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學術官之學年結束最新信息
2020 年 5 月 27 日
親愛的屋崙聯合校區社區﹕
明天是學年的最後一天！ 祝恭喜我們的學生、家庭和職員容易地渡過稱為有史以來最非常規的學
年。 當我退一步思考到自 3 月中校園關閉親自教導以來我們一起取得的成就時，我對我們的成就
感到鼓舞：
● 在不到 48 小時的時間內，我們的學校領袖、老師和支援職員從平時的上課日到整理成千
上萬的作業包供學生使用、創建新的網上課程、借出 Chromebook，並通過電話和電郵報
到為社區提供支持等等。
● 在學校關閉的第一天，我們的營養服務團隊立即開展工作，並開設了 12 個派食物地點。
他們在第一天提供超過 4,000 份膳食，自此以後每星期繼續提供兩次膳食，平均每天有
14,000 名學生取得。
● 我們與慷慨的社區和行業合作夥伴合作，為受 COVID-19 病毒嚴重影響的家庭提供必需品，
從袋裝食品到寵物食品再到尿布。 我們 COVID-19 病毒響應工作的數據確實說明一個以支
持我們的社區的美麗故事。（Take a look）
●

職員和社區成員開展籌款活動（fundraising campaigns），將數千元捐贈給最需要的屋崙家
庭。

在過去兩個月的風風雨雨中，我們的學校社區繼續學習、互相依靠和相互鼓勵。 雖然有關
COVID-19 病毒的科學信息將繼續改變未來的教育格局，但我們知道我們可以一起解決問題。 過
去幾個月向我們表明，我們可以互相依靠、制定計劃和根據社區和職員的需要調整計劃。
請參閱以下有關以下主題的最新消息、資源和我們的暫定計劃：遠程學習；解決技術與科技差距；
成績表和晉升/畢業； 暑期班和 2020-21 學年。

2020 年春季學期的遠程學習
●
●

●

在學校的最後一星期中，我們的老師和學生正在反思他們共同的遠程學習體驗及結束學年。
關於這一點，我們邀請所有 OUSD 家庭在#SchoolAfterCovid Family Survey 家庭調查中分
享你對遠程學習的體驗和看法。像你這樣的屋崙家庭應該有一個位置，因為貴子女的教育
狀況正在做出重大決定。你的見解將幫助我們制定 2020-21 年計劃，因此請立即參與調查
分享你的想法（please share your thoughts by taking the survey today）。
我們亦邀請家庭和職員通過我們的網上的 Thought Exchange 分享關鍵問題的想法，包括有
關遠程學習的想法，此交流是保密的。你的想法將與其他參與者分享，但不會分享你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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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你將能夠基於對你的同意/不同意的程度或你對這些想法的重視程度來查看和評價其
他人提供的想法。請在 6 月 5 日之前瀏覽 www.ousd.org/covid-19thoughtexchange 參與。

技術與科技差距
排除科技差距
感謝 Jack Dorsey，Mark Pincus 和許多其他基金會和個人的慷慨捐助，我們很快就實現最初的
#OaklandUndivided 籌款目標$ 1,250 萬！
● #OaklandUndivided”活動的目標是確保屋崙的每間八立學校學生都擁有三樣東西：一台電
腦、一個互聯網連接以及即將到來的學年在家中的技術支持。 #OaklandUndivided 運動將
為需要實現這一目標的學生提供支持
● 這些電腦不是用於 OUSD 課室庫存的電腦，它們將是學生的個人設備。有了這些電腦，讓
交還借出 OUSD 電腦的學生獲得自己的個人設備。
● 我們將通知社區設備分發的物流和時間以及擴展進入互聯網的範圍。
● 我們將在 8 月和 9 月將這些電腦分發給辨認出有需要的家庭。
● 展望未來，我們已經計劃繼續籌款，以實現每年 4 百萬元的預計開支，我們預計這將使
#OaklandUndivideded 活動可持續和成功。
OUSD Chromebook 電腦和取得互聯網
●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從學校領袖中得知，在秋季返回同一間學校的學生可以會在暑假期間
保留借來的 Chromebook。請確保你的家人在你保管時妥善保管這些設備。當學校在兪月
重新開課時，將需要將它們歸還。
● 以下學生必須盡快將其 Chromebook 交還學校。請聯繫你的學校校長，以了解返校日期和
時間的學校詳細信息。
○ 在秋季晉升 5 年級和 8 年級的學生將在秋季就讀另一間 OUSD 學校；
○ 不打算明年再返回校區學校的學生；和
○ 高中畢業生
● 隨著秋季的#OaklandUndived 運動系中推出新的電腦和熱點，學生將可以使用新的個人設
備替換借來的 OUSD Chromebook。然後，學生將成為這些新設備的主人，並能夠可靠地
連接到互聯網。
● 對於在秋天學校重開之前需要可靠的互聯網連接的家庭，OUSD 增強我們幾個學校的信號
強度。家庭最多可以開車到本校區學生互聯網地圖（OUSD Student Wifi Access Map） 上
列出的站點之一，以連接到互聯網。 Wifi 網絡稱為 OUSD Chromebook，OUSD
Chromebook 將自動連接，使學生可以取得資料。
KDOL 節目安排
● KDOL-TV 是校區的教育電視台，在屋崙的第 27 台（Comcast）和第 99 台（AT＆T）廣播。
● 我們將繼續與我們的通訊及教學團隊合作，以便能夠在整個暑假中在 KDOL 上發布視頻和
教育節目。
● 我們的計劃是為學生提供教學內容，首先關注早期兒童教育，然後針對 K-3 年級。
● 我們還致力於為家長提供指導性節目，其中包括簡短的“怎樣做”視頻以支持他們子女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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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表和畢業/升學
成績表﹕
● 成績表將於本週晚遲些時候落實。提醒一下，對於學前班和小學生，老師將專注於最後的
成績表之評論部分，而不發布特定的成績。對於 6-12 年級的學生，我們在最後一學期採
用有學分/沒有學分的方法。
● 在學校檔案中有電郵地址的家庭將通過電郵收到成績表。
● 沒有檔案電郵地址的家庭將收到郵寄的成績表。
畢業/升學﹕
● 感謝所有對“Celebrating the Class of 2020”調查提供回應的人士！
● 鑑於持續的居家抗疫令的限制，我們所有的高中都已開始為高中生舉行視頻畢業典禮。同
樣，我們的中小學也為 5 年級和 8 年級的學生舉辦視頻升學活動。請聯繫你的學校以獲取
詳細信息。
● 在大流行限制的情況下，我們的大多數高中也都暫定舉辦活動併計劃未來的親自畢業典禮。
● 感謝支持 Eat. Learn. Play.基金會，我們能夠為每位即將畢業的高中生家庭提供草地牌，以
慶祝這一重要的里程碑。 OUSD 的 18 個高中課程中的每個課程都有不同的設計，顯示學
校的創造力和個性。去看看（Check them out）。
● 最後，我們很高興與 KTVU 合作，於 6 月 6 日（星期公）舉行名為“Rising Together:
OUSD 嘉 Class of 2020”的全校區視頻畢業慶典。這一小時特別節目將在電視上播出，包
括有 Libby Schaaf 市長、Johnson-Trammell 校區總監、學生致告別辭和演講者，以及一些
令人驚訝的嘉賓，請繼續留意更多細節。

暑期學習及資源
暑期學習
● OUSD 領袖和我們的早期兒童教育辦事處（ECE）正在努力為我們今年夏季重新開放的全
日制早期兒童計劃去確定計劃。已成立由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的 ECE 老師、過渡幼兒園
老師和學校領袖組成的 ECE 工作隊。我們的計劃將集中於如何怎樣保護我們的學生、家
庭和職員。
● 我們的暑期學習計劃將為學校推薦的 K-12 年級學生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和繼續學習的機會。
學生將接受針對讀寫和數學的輔導，以及下午的充實機會，以幫助他們保持活躍和聯繫，
甚至採用遠程學習形式。與貴子女的學校聯繫，和/或瀏覽 www.ousd.org/summerlearning
了解更多信息。大多數課程為期 4 星期，時間為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7 月 2 日。
● Credit Recovery 是為需要按學分畢業的高年級高中學生提供恢復學分，以便按時畢業。請
與貴子女的高中教務主任聯繫，以獲取更多信息和資格。
● 儘管採用遠程學習方法，但我們也像每年一樣，正在實施特殊教育延長學年（ESY）計劃，
有個別教育計劃（IEP）而把“ ESY”寫入 IEP 服務的學生可以獲取我們的 ESY 計劃。如
有任何疑問，請聯繫你的特殊教育案例經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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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向所有參加暑期學習計劃的學生提供促進遠程學習的設備。如有疑問，請聯繫你的學校
以獲取更多信息。為每間學校提供參與暑期學習計劃的學生名單，以確保將特定學生連接
到暑期學習設備。

暑期資源
● 除上述計劃中的 KDOL 有線電視電視節目外，OUSD 還在 6 月的第一個星期將教育資料包
直接郵寄到我們的 K-4 年級學生的家中。這些資料包目的是在提供教育和豐富的活動，並
通過 Hewlett-Packard 的慷慨捐助得以實現。
● 隨著許多家長/監護人返回家外工作，我們知道，家庭將在夏天尋找使子女保持投入學習
的方法。InPlay，是我們校外學習的合作夥伴，與計劃提供者保持著密切聯繫，並隨著可
用性和入學指南的變化而不斷更新家庭的選項。此外，InPlay 還編制由你最喜歡的提供者
提供的以家庭為基礎的、由老師教導的計劃的列表，以使學生在家時保持活躍和參與！請
檢查一下（Please check it out）。
● 在公月或七月期間，將繼續為學生提供許多用於在家學習的網上應用程式和計劃。請瀏覽
家庭中心（family central）以獲取詳細信息。
● 我們擴大外賣式膳食計劃，以在暑假期間繼續支持屋崙兒童。從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
星期一至四的上午 8 點至下午 12 點，全市 24 個地點的 18 歲及以下屋崙兒童可以免費取
得膳食。詳細信息發佈在 www.ousd.org/summermeals。

2020-21 學年
當要重新開放我們的學校時，我們社區的健康和福祉永遠都是第一位的。 2020 年 8 月 10 日仍是
2020-21 學年的預計開學日期，我們目前正在研究各種情景，以了解開學第一天的樣子和該年餘下
的時間。上星期五，Johnson-Trammell 校區總監分享有關本校區新組建的 COVID-19 病毒行動小
組以及秋季怎樣返回學校的詳細信息。看一下了解更多（Take a look to learn more）。
完整的 2020-21 學年日曆（2020-21 School Year Calendar）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作出修訂，尚待
教育委員會會批准。請注意，日曆可能需要調整。話雖如此，我們現在與大家分享 - 在教育委員
會批准之前 -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職員和家庭都希望為未來做計劃。隨著我們了解更多資料，我
們致力於使我們的職員和社區保持有最新消息，並將所有更改發佈到
www.ousd.org/districtcalendar。
當我們針對各種情景進行研究時，如 2020-21 年的一般的上學日情況一樣，我們將在 7 月為老師
和教職員工提供相關的專業培訓機會和支持。專業學習計劃是根據 COVID-19 病毒行動小組創建
的方案為我們的員工提供適當的培訓。
如上述，我們正在邀請家庭和員工通過我們的網上 Thought Exchange 平台，分享他們對關鍵問題
的想法，包括重返親自教學的重要考慮因素。在我們為即將到來的學年計劃時，你的參與至為重
要。請在 6 月 5 日之前瀏覽 www.ousd.org/covid-19thoughtexchange 參與。

保持聯繫
當我們進入暑假時，我們鼓勵你與本校區保持聯繫。 請瀏覽我們的 Family Central 網站以保持獲
得最新消息：https://familycentral.ousd.org，在 facebook 和 twitter、@ousdnews，並訂閱我們的通
訊（subscribe to our 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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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這困難時期都非常努力和互相支持。 我感謝大家在我們努力去了解我們的環境和為我們的
職員和社區提供支持和溝通時持開放態度。 再次感謝你在我們共同支持屋崙學生方面的合作，耐
心和靈活性。
祝你和你的家庭渡過一個愉快和充滿樂趣的暑假、有社交距離的戶外活動、閱讀和一起渡過時間。
請分享你對這信息的意見（Please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is message.）。
真誠的，
Sondra Aguilera
首席學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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