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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CPS家庭： 

我们想感谢你在过去几天的耐心，而我们努力调整我们的替代学习模式，并解决延长时间离开学

校。 

first priority在这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学生和家庭的健康和福祉。根据这一承

诺，该计划有目的地限制了我们对学生的要求，并为教师的学习和交流设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学

习将继续。只要我们出局，其他教学方法就会保持不变。 它看起来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同，我们

仍然致力于帮助学生继续学习。我们认为，这一时刻不应对学生的未来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

的计划反映了这一信念。学习将侧重于复习、强化和充实。 

我们增加了有关我们计划的其他信息到我们的网站： www.cpsk12.org/COVID19.还提供家庭和学生

的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是4月8日星期三开始我们计划的基本要素概述。教师和课程协调员将今明两天使用，对在线

工作进行微调，并确定学生当前的学术状况。 

小学 

• 正在准备其他纸质学习包，并将邮寄回家。 

• 拥有thiPad的5年级学生将过渡到纸包。他们仍可能使用 iPad 进行补充学习和访问资源。 

• 鼓励学生轮流学习。例如，数学一天和阅读下一天。 

• 教师如果需要额外的帮助，将每天为学生安排办公时间。 

• 教师将提供反馈，但不会分配分数。 

• 教师和学校的大规模交流将按照时间表进行： 

o 星期一：来自课堂老师的电子邮件 

o 星期二：来自特约教师/辅导员/家庭学校沟通者的电子邮件 

o 星期三：来自课堂老师的电子邮件 

o 星期四：来自建筑校长/学校的最新情况 

o 星期五：来自课堂老师的电子邮件 

中学和高中 

• 在学年结束时，将为所有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包括教师互动和反馈。 

• 学习将通过课程/学科领域进行标准化。 

http://www.cpsk12.org/COVID19


• 每个主题区域将分配一周中的一天进行教学和相关的大规模通信。 

o 星期一：数学、美术和英语学习者 

o 星期二：语言艺术，体育/健康，天才教育和AVID 

o 星期三：科学、实用艺术、职业中心和特殊教育区教室 

o 星期四：社会研究、世界语言和特殊教育非核心内容领域（成功技能、交流实验室

、资源、工作块、工作探索，申请学生） 

o 星期五：有趣的一天，俱乐部日（俱乐部、田径和活动可以登记入住的时间） 

• 教师将继续为学生举行固定办公时间。 

• 2020年春季学期不报告任何字母等级。课程中的学生表现将使用 P（通过）或 IC（不完整

）标记进行报告。 

• P 或 IC 的确定将根据 2020 年 3 月 10 日报告的中期进度报告 （IPR） 做出。60% 或以上的

知识产权分数是 P，否则是 IC。这两个分数都不会对学生的GPA产生任何影响。（AP 和双

积分请查看以下其他信息。 

• 如果学生在 2020 年 4 月 1 日之前未通过该课程，则该学生在老师和学校的支持下，在学

期剩余时间内达到通过状态。 

 高级配售 （AP） 和双学分 

• AP 和双学分课程将在学年结束时提供大学课程完成和 AP 考试准备。 

• 对于注册获得大学学分的为期一年的课程与秋季和/或春季学期双学分选项： 

o CPS 的第二个学期分数将是 P 或无信用 （NC）。 

o 字母等级将确定向学院报告，使用第一学期年级和第二学期的"年级"的平均值，其

中应包括完成获得大学学分所需的工作。 

• 对于注册获得大学学分的学期双学分课程： 

o CPS 的第二个学期分数为 P 或 NC。 

o 信件成绩将根据学期关闭前完成的工作向学院或大学报告，并应包括获得大学学分

所需的完成工作。 

如果您对学习计划有任何疑问，您的学生的学校和教师将随时可用。 此外，请查看我们在

www.cpsk12.org/COVID19网站上提供的信息和资源。 

感谢您与我们成为出色的合作伙伴。感谢您与我们合作，让孩子们仍然有机会学习。最重要的是

，感谢您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我们家庭的健康和福祉作为优先事项。 

 

http://www.cpsk12.org/COVID19


此資訊是使用 Google 翻譯或其他線上軟體翻譯的。請原諒任何錯誤。 
 
 

基礎教育 

替代學習常見問題 
你期望我們的學生什麼時候能回到學校? 

CPS 將繼續遵循本地及州限制,並將隨時更新您 

有關本主題的資訊可用。 

從學校/教師與家人的溝通中我能期待什麼? 

你的孩子的老師將通過多種途徑聯繫家庭,但最常見的是 

通過電話和/或電子郵件。此溝通的目標是確保您的孩子和您的 

家庭,繼續覺得連接到CPS,和學校。這樣,我們知道你們都安全 

和好!你會經常聽到你的老師。您將聽到專家的聲音 

教師(藝術,音樂,體育,學校輔導員等)在星期二,如果他們有資訊 

共用。您的建築主體將在每週四發送更新。 

如何獲取發送給我的小學生的下一組學習包? 

所有教師/建築,等級PK-5,將利用學習包作為主要形式 

教學。通過定期與學生辦理登機手續,教師將通知他們的建築 

準備下一個學習包以及這些資料包的學生的管理員 

將直接郵寄到你的家。 

有什麼選項,我需要支援我的小學生的學習超越數據包, 

被送去家庭?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我們的老師在這段時間里與家庭保持聯繫。他們將 

提供支援,指導包工作,和友好的臉,以保持學生 

連接。您還可以獲得關於 COVID-19 的豐富創意的活動 

網站: www.cpsk12.org/COVID19. 

我的五年級學生呢?他/她會轉到教學包嗎? 

是的。我們要求所有老師都去分組指導。這些封包基於 

密蘇里州學習標準,將確保有標準化和連續性 

學習所有CPS家庭。 

我的五年級學生有他的/她的iPad。他/她如何利用它來學習? 

鼓勵你的孩子使用ConnectEd 進行數學複習、ST 數學和其他在線閱讀 

資源豐富了學習機會。學術學不會添加新的學習。 

我的孩子現在缺少的密蘇里州學習標準呢? 

CPS 課程協調員將生成密蘇里州學習標準清單, 

錯過了每個主題領域。這些標準將納入正在教授的標準 

明年秋天 

我的孩子想參加縮放會議,但我們的家庭沒有設備,是 

有計劃把設備給有需要的家庭嗎? 

不幸的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沒有辦法把更多的設備給家庭。我們 



了解我們許多家庭正在經歷的極限。請注意,有幾個 

公司提供免費互聯網接入在這個需要的時間。有關 

COVID-19網站 (www.cpsk12.org/COVID19) 和您的建築負責人可以提供説明. 

以下是你的孩子的老師不會要求你或你的孩子, 

此時: 

教師此時不會做的事情 

期待父母交上已完成的工作。教師將定期檢查,以確保 

學生和家庭能夠完成包。 

創建必須遵循的日程安排。 

需要縮放會議。教師可以持有這些,但學生將不要求 

參加。 

分級。 

我的家人需要獲得食物以外的抓走。如何獲得説明? 

有關可用資源的清單,請參閱www.cpsk12.org/COVID19 COVID-19 網站。 

我的孩子顯得焦慮和/或沮喪。如果我的家人需要心理健康支援,如何 

我得到説明嗎? 

CPS COVID-19 網站上提供了諮詢資源清單。家庭也可以 

在此處直接存取諮詢資源指南: 
https://www.cpsschoolcounseling.com/covid-19.html. 



 

此資訊是使用 Google 翻譯或其他線上軟體翻譯的。請原諒任何錯誤。 
 
 

中學教育 

替代學習常見問題 
你期望我們的學生什麼時候能回到學校? 

哥倫比亞公立學校 (CPS) 是社區事件指揮結構的成員。 

學區將繼續遵守地方和州的指示和限制。我們會的 

在有關此主題的相關信息可用時,請更新家庭。 

高中學分的中學課程呢? 

這些課程將使用與高中相同的計劃。這些課程將一視同仁 

對待高中課程的方式。 

由於我的孩子的課程沒有完成,他們是否會在明年的不利 

課程? 

CPS 將設計 2020-2021 年課程,以反映 2020 年春季課程的變化。不 

由於內容丟失,學生應該處於不利地位。 

如何確定 P 的標記? 

在2020年3月10日的智慧財產權上,"P"將等於60%或更高。 

如果 3 月 10 日知識產權報告與 3 月 13 日之間有證據證明學生的等級 

會上升到或下降到60%以下,老師可以下決心。如果 

截止到3月31日,學生的成績已經上升到60%以上, 

確定將是P。 

對於在 3 月 31 日之前成績不是 P 的學生,該學期的剩餘部分將為 

用於幫助學生達到 P。這可以通過完成工作來完成,而不是 

交入,如果教師的重學政策允許,從事重新教學和審查,以及 

展示對 3 月 10 日智慧財產權之前提出和評估的概念的掌握。這些 

評估可以由教師確定,可以包括,但不限於在線 

測驗和測試、口語測驗和測試、寫作或其他學習證據。 

取消字母等級讓我擔心。我們如何證明這一點? 

中學成績的取得僅用於報告目的。沒有 

與中學生成績或 GPA 相關的綁定資訊。雖然報告很重要, 

在CPS,我們的州,和我們的國家,由於教育系統的突然變化 

冠狀病毒大流行創造了一種情況,為報告提供了公平的機會 

這些成績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的孩子註冊了在線課程,該怎麼辦? 

中學計劃適用於在線課程,同樣的規則也適用。延伸 

在線課程的學習包括繼續學習和完成課程。線上 

老師將傳達對學生的期望,這相當於3月10日 



截止日期。 

榮譽榜呢? 

2019-2020年,中學將沒有第三或第四季度的榮譽名冊 

學年。 

當我們回到學校時會發生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在學年結束前返回學校,目前的評分計劃 

將保持原位。我們將調整教學計劃,以配合正常的上課日。 

從與孩子的學校/教師溝通中我能期待什麼? 

對於所有課程,教師每周將有一天進行授課。每日配置的內容區域 

是: 

o星期一:數學、美術和英語學習者 

o星期二: 語言藝術, 體育/健康, 天賦和 AVID 

o星期三:科學、實用藝術、職業中心和特殊教育區 

教室 

o星期四:社會研究、世界語言和非核心特殊教育 

內容區域 

o星期五:歡樂日俱樂部日(俱樂部、田徑和活動可以登記的時間; 

這不是必需的!) 

在指定日期,您可以期望就課程內容和 

期望。縮放會議、Google 環聊等可用於即時說明 

和連接。在任何給定課程的「休息日」,教師可以個人化 

與學生和家庭溝通。教師還將為學生舉行每日辦公時間 

支援。 

那些在獲得 P 指定后不參與課程的學生呢? 

預期和高度鼓勵所有中學生繼續參與 

他們的課程到學年結束。我們希望教師保持聯繫 

與學生聯繫,促進學生之間的聯繫。雖然這是我們的期望和 

鼓勵學生繼續參與,沒有懲罰行動的人 

選擇不。 

如果我的家人需要獲得「抓手」和「去」以外的食物,我如何獲得説明? 

CPS COVID-19 網站上提供了資源清單:www.cpsk12.org/COVID-19。 

我的孩子顯得焦慮和/或沮喪。如果我的家人需要心理健康支援,如何 

我得到説明嗎? 

CPS COVID-19 網站上提供了諮詢資源清單。家庭也可以 

在此處直接存取諮詢資源指南: 
https://www.cpsschoolcounseling.com/covid-19.html. 

在此期間,我還能做什麼來支援孩子的學習? 

CPS COVID-19 上為家庭提供用於濃縮活動的線上資源 

網站: www.cpsk12.org/COVID-19. 



此資訊是使用 Google 翻譯或其他線上軟體翻譯的。請原諒任何錯誤。 
 
 

高中教育 

替代學習常見問題 
你期望我們的學生什麼時候能回到學校? 

哥倫比亞公立學校 (CPS) 是社區事件指揮結構的成員。 

學區將繼續遵守地方和州的指示和限制。我們會的 

在有關此主題的相關信息可用時,請更新家庭。 

如果學生想放棄課程,不處罰怎麼辦? 

這個計劃消除了學生放棄課程的需要。如果學生選擇離開 

標記為 NC,結果與無罰而掉落的結果相同。 

高中學分的中學課程呢? 

該計劃適用於中學高中課程。 

由於我的孩子的課程沒有完成,他們是否會在明年的不利 

課程? 

CPS 將設計 2020-2021 年課程,以反映 2020 年春季課程的變化。不 

由於內容丟失,學生應該處於不利地位。 

如何確定 P 的標記? 

在2020年3月10日的智慧財產權上,"P"將等於60%或更高。 

如果 3 月 10 日知識產權報告與 3 月 13 日之間有證據證明學生的等級 

會提高或下降到60%以下,老師可以下決心。如果 

截止到3月31日,學生的成績已經上升到60%以上, 

確定將是P。 

對於在 3 月 31 日之前成績不是 P 的學生,該學期的剩餘部分將為 

用於幫助學生達到 P。這可以通過完成工作來完成,而不是 

交入,如果教師的重學政策允許,從事重新教學和審查,以及 

展示對 3 月 10 日智慧財產權之前提出和評估的概念的掌握。這些 

評估可以由教師確定,可以包括,但不限於在線 

測驗和測試、口語測驗和測試、寫作或其他學習證據。 

PLATO信用回收課程呢? 

學生可以從家裡訪問 PLATO,並且必須以 60% 或 

更大的掌握,以賺取信貸。學生的 PLATO 老師或其他學校官員 

會與他們接觸,以方便課程完成。 

取消字母等級讓我擔心。我們如何為我們的學生和 

這不會讓他們在大學入學等競爭中處於劣勢嗎? 

我們瞭解成績的實現以及保持或提高成績的機會 

累積 GPA 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不一種是 

高等教育錄取、獎學金、榮譽和獎勵。突然改變 



哥倫比亞公立學校的教育系統,我們的州,我們的國家由於冠狀病毒 

大流行病造成了一種情況,即公平的機會改善或 

無法推進 GPA。顯然,各級機構 

國家正在就取消職等報告作出類似的決定。CPS 高 

學校的學生將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前進。NCAA,常春藤聯盟學院 

和大學,密蘇里大學和數百個其他機構是其中之一 

已表示將監測和調整要求,以回應COVID- 

19危機. 

如果我的孩子註冊了在線課程,該怎麼辦? 

高中計劃適用於在線課程,同樣的規則也適用。延伸學習 

在線課程將繼續進行,並可能完成課程。線上 

老師將傳達對學生的期望,這相當於3月10日 

截止日期。 

學生在任何課程中有 P 後,對課程參與度有何期望? 

一些學生將獲得課程的學分,並決定他們將不再參與。一些 

將繼續參與。我們期望和鼓勵學生繼續參與 

與他們的老師和學校,直到學期結束,但沒有懲罰性行動 

那些選擇不。 

當我們回到學校時會發生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在學年結束前返回學校,目前的評分計劃 

將保持原位。我們將調整教學計劃,以配合正常的上課日。 

從與孩子的學校/教師溝通中我能期待什麼? 

對於所有課程,教師每周將有一天進行授課。每日配置的內容區域 

是: 

o星期一:數學、美術和英語學習者 

o星期二: 語言藝術, 體育/健康, 天賦和 AVID 

o星期三:科學、實用藝術、職業中心和特殊教育區 

教室 

o星期四:社會研究、世界語言和非核心特殊教育 

內容區域 

o星期五:歡樂日俱樂部日(俱樂部、田徑和活動可以登記的時間; 

這不是必需的!) 

在指定的日子裡,您可以期望與學生以及家庭進行溝通 

關於課程內容和期望。縮放會議、Google 環聊等可能 

用於即時指令和連接。在任何給定課程的「休息日」,教師可以 

與學生和家庭進行個性化溝通。教師也將每天舉行 

學生支援的辦公時間。 

如果我的學生結束學期,並在課程中有NC,將有一個信用恢復 

2020年暑期學校的機會? 

雖然我們打算在2020年夏天提供信貸回收,但 



課程交付和時程表尚未確定。 

如果我的家人需要獲得「抓手」和「去」以外的食物,我如何獲得説明? 

CPS COVID-19 網站上提供了資源清單:www.cpsk12.org/COVID-19。 

我的孩子顯得焦慮和/或沮喪。如果我的家人需要心理健康支援,如何 

我得到説明嗎? 

CPS COVID-19 網站上提供了諮詢資源清單。家庭也可以 

在此處直接存取諮詢資源指南: 
https://www.cpsschoolcounseling.com/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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