對於學齡兒童，如果您的子女有個別教育課程（IEP），則您的學校應該已經就您子女的特殊教育遠程學習計劃與您聯

絡過了。這份計劃説明將用於支援您子女在達成其IEP目標方面進步的教學和服務。 

對於教育局計劃學齡前學生，如果您的子女有個別教育課程（IEP），且該計劃建議綜合環境特殊班（SCIS ）或者特殊

班，則您的學校也應該已經就遠程學習計劃與您聯絡過了。擁有建議相關服務和/或特殊教育巡迴教師（SEIT）的IEP的

學齡前學生，將只會得到以遠程治療提供的遠程服務。 

您的學校會盡一切努力讓他們繼續接受平時指導他們的同樣的老師與輔助專業人員的教學。 

如果您還沒有與子女的學校討論過這份計劃，請聯絡您子女的老師和/或相關服務提供者。 

請到我們的資訊頁面了解遠程學習計劃詳細情況，並到在家學習頁面了解更多用於支援您子女的資源。 

如果您無法聯絡到您的學校，可以發電子郵件到：SpecialEducation@schools.nyc.gov。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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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英語學習生服務 

每所學校都為英語學習生和之前的英語學習生制定了全校適用的遠程學習計劃。 

您的子女將繼續接受有針對性的英語教學，包括以其家庭語言提供恰當比例的支援。這些服務

將由一位得到相應認證的教師提供，並與該教師的密切合作而提供。如果您還沒有討論過子女

如何獲得語言發展支援，請與子女的老師聯絡。 

請到我們的資訊頁面了解詳情，並到在家學習頁面了解更多用於支援您子女的資源。 

如果您無法聯絡到您的學校，可以發電子郵件到：ELLfamilies@schools.nyc.gov。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multilingual-learners-and-english-language-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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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教育局遠程學習相關鏈接 
 

紐約市教育局 
https://www.schools.nyc.gov/ 
 

學生活動 

• 幼稚園至12年級：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
students 

• 出生至5歲：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
students/early-childhood 

 

遠程學習常見問題解答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
remote-learning 

免費餐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free-meals 
 

遠程學習設備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distribution 

 
地區加強學習中心

https://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ment-
help/regional-enrichment-centers 

 

如何啓用您的教育局iPa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
distribution/getting-started-with-your-ipad 
 

技術工具和支援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
and-support 

 

https://www.schools.nyc.gov/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activities-for-students/early-childhoo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nformation-on-remote-learning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food/free-meal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distribution
https://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ment-help/regional-enrichment-centers
https://www.schools.nyc.gov/enrollment/enrollment-help/regional-enrichment-centers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distribution/getting-started-with-your-ipa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ipad-distribution/getting-started-with-your-ipad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
https://www.schools.nyc.gov/learn-at-home/technical-tools-and-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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