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年 11 月 10 日修订 
 

 

 

 

 

 

 

 

 

          在校园长期关闭，或无法使用学校设施，因而需要转向远程学习的场景下，本计

划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保证在此期间持续的高质量的教与学。远程学习是指学校通过

线上或其他方式，以及学生主导的学习活动，在校园以外的环境中，向学生输送学业

课程。多数情况下，远程学习在学生各自家中进行。 

          在校园关闭，远程教学期间，学校的教学宗旨为“停课不停学”。不论形势或学

习环境如何，教师及支持团队将始终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对学生的学业成功保

持高标准和期望。无法在校园内面授迫使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结构发生改变，但不论学

习环境如何，老师们将始终专注于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学习是持之以恒的——校园

关闭无法阻止学习的脚步！ 

 

远程教学的工作重点 
 

实施远程教学时，学校的工作重点为以下几方面： 

健康和福祉: 我校学生、老师、和其他员工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是我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优先于所有学校其他目标。全体学校社区成员感到安全，没有身体、社交和情感顾虑，

方能成就高效的教与学。导致校园关闭的事件无疑给所有社区成员带来压力。而在学

习中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与家长合作： 学生的学业一直是老师、学生和家长之

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的结果。 尽管老师仍然是设计和传

授适宜学习体验的责任人，在家中进行的远程学习同

校园关闭期间                                

学习持续计划 

学校愿景 

助力打造世界需要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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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需要家长的主动担当，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支

持。以确保孩子的学业成功。这就要求对以往的

家庭日程进行调整，要求家长在家庭环境中提供

必要的指导和灵活性，来支持孩子的学习。 

灵活的学习策略： 远程、居家学习并不能复制课

堂面授活动与体验。然而，尽管远程教学与课堂

面授形式上不同，但教学活动确在发生。每日的

教学计划更短、更灵活，但教学和课堂期望与面

授无异。老师们继续通过直播或录播的方式直接

授课，但学生大部分时间将会独立学习，老师指导学生与同龄人互动和讨论、学生通

过阅读（指定书籍或依个人喜好选择书籍）、写作、反思分析、练习、使用线上资源

探索与发现、创意美术、动手做项目、运动、体育活动、服务他人、家庭活动、社交

互动、社区户外活动和旅行等方式独立学习。我们认同身处学校方能获得最佳的学习

体验，但居家学习同样可以收获高质量的学习与成长。 

 

机会与挑战 
 

          最理想的学习方式是按时到校上课。然而，随着挑战日益增多，居家学习也为学

生接触新想法、探索新兴趣提供了独特的机会。通过网络世界，人们可以无限且即时

地接触到人物、地点及想法，这提升了人们的思维，促进进一步学习。自主学习赋予

了学生更多的自由，专注于其热衷或感兴趣的理念，构建对自身更具意义的学习模式。

尽管校园关闭期间，与老师和朋友们的联系受到了限制，但学生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去

探索新的兴趣，结识全世界的良师益友。 

          不仅如此，自主学习有助于学生发展和巩固其必备的思想品格。研究表明，学生

为自身的学习担负起一部分责任，能够提高其自信心和自律性。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

自己的时间，更有动力去做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他们成为自己的倡导者，可以更好地

表达自己的诉求。学生们在为自己学习负责的过程中养成的独立和坚韧的品格，将使

其在整个人生阶段受益。 

学校使命 

我校服务于一个多元文化社

区，通过高学术水准及其实际

应用、务实的领导力锻炼体

验、性格塑造及为本地和全球

社区服务的机会，培养学生塑

造其独特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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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理解无法在校学习及对未来的不确定，给所有学校社区成员带来了压力

和焦虑。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和需要做出调整时更具灵活性、理解能力、耐心和

恒心。远程教学成功的关键是清晰、直接、频繁地了解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以解决问

题为导向，灵活应对，以保证教学的持续进行。 

科技系统及线上平台 
 

          向居家学习的成功过渡离不开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在线链接。并非所有的远程课程

都要求网络连接，老师有时也会使用以下所列出的平台提供教学，与学生和家长沟通

教学期望和学习内容。必要时，可能还会发放纸质学习资料。 

平台 受众 目的 

邮箱 所有人 学校的官方交流渠道 

微软办公软件 （包括微软

Teams） 

初高中学生 直播或录播课程 

学生与老师沟通 

布置任务或作业 
Flipgrid 初高中 分享及提交作业 

瞩目（Zhumu） 小学生（幼儿园-五年

级） 

直播或录播课程 

学生与老师沟通 

在线视频会议 
Seesaw 小学生（幼儿园-五年

级） 

家庭沟通及提交作业 

Zoom 所有人 在线视频会议 

权威学校（PowerSchool） 初高中学生 作业成绩与等级 
JumpRope 小学生（学前班-五年

级） 

学习进度报告 

微信 所有人 信息交流 

TGA 学校网站 所有人 学校资源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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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架构 
 

          远程线上学习无法复制在校学习课程和日常架构。对于老师或学生来说，每天花

费 6-7 小时，试图通过视频实施课堂式的教学，是不合理且不适宜的。相反，教学重

点应放在提供引人入胜和发人深省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地学习。教学架

构因年级而异，包括同步（实时）和非同步（独立）的教学和学生作业。一般来讲，

教学架构遵循以下指导方针。 

 

幼儿园 
 

学习体验 

• 同步（实时）课程： 15-30 分钟 （提供录播课程） 

• 非同步课程：15-20 分钟 + 额外所需的时间 

• 在规定的办公/学业支持时间内，老师可为学生提供个人帮助 

• 在线课程遵循以下时间表进行： 

幼儿园时间表 

 
 

每日安排 在线平台 

8:00-8:30 书写练习 发布到 SeeSaw 
8:30-9:00 问候时间，小组活动时间 瞩目 + 小组讨论室 
9:00-10:00 休息 & 加餐 - 

10:00-11:30 计划时间，上课时间，复习时间 发布到 SeeSaw 
11:30-11:45 集体活动/故事时间 瞩目 
11:45-2:45 午餐 

午睡/安静时间 

选择板 

 
发布到 SeeSaw 

1:45-3:00 办公/学业辅导支持时间 通过 SeeSaw 沟通 
 

除老师授课外，学生应当： 

• 每天与家长共同阅读—书籍可从我校图书馆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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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家务和家庭活动 

• 积极向上，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 如果可能，享受户外活动 

 

学前班-五年级 
 

学习体验 

• 同步（实时）课程：每节课 20-30 分钟，使用 “瞩目”上课 （提供录播课程） 

• 非同步 （独立）课程：每节课 10-20 分钟 

• 活动及项目资源将上传至 Seasaw 

• Seasaw 将被用作教学交流工具 

• 规定的办公时间内，支持老师可为学生提供个人帮助。 

• 体适能/体育课程安排在休息时间和午餐后 

时间表 

学前班至二年级 

 第一天 第二天 
8:00 班会 班会 
8:30  读写课 读写课 
9:0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9:15 1 年级中文 副科课 
9:45 社会学/科学 社会学/科学 
10: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0:30  K 中文 副科课 
11:00 数学 数学 
11: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1:45 2 年级中文 副科课 
12:15  午餐 午餐 
1:15 体适能/体育 体适能/体育 
1:45-3:00 办公/学业辅导支持

时段 

办公/学业辅导支持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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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至五年级 

 第一天 第二天 
8:00 班会 班会 
8:30  读写课 读写课 
9:0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9:15 副科课 4/5 年级中文 
9:45 社会学/科学 社会学/科学 
10: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0:30 副科课 3 年级中文 
11:00 数学 数学 
11: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1:45 副科课  

12:15  午餐 午餐 
1:15 体适能/体育 体适能/体育 
1:45-3:00 办公/学业辅导支持

时段 

办公/学业辅导支持

时段 
 

除老师授课外，学生应当： 

• 享受阅读的乐趣 （每天至少 20 分钟）— 书籍可从我校图书馆借阅 

• 使用在线资源重点提高读写和数学运算能力 

• 参与家务和家庭活动 

• 积极主动，乐于学习新事物 

• 与朋友保持联系 

• 如果可能，享受户外活动 

 

六年级至七年级 
 

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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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实时）课程：每节课 20-30 分钟，使用 Microsoft Teams 上课（提供录播课

程） 

• 非同步 （独立）课程：每节课 30-40 分钟 + 额外需要的时间 

• 老师将在每周 2-3 天的办公时间段内为学生提供个别辅导 

• 学生根据以下时间表，循环上课： 

 

 第一天 第二天 
8:00-9:00 答疑时间 答疑时间 
9:00-10:00 第一节课 第五节课 
10:00-10: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0:15-11:15 第二节课 第六节课 
11:15-11:3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1:30-12:30 第三节课 第七节课 
12:30-1:3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30-2:30 第四节课 班会课 

2:30-3:30 答疑时间 答疑时间 
 

除老师授课外，学生应当： 

• 享受阅读的乐趣 （每天至少 20 分钟）- 书籍可从我校图书馆借阅 

• 通过在线资源，提高和练习数学概念，以提高数学运算能力 

• 积极主动地探索个人兴趣和热情 

• 如果可能，探寻本地景点名胜，寻求社交互动 

 

八年级至十二年级 
 

学习体验 

• 同步（实时）课程：每节课 30-40 分钟，使用 Microsoft Teams 上课（课程将被录

制） 

• 非同步 （独立）课程：每节课 30-40 分钟 + 额外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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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将在每周 2-3 天的办公时间段内为学生提供个别辅导 

• 学生根据以下时间表，循环上课： 

 

 第一天 第二天 
8:00-9:00 答疑时间 答疑时间 
9:00-10:00 第一节课 第五节课 
10:00-10:15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0:15-11:15 第二节课 第六节课 
11:15-11:3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1:30-12:30 第三节课 第七节课 
12:30-1:3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1:30-2:30 第四节课 班会课 

2:30-3:30 答疑时间 答疑时间 
 

除老师授课外，学生应当： 

• 享受阅读的乐趣 （每天至少 20 分钟）- 书籍可从我校图书馆借阅 

• 通过在线资源，提高和练习数学概念，以提高数学运算能力 

• 积极主动地探索个人兴趣和热情 

• 如果可能，探寻本地景点名胜，寻求社交互动 

 

学业支持 
 

          学校通常为在有英文语言发展需求或其他学习需求学生提供支持。我校学业支持

专员将随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与老师和学生安排单独辅导的时间，确保为学生

提供全面支持。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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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远程教学，我校都将学生的安全放在首位。为保障我校社区

成员在线上学习期间的身心健康，请遵循以下规范： 

         直播（在线）师生互动仅在教学日的中国时间 8:00-17:00 进行。此时段之外发送的

信息将在下一个教学日收到回复。 

 

指导方针和职责 
老师 

 

结合以下几点，方能收获成功的在线教学： 

1. 与学生建立和维系相互信任的关系。当老师关心理解学生、始终如一、提出明确的

期望、积极响应并确保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地点，得到足够的支持来完成他们的课

业时，学生才最有可能参与到真正的学习中来。通过同步视频课程定期与学生见面，

视需要与学生单独交流。投入时间确保学生的身心和情感健康，努力让她们参与到

互动和协作的讨论和学习中来。 

 

2. 确保学生的作业具有挑战性且开发思维。相较于提供宽泛的知识内容、安排大量的

在线阅读、或制作冗长的教学视频，布置启迪认知的学习任务能够收到更好的学习

效果。寻求直接授课与学生自主学习与活动的平衡。调整学习期望以使适应新的教

学环境。重视提供反思和记录日志的机会。为学生创造探索兴趣领域的机会。设计

具有高度灵活性并能够鼓励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 

 

3. 重新定义对时间的理解。 远程教学中，教学时间和学生学习被定义为“同步”和“非同

步”，而非“课堂作业”与“家庭作业”。与其将重点放到“课堂作业”与“家庭作业”上，不

如制定适合同步学习和非同步学习的最佳教学方案，以及如何安排这些活动，更为

行之有效。不要试图去复制课堂面授或尝试覆盖与面授同样的课业量。因为线上学

习的要求更高，应专注于简化内容，强调学习重点，重新审视课程和作业的进度节

奏。 
 

 

4. 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性。远程学习，多数情况下是自我驱动的，因此学生们需要时间、

场所、和支持，以培养独立学习的技能，比如完成作业，时间管理等。提供指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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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技能和习惯。对学生的学习和作业保持高标准的

要求，但要设定合理的作业截止日期，应给与学生比课堂面授时更多的完成作业的

时间。 

 

5. 丰富与学生学习的互动。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不应当是教学互动的唯一形式，

甚至不该是主要形式。应保证一些一对一或分小组的互动（同步与非同步），学生

主导的或老师主导的互动（同步与非同步）形式。保持高度灵活是将正确的互动方

式与预期学习目标结合的关键。 
 

6. 与家长保持联系，沟通孩子的学业进展情况，尤其是针对落下的课程或作业。及时

在 JumpRope 及 PowerSchool 更新学生成绩。 

学生 
 

1. 充分参与所有课程及指定的学习活动。按时上课。 

 

2. 对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视身心发展情况而定）。完成作业，有需要时寻求帮助。

相较于面授布置的作业，远程学习需要更强的独立性和自我责任感。 
 

3. 养成并坚持时间管理的习惯。学习期间注意力集中。在规定的课间和进餐时间放松

身心，查看手机。 
 

4. 充分休息，健康膳食。 作息规律，早睡早起。  

 

家长 
 

1. 远程教学开始后，尽快建立日程安排，设定期望。孩子们需要良好的作息和约束，

同样需要家长给与支持。设定并遵守良好作息时间，不应允许孩子熬夜和睡懒觉。 
 

2. 限制手机的使用。如果学习期间手机容易分散孩子注意力，应使其远离孩子。 

  

3. 合理膳食，规律休息。保证规律的就餐时间。确保孩子在学习任务间歇期间起身走

动。孩子们需要大量的运动和活动来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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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家中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不应在卧室学习）。保证网络连接顺畅，学生能够顺

利地获取恰当的科技资源。定期监督孩子，保证其学习状态。 
 

5. 与老师保持沟通，有关孩子学业的问题或疑虑请直接联系老师。询问老师支持孩子

课业的方法。  
 

6. 留意孩子在电脑前所花费的时间，设定时间上限。长时间上网或久坐在电脑前不利

于任何人的健康。 

 

7. 询问孩子的情况。了解他们今天学了什么，如何安排接下来的时间。询问他们是否

需要你的帮助或支持。此举有助于帮助孩子保持条理性，处理从老师那里获取的信

息。孩子无法与同龄人共同学习，可能会感到焦虑。通过给予支持和理解来承认他

们的压力和焦虑。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也会对孩子有所帮助。 

 

8. 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当中。与孩子探讨他们所学，交换想法，提供指导。即使孩

子感觉做作业有些吃力，也要放手让他们自己完成。这会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培

养独立性，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而学习从来并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