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匯報會議∶
重返校園上學

https://youtube.com/OUSDlive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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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om/OUSDlive


當你在等候中…

若你不需要翻譯，請轉到以下網站
觀看這個會議
https://youtube.com/OUSDlive 

這連接可以在本校區Facebook 和 
OUSD.org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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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需要翻譯，請留在Zoom    
觀看會議。

https://youtube.com/OUSDlive


Welcome  ⇄  歡迎 

Please do not change settings until instructions are given.

-
請不要更改設定，直到給予指示後。

Interpretation  ⇄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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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   翻譯 
去到Controls 

1

點擊 “Interpretation” 

2

選擇語言“Chinese”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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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否聽到翻譯員的聲音？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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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提問和評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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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ouTube LiveStream 可使用 comment 功能

∶https://youtube.com/OUSDlive 

在 Zoom，把你的問題打入 chat box 或 Q & A 部分。

作人員將在會議期間的指定時間監視問題和評論。 會議結束後，我們還將分享一

個常見問題文件。

https://youtube.com/OUSDlive


會議大綱   

● 校區總監發言

● 授課模式

○ 開學後的數星期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開始

○ 州政府規定

○ 最新消息∶ 科技設備、膳食服務、報名親臨上課

● 親臨上課

○ 安全∶ 縣指引、醫學上最新消息 

○ 三`個階段∶ 概覽和作出更改

○ 最新消息∶ 個人保護設備（PPE）、安全措施、目前進展

● 下一步和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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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總監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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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上看，大流行迫使人類與過去決裂，重
新想像他們的世界。 這個沒甚麼不同。 它是
一個平台，是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之間的

大門。”
        --Arundhati Roy, The Pandemic is a 
Portal



勞工最新消息

10

OEA 於2020年7月9日開始談判。雙方都強調安全是優先項目：

● OEA的秋季開學建議書∶  網上學習模式，兼有返回親自授課學習是要按照安全預防措施和在

屋崙要近乎零留醫和案例達 14天。

● OUSD的秋季開學建議書∶  為期兩星期（8月10日至8月21日）的遠程學習、培訓以及與家庭和

學生的強大開學計劃，並且分階段進行的混合學習模型，優先考慮有高需要的學生，以提供

安全的親自授課，在  2020年8月24日生效

與OUSD的勞工合作夥伴正在進行秋季 MOU談判。 所有勞工團體都任命行動小組參與者，並審 查行動小組
的執行摘要和建議。

AFSCME, UAOS, 

SEIU, CSEA, 

Teamsters, BCTC

MOU 談判從7月13日開始（AFSCME除外，AFSCME於7月1日開始，優先處理與校工服

務、特殊教育、健康服務有關的討論）。 8月1日的教育委員會議程將包括暫定的完全合

同協議。



教學模式和

開學後的數星期
(等待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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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回應
春季問卷調查和思想交流（超過1萬
人回應）
● 改善獲取科技術機會

● 改善與家庭在家學習的溝通和支持

● 為學生提供精神健康支持

● 延長網上授課時間

● 為最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親
自上課的支持

從家庭會議的獲得的主題
（超過3千人參加）
● 對安全措施的關注：可行性、成本、充分

性

● 學生和老師要求選擇祗有遠程學習

● 要求對學生和教職員有學術問責

● 要求增加社交情緒支持和對與學生建立
關係的關注



授課模式

● 任何學生都可以全年保持遠程學習。 選擇參與和退出的
細節尚未確定。

● 第1-3個階段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在校園進行親自授課。 過
渡到不同階段受以下關鍵問題為指引：

○ 安全：我們校園內應該有更多還是更少的學生？ 我們
會看看六個關鍵的安全因素。

○ 公平性：那些學生應該在校園內和在何時？ 我們將研
究公平性和學生需要。

● 有關階段的決定將在全校的範圍內做出，和每4-6個星期
將重新審查一次。

1. 遠程學習是我們授課
模式的基礎。

2. 分為三個階段：每個
階段在校園內有不同的
學生人數進行親自授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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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Start 計劃 (等待談判)

● 8月10日開學

● 全體學生遠程學
習達4個星期

● 親臨上課以按階
段的方法進行

Strong Start計劃 (教職員)∶
- 職員支持及預備
- 評估以及指導的範圍和次序
- 與持份者通訊消息

Strong Start計劃 (學生)∶
- 與學生的連接和聯絡
- 派發學習包、教科書
- 派發科技  
- 網上學習
- 學生評估



州政府規定最新消息 (AB 77)

減少每天的教學時間，並因年級而異

a. 幼稚園差不多同樣時間，

b. 中學顯注會減少

c. 可接受的網上授課和親自授課的分鐘

d. 規定每天有3-4小時

教學天仍然是180天

在遠程學習期間，OUSD必須：

a. 提供獲取科技和互聯網

b. 年級程度課程

c. 特殊教育及英語學習支持

d. 每天與職員和同學互動

e. 勤到∶每天參與追蹤和具體的參與輔導

f. 等級支持（多等級支持系統）

教學分鐘和教學天 需要的支持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AB77


小學遠程學習
設計 教學大綱a

● 與學生和家庭分享每週學生的學習成果

● 使用OUSD課程、平台、評估修改範圍和次
序

● 領導老師正在幫助編制課程

● 老師提供全班和小班教學

● 當可能時的戶外學習（Outdoor learning 
when possible ）

● 每天基本讀寫         (所有K-2年級學生, 一些
3-5年級學生)

● 英語學習者的每天閱讀/寫作/英語發展

● 每天數學

● 每星期的社會學和科學

● 社交情緒學習和支持的社區會議

● 每星期的體育、音樂和/或美術

僅初步建議草案：最終決定受勞資談判，預算限制，政府法規（即健康與安全）和可行性的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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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reenschoolyards.org/covid-learn-outside
https://www.greenschoolyards.org/covid-learn-outside


中學模式∶9星期的短學期

秋季學期 春季學期

9 星期 9 星期 9 星期 9 星期

英語 體育 英語 體育

社會科學 數學 社會科學 數學

自選科 科學 自選科 科學

● ELA / Math可以在下半年繼續使用在線平台的讀書俱樂部等。
● 諮詢/ AP課程可以是為期半學期的課程，可以使用為期四分之一

的補課課程

Draft Preliminary Recommendations Only: Final decisions are subject to labor negotiations, budget limitations,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i.e. health & safety) and other constraints on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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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學期

● 可以親臨授課或遠程授課
每天有少些（3-4）個課程

● 老師和學生有少些接觸
● 在每個段落/短學期結束時

會輪流課程rotate

傳統結構

● 每天有6-8 節課程
● 老師接觸100-150 位學生



教學模式的進展
樣本範圍 狀況 下一步

改變範圍和次序 進展中 班主任和中央教學人員正在調整範圍和次序。 將於7月27日準備就緒。

評估 進展中 評估領導小組已就變更的評估系統提出建議。 該建議是按年級劃分的。 該草案將
於7月29日提交給學校領導小組，並於8月10日開學前落實最終建議。

建立參與度跟踪方法和重新參與策略 進展中 我們將使用我們的學生資料系統AERIES來記錄勤到/參與追蹤。 AB 77要求在3次缺
席後實施重新接觸策略。 我們正在討論的策略要求全體員工（不僅是老師）負責跟
踪學生的參與。

建立基於學生需求的返校決策框架 進展中 我們要求學校完成“Strong Start”模板，要求學校提供其多層支持系統（MTSS）計
劃。 當行政員在7月27日恢復工作時，Strong Start計劃將開始形成。

社交情緒支持 進展中 “Strong Start計劃”要求學校明確命名其學校文化和社交情緒（SEL）計劃。 我們將與
學校領導團隊一起為你提供SEL指引，以幫助他們進行規劃。



設備和學習包派發
1. 家庭必須填寫科技調查-8月3日

○ 這是為了確定科技需要和合格學生。

2. 18,000名學生擁有OUSD借用的設備
○ 若學生沒有設備，將在註冊時借出學校電腦和熱點給學

生。
○ 學習包在開學第一個星期派發。

3.  #OaklandUndivided 將在8月的第3個星期開始派發。 
○ #OaklandUndivided 有19,000 Chromebooks電腦
○ #OaklandUndivided 互聯網連接i15,000+ OUSD學生（在乎

每位學生或每個家庭）
Survey goes live 

August 3rd!



#OaklandUndivided: 我們對每個家庭的解決方法

第1步
所有家庭都可以在
網上或通過學校職
員的支持來完成設
備和借電腦的技術
調查。

第2步
以即時處理回應，以根
據家庭技術差距和社
會經濟狀況確定那些
家庭符合條件

第4步
有需要的學生會收到
Chromebook電腦和/
或支持家庭互聯網連
接

第3步
家庭會收到批准使用
手提電腦和/或家庭
互聯網的通知，並且
Tech Exchange會處
理並準備設備送到學
校或家庭。

第5步
學生和家庭將獲得
持續的技術支持以
維持家庭能夠繼續
使用。

電腦 互聯網 熱點或寬頻 科技支持 + 資源

一台電腦給每位證實有需要的學

生  
每個沒有連接或連接不足的家庭提供一個熱點或津

貼的寬頻

學習資源和不斷的科技支持給每個家庭 



膳食服務
取決於國家學校校餐計劃的聯邦準則

學習模式 食物派發模式 隨著階段的發展 ...

遠程學習

● 全市的食物派發點。
●
● 家庭可以在最近的地方（不一定是他

們子女所在的學校）獲取多天膳食

派發點適用於僅選擇遠程學
習的家庭。

全市食物派發中心的數量將
● 隨著更多的學生親自上學

而減少。
● 若我們必須返回居家防疫

令下，會增加去滿足家庭
的需要。

親臨授課

● 學生可以與他們的同夥在課室或室外
用餐。

● 若學生第二天不回學校留在家中，則
可以為他們提供外賣式膳食。   



學校註冊: parent.ousd.org
我們鼓勵家庭在開學第一天（8月10日）之前完成註冊。 這不是必需的，否則
你將不會失去學校學位。

網上 在parent.ousd.org上使用你的家長平台帳戶。 提供更多資料，
點擊這裏∶here (ousd.org/enroll). 

● 若你不知道自己的Aeries家長平台帳戶或沒有帳戶，請
聯繫學生歡迎中心（510-879-4600，enroll@ousd.org）。 
你將需要一個郵地址來獲得一個帳戶。

親臨 你可以在開學第一天或開學的前兩週內在學校註冊。

https://www.ousd.org/Page/18048


停一停，檢查是否明白

❖ 在聊天室所提及的題目

❖ 檢查翻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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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建議需要談判的。 OUSD正在為所有選擇做好準備。

● 遠程學習是我們的基本模型。 我們將根據今年春季的經驗，集中精力
進行改進。

● 潛在的親臨授課將分階段進行，並遵循安全指導原則-尚待談判
● 學生和員工的安全至關重要。
● 我們將繼續溝通。



重返學校調查結果：
你是否打算派貴子女親自授課？

英語調查
~3500

西班牙文調查
~250

中文調查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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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學校調查結果：

13

英語調查*



目前的阿拉米達縣安全指南

例子：

1. 所有學生的布面罩，醫療例外除外

2. 面罩可為員工提供額外的保護

3. 如有可能，對兒童進行家庭症狀篩查

4. 課室內5-6英尺的身體距離

5. 小而穩定的（4週）學生小組

6. 不建議親自上音樂課程

7. 在高接觸的地方，並且洗手間至少要每天清潔1次

8. 老師可以與不同的人群一起工作

9. 在外面或課室裡吃午餐

10. 為暴露問題制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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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eda County Dept of 
Public Health Dashboard 
(7/9/2020)

https://ac-hcsa.maps.arcgis.com/apps/MapSeries/index.html?appid=9ffe210ccdee469ab693fdd30ece152c
https://ac-hcsa.maps.arcgis.com/apps/MapSeries/index.html?appid=9ffe210ccdee469ab693fdd30ece152c


與COVID-19相關的加州病例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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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歲
● 22.5% 人口
● 0 死亡

18-64歲
● 62% 人口 
● 23.1% 死亡

65-80+歲
● 15.7% 人口
● 77% 死亡

CA Dept. Public Health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COVID-19-Cases-by-Age-Group.aspx


Noemi Alice Spinazzi, MD, FAAP
Medical Director - Down syndrome clinic 
(Charlie's Clinic)

Emily Frank, MD FAAP
Associate Physician
Teacher at Life Academy

Dayna Long, M.D., FAAP
Co-Director, Center for Child and Community 
Health

Baylee DeCastro 
UCSF Center for Child and Community Health 
Director of Strategic Initiatives, 

Lee Atkinson-McEvoy, MD
Executive Medical Director for Pediatric 
Primary Care and Population Health 

Naomi Bardach, MD MAS
Vice Chair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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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知道的摘要

研究的最新消息

● 兒童感染COVID19少，比成人較少感染（理論
上，他們附著病毒的ACE受體較少）。

● 兒童最常從成人家人接觸中感染。
● 兒童似乎不是傳播給其他兒童或成人的主要

來源。
● 初中和高中可能與小學不同
● 研究是有局限的

無形的Covid-19病果

● 焦慮和憂鬱
● 缺乏學校/同學的社交和發展

支持。
● 虐待兒童、家庭和親密伴侶

的暴力行為增加
● 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家庭會導致

失業，在受監督的兒童中有可
能遭受忽視和教育損失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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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傳播

傳播來源：

表面層傳播∶不是主要來源

呼吸滴：主要來源。 被感染者的飛沫必須與
你的粘膜（鼻、口或眼睛）接觸。 水滴掉到
地上。 沒有口罩：說話時達3-6英尺，喊叫、
唱歌、咳嗽時達12-15英尺。

預防

● 遮蓋鼻和口
● 除非不可避免，否則要經常保持6

英尺距離
● 保護眼睛
● 觸摸粘膜前要洗手
● 生病請留在家
● 所有教職員和學生都必須戴上覆蓋

口鼻的口罩（手術或布）。
● 沒有閥門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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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口罩或面罩

● 除非不可避免，否則要
保持6英尺的距離

● 經常洗手並使用洗手液

● 要貴子女練習戴口罩來準備
親自授課。

你現在可以做甚麼
來保護你的家人和
我們的社區？



親自授課模式 
(等待談判)



開學數星期∶
遠程學習

BL 第1階段:
親自授課非常有限

BL 第2階段:
優先考慮高需求的學生

BL 第3階段:
輪流上學

強大開學計劃∶  達4星期
- 網上學習
- 分發學習包、教科書
- 與學生的聯繫和外聯
- 與持份者的通訊
- 技術分佈
- 職員專業培訓
- 評估和教學範圍和次序

若州/縣返回居家抗疫，則可
以為建立強大、高質、交互式
的距離模型建立基礎。

所有學生-每星期來校報到和離
開1-2次。

一些學生會根據學生的需要增
加親自授課小組上課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
神健康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
園上課

-
-緊急情況下的初步 ELPAC計劃-
特殊教育評估

所有學生-A / B / C輪流上學
（每週一次）

一些學生會根據學生的需要安排一
些額外時間親自上課。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神健
康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園上課

(每班8-10 位學生)

所有學生-A / B輪流上學（每週
兩次）

一些學生會根據學生的需要安
排一些額外時間親自上課。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
神健康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
園上課

(每班12-15 位學生)

V.1 小學親自授課模式 - 教學工作組
終決定取決於勞資談判，預算限制，政府法規（例如健康和安全）等。

1-僅遠程學習選項不受階段的影響。
2-每4-6週將重新評估階段 35



考慮中的小學混合（BL）模式

M T W T F

報到 親臨小組
上課

親臨小組
上課

親臨小組
上課

交作
業

M T W T F

週1 A A CL/ PD B B

週2 B B CL / PD A A

M T W T F

週1 A A A A CL/PD

週2 B B B B CL/PD

BL 第2階段∶Phase 2: 三天輪流上課

M T W Th F

A B C 小組輔導 老師PD/協作

BL 第3階段 - 選項 2: 

二天輪流上課

BL 第 1階段: 連接（報到/交作業）模式

BL 第 3 階段- 選項 1: 
一星期親自授課；一星期遠程授課

僅初步建議草案：最終決定受勞資談判，預算限制，政府法規（即健康與安全）和可行性的其他限制。

CL = 清潔  PD=專業培訓報到: 領取資料，若需要，見老師；交作業: 回校交功課（作業、項目，等）

36



開學數星期∶
遠程學習

BL 第1階段:
親自授課非常有限

BL 第2階段:
優先考慮高需求的學生

BL 第3階段:
輪流上學

強大開學計劃∶  達4星期
- 網上學習
- 分發學習包、教科書
- 與學生的聯繫和外聯
- 與持份者的通訊
- 技術分佈
- 職員專業培訓
- 評估和教學範圍和次序

若州/縣返回居家抗疫，則可
以為建立強大、高質、交互式
的距離模型建立基礎。

初中和高中
在校園內進行單對單諮詢報到（每
1、2或3週，具體取決於學生）

-初步ELPAC計劃，緊急特別教育評估

-必要時在中心地點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神健
康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園上課

初中和高中
單對單諮詢報到繼續

在校園內，根據學生的需求提供小組
支持（例如，寄養、無家可歸、年級過
渡、第一新移民和沒有投入的學生）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神健
康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園上課

僅限中學
所有校園中的學生A / B / C輪流（每週
1-2天）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神健康
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園上課

僅限高中
單對單諮詢報到繼續

根據學生需求，將其他有較高需求的學
生帶回校園，以進行小組支持

所有Mod-Severe SDC、ECE、精神健康
充實班的學生每天在校園上課

V.1 中學親自授課模式 - 教學工作組
終決定取決於勞資談判，預算限制，政府法規（例如健康和安全）等。

1 -僅遠程學習選項不受階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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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短學期” - 所有學生每學期安排3-4節課。
3 - 每4-6週將重新評估階段



個人保護設備
（PPE）

在校感染
個案

運輸檢查癥狀

是，若有足夠數
量給校園工作人
員/學生達60天

是，若平伏或
減少。

4週內沒有校
園傳播的跡象

是，若有足夠數
量給校園工作人

員/學生

是，若有足夠數
量給校園工作人

員/學生

校園容量

是，若有足夠數
量給校園工作人

員/學生

消毒/
清潔

是，若有足夠數
量給校園工作人

員/學生 

OUSD是否應轉學校到某一個階段？
要看這六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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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親自授課的進展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下一步

每日學生容量 ~10% ~25% ~50%

在學校傳播 是 是 是 我們已經編制符合ACPHD的協議
“在學校傳播”將返回到“遠程學習”。

個人保護設備 是 是 是 全年在每間學校訂購PPE並管理對其他PPE的請求。

員工症狀檢查 計劃的被動自我檢查  8/5 編制員工症狀檢查系統並與勞工夥伴談判

身體距離 是 是 是 校長將使用設施計算器評估課室並設置教室以滿足縣的準則

消毒/清潔學校 是 是 否 必須僱用空缺並在缺席的情況下增加替工。 目前第1階段和第2
階段的編制時間表

運輸 是 或許 否 A/C Transit 可以容納50％的學生上學。
特殊教育運輸將在2-3期中會有額外費用。

標牌及設施 8/5 訂購和安裝將在本月進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LT7O4ztXAGGNa13_D_3RZQG2Bt4Zs5k/view?usp=sharing


個人保護裝備 (PPE)
已運到∶
✓ 成人手術口罩
✓ 面罩
✓ 兒童面罩
✓ 消毒洗手液
✓ 體溫計
✓ 專業PPE、護士、ECE、校工

等

已訂購∶
● 靜電噴霧器
● 語言治療師，ELD教師專

用的PPE
● 所有員工的布口罩
● 學生用布口罩
●

新的PPE要求系統允許部門負責人 /
負責人重新存貨，並為滿足特定需
求、親身註冊、家訪等提供 PPE。

學校將獲得為期1個月的PPE：
● 每個老師的老師課室套件
● 基於全職員工/學生報名人數的校

務處套件

開學的前兩週，將對員工進行適當使
用PPE的培訓，並安排好學校，以便他
們準備好進入下一階段時可以接待
學生。



停一停，檢查是否明白

❖ 在聊天室所提及的題目

❖ 檢查翻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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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7月15日

家長學生諮詢委員會會議

∶LCAP規劃

8月10日

     7月13日

共同強大開始：

關於2020年秋季的會議

7月27-29 日 8/10-9/30 

學校領袖學院

(校長重返工作崗位 )
Oakland Undivided 

派發科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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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第一天：

遠程學習的方向和第一階段



瀏覽OUSD網站和
OUSD家庭中心

以獲取更新和有用的資源

瀏覽及查看資源∶  
https://familycentral.ousd.org/

學生及家家庭資源

43

https://familycentral.ousd.org/


額外資料
●課程發展
●辦公時間
●AC 公巴協調
●繼續溝通

44



課程發展和專業培訓

43

7月13日至
24日這星期

教學大綱小組和負責教師準備指引、課程圖和樣例單元，包括與中學的學期
系統對齊

7月27日
這星期

教學大綱小組領導課程編制，以適應遠程學習並適應修改後的範圍和順序
關於新教學材料和基於公平策略的專業培訓

8月3日
這星期

為所有老師介紹Strong Start 計劃，課程支持和遠程/混合學習策略

持續 教學大綱小組和負責教師編制與範圍，次序和指引一致的開源教材； 不段進
行的專業培訓和協作

 Details forthcoming on OUSD Teacher Central!

https://sites.google.com/ousd.org/teachercentral?pli=1


辦公時間

辦公時間

從7月20日

這星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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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emi Alice Spinazzi, MD, FAAP
Medical Director - Down syndrome 
clinic (Charlie's Clinic)

Emily Frank, MD FAAP
Associate Physician
Teacher at Life Academy

Dayna Long, M.D., FAAP
Co-Director, Center for Child and 
Community Health

Baylee DeCastro 
UCSF Center for Child and 
Community Health Director of 
Strategic Initiatives, 

Lee Atkinson-McEvoy, MD
Executive Medical Director for Pediatric 
Primary Care and Population Health 

Naomi Bardach, MD MAS
Vice Chair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C公巴最新消息 （AC Transit Update ）

1. 為社交距離的較低乘客量：

30’ 長的接駁巴士 – 6 名乘客

40’ 長的標準巴士 – 10 名乘客

60’ 長的鉸接巴士 – 16 名乘客

44’ 長的雙層巴士 – 24 名乘客

2. 規定在巴士上要帶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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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LT7O4ztXAGGNa13_D_3RZQG2Bt4Zs5k/view?usp=sharing


在每個鄰舍都有優質學校！

1000 Broadway, Suite 300, Oakland, CA 94607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