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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傳播的最好方式、提供適應疫情變化

的彈性，並回應及尊重學生、家庭和員

工面對的個別情況。

本文件的目的是在此時共享我們的最佳

看法，包括員工和學生返回校園時將執

行的安全規程的概述，以及提供我們學

生的各種教學方案。這些方案是基於目

前的資訊。我們將在學年開始之前和開

始上課之後，繼續修改、調整和改進我

們的計劃。隨著疫情的改變，我們學區

也會改變。

我們做出的每項決定都會符合聯邦、州

和地方當局的要求，包括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肯塔基州州長辦公

室、肯塔基州公共健康部門和肯塔基州

教育部和萊城-費耶特郡衛生局。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承擔著為每位學生提

供教育和創造機會的責任，並且我們將

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公平和卓越。我們學

區一次又一次展示我們的家人、員工和

社區共同努力的結果，而這一挑戰沒有

區別。在我們實施一項能夠滿足我們家

庭、學生和員工需求的周全計劃時，我

們要求持續的支持與合作。

您的夥伴，

曼尼·考克（Manny Caulk）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教育局長

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極大地改變我

們運作的環境，但並未改變我們

的核心價值。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始終

將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健康與安全放在首

位，這次疫情只著重強調相互照顧的重

要性。

在春天時我們顯然無法返回校園之後，

我們成立一個由學生、家庭、老師、校

長和學區領導人組成的工作團隊，開

始制定2020-2021學年計劃。自那時以

來，該團隊一直不懈努力，跟上不斷發

展的州指導方針、相互推動認真和創造

性思考，並從公共衛生官員、科學家和

教育研究人員獲得最佳資訊。

他們根據本學區所有決策的基本信念：

學生第一，提出2020-21學年應有的模

樣。勝利在教室裡。領導能力、能力建

設、共同的責任感和成果協作是成功的

關鍵。家庭是我們的夥伴。我們需要

整個社區來確保我們的公立學校能夠成

功。

學齡前至十二年級的教育長期以來

一直專注於「三個R 」。工作團隊

繼續將重點放在轉變上，三個R變

成重新設想（Reenvisioning）、

重新構想（Reimagining）和更新

（Renewing）。他們討論和評估幾種

學校重新開放的方法，他們的工作充滿

挑戰和複雜性，考慮學術指導、文具用

品和材料、學生幫助、家庭參與、課外

活動、設施、交

通工具、食物服

務、清潔、健康

和檢查規程、人

力資源和通訊。

費耶特郡公立

學校研究面對面

教學、遠距或虛

擬學習以及混合

兩種方法的優缺

點。我們已經聽

取學生、員工和家庭的聲音，收集春天

學區反應的意見，並提供有關下學年可

能方案的資訊。

最後，我們知道沒有一個教學方案可以

滿足學生的個人需求、配合員工的個人

顧慮、應對家庭的情況和支持社區的集

體成功。

沒有什麼比我們的學生、員工和家庭的

生命更重要，任何一開始不承認新型冠

狀病毒多變性質的決定都將無法做到。

一天看似安全的安排隔天可能會有危

險，這取決於我們的社區、州和國家確

診人數的增多或減少。

為此，我們制定一項計劃提供家庭選

擇，並給學校和學區領導者彈性，隨著

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隨著每次測試、診

斷或宣布科學突破而改變，我們可以快

速反應。我們的方法優先考慮健康和安

全、面對面教學最大機會、結合減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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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區在疫情期間安全重新開放需要採取強的預防措施和增強減緩措
施，因為我們知道有可能需要暫時關閉。

預防措施包括：

這些做法可以增強減緩措施，但還包括

要求戴口罩。

實施擴大社交距離措施。

制定額外清潔和消毒程序。

測量教職員工和學生的體溫和檢查是否有症狀。

提供額外的乾洗手液站。

要求使用水瓶而不是飲水器。

限制進入建築物。

即使採取最佳的預防和減緩措施，也可能有必要採取暫時關閉措施。我
們會根據新型冠狀病毒的社區傳播情況和費耶特郡的感染率來決定哪種
教學模式最合適。

返回校園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協和的社區，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取得較高的成就，並為畢業做好準備在全球社會中脫穎而出。

3R智囊團隊指導原則：

我們將學生、員工和家庭的安全與福祉放第一。1
我們將確定所有學生能夠使用和公平。2
我們將制定一項計劃，該計劃不僅將提供多種
方案提供持續支持，而且還將重新構想我們學
區的教育。

3
無論教學模式如何，我們都會提供學生和家
庭高質量教學和有意支持。4
我們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工作。5

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的指導原則

建立並與萊城-費
耶特郡衛生局保
持聯繫。

參與萊城－費耶
特郡衛生局指示
的接觸者追踪工
作。

加強對新型冠
狀病毒的教育和
認識，包括在
教室、走廊和入
口處張貼告示了
解症狀和預防措
施。

為在學校感到不
適或有症狀的學
生或員工制作規
程。

提供高危險群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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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德森·摩爾（Judson Moore）說，「任何方案最重要的品質是彈性變更。」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不斷變化的情況，任何一種授課都會不足。費耶特郡公立

學校不是採用千篇一律的方法，而是發展兩個可供家庭選擇的方案，以及一個由學區

領導者建立合適的可用教學模式，以確保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持續成功和安全。

「任何方案
最重要的
品質是彈
性變更。」

教學模式教學模式

方案1：

彈性模式彈性模式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相信，與老師和同學一起上課，學生學習效果最好。當我們能夠採取適當的預防和減緩措施，安全地返回
到面對面教學時，我們承諾會這樣做。了解我們學區將需對這疫情多變性質做出快速的反應，我們的「彈性模式」使學校和
學區領導者可以根據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社區傳播情況，實施最適合的三種教學方案之一 。根據該方案，學生可以到校、參
加非傳統教學、或分為小組在面對面學習和遠距學習之間輪換，達到最大的社交距離。公共衛生將根據當地的科學、證據和
情況決定最安全的學習模式。

方案2：

虛擬學習學校虛擬學習學校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為感興趣的家庭提供
完全虛擬學習的選擇。參加虛擬學習學校的
學生將會每天上課，並按既定時間表與老師
互動。學生每天需要參與線上課程和每天需
要做功課。期望和責任的程度類似於傳統教
室，但是它將在網路進行。

此選項不應與非傳統教學相混淆，非傳統教
學用於因公共衛生狀況而短期關閉。紙上作
業不會在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習學校使
用。

或

或 或

模式3： 
非傳統教學
如果我們社區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確
診人數激增，我們會根據公共衛生
建議可能需要間斷性短期停課。
在這種情況下，教學將透過非傳統
教學進行。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於
2020年4月首次實施非傳統教學，
幾乎沒有時間計劃或準備。如果未
來有必要採用非傳統教學，學生的
遠距學習體驗將大不相同。3R工
作團隊的學術小組委員會已經進行
廣泛的工作，以確定「NTI 2DL：
區別性遠距學習」在學校所有年級
都將更多互動、更穩定且不斷地執
行。採取的步驟包括購買共享的線
上課程、選擇一致的虛擬學習平台
以及在學區範圍內投資一對一的科
技。在開學之前，學區的老師將會
接受擴大的專業發展。

模式2： 
混合教學
當需加強社交距離措施時，學生將在
校園學習和在家學習之間輪換。在這
種模式下，學生將分為兩組或多組，
以建立較小的班級規模並同時減少
建築物中的學生人數。這可以經由年
級、姓氏、家庭住址或其他配置來決
定。學生將在面對面學習和在家學習
之間輪換，小組輪流上學。如果學生
不在學校，他們將在家學習，參與以
學習為主的作業或其他相關作業。我
們將盡一切努力確保來自同一家庭的
學生有相同的輪換時間表。我們會考
慮有個人學習需求需要更頻繁地在校
園內接受指導的學生。

模式1： 
傳統教學
如果情況允許，費耶特郡公立學校
將為所有學生提供傳統的校園教學。
使用此模式，學生將按照一般時刻返
回校園和教室，並面對面接受老師指
導。為了符合聯邦、州和地方衛生官
員制定的指導原則，我們將執行重
大的健康和安全程序，以降低傳播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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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式 
我們該如何選擇？我們該如何選擇？

社區散播情況社區散播情況
（由州和地方衛
生官員決定）

低/沒有散播 最小/中等散播 大量散播

模式1： 
傳統學校

有預防措施、流程和
協議的面對面教學。

模式2： 
混合教學

面對面學習和遠距學
習之間執行學生交替

的時間表。

模式3： 
非傳統教學

實施有針對性的遠距學
習，或根據需要學校或全
學區採用遠距學習。方案
包括針對性的關閉來隔離
和消毒受影響的區域、短
期關閉以對整個建築物進
行深層清潔、或延長關閉

時間至少十四天。
虛擬學習學校

就讀虛擬學習學校的學生將每天上課，並按既定時間表

與老師互動。學生每天需要參與線上課程和做功課。

回應回應
（由費耶特郡
公立學校與
萊城-費耶特郡
衛生局討論決
定）

教學模式教學模式
（由費耶特郡
公立學校決
定）

彈性模式

根據新型冠狀病毒的社區散播情況和費耶特郡的感染率來決

定哪種教學模式比較合適。

時間表時間表
3R委員會成立
並開始工作
2020年5月2020年5月

3R智庫團
隊委託

2020年4月2020年4月

有關員工問卷調
查：2020-2021學
2020年7月8日至19日2020年7月8日至19日

報告給教育委員會
2020年7月23日2020年7月23日

有關家庭問卷調
查：2020-2021學年
2020年7月1日至12日2020年7月1日至12日

教育局長領導學
2020年7月14日至16日2020年7月14日至16日

有關學生、家庭
和員工的問卷調
查：費耶特郡公
立學校新型冠狀

病毒答覆
2020年6月12日2020年6月12日

至30日至30日

老師的第一天
2020年8月10日2020年8月10日

上學第一天
2020年8月26日2020年8月26日

虛擬學習學校家庭
學習資訊期間開

2020年8月3日2020年8月3日

1
方案

2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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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學校返回學校 NTI 2DL： NTI 2DL： 
區別性遠距學習區別性遠距學習2020年8月3日開始，家庭將會收到有關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習學

校的資訊，以幫助他們做出最能符合孩子需求的就讀決定。選擇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習學校的學生將承諾至少待第一學期。

教職員工將於2020年8月10日返回學校接受廣大的專業學習，並開始計劃2020-

2021學年度。

所有學生的開學日為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這比我們的學區正常開學時間晚，

但是這種改變使我們能夠利用州法律授予彈性縮短學年度，如果需要間斷性關

閉，這可是非常重要。我們預計2020-2021學年的最後一天是2021年5月13日。

當新型冠狀病毒在2020年三月關閉學校時，老師和家庭幾乎沒有時間計

劃，並且面臨學校關閉多久時間的不確定性。儘管為讓學生繼續學習而

投入很大努力，但非傳統教學（NTI）卻無法取代面對面的課堂。但是正如瑪

雅·安傑盧（Maya Angelou）著名寫道：「那時候我做了我知道該怎麼做

的事情。現在我知道了，我可以做得更好。」 自五月以來，老師、校長和學

區領導者已經花了無數的時間來確定我們的下一個非傳統教學實施。

家庭對「NTI 2DL ：區別性遠距學習」的期望：是否提供校園面對面教
學、非傳統教學或混合
模式的決定將取決於公
共健康因素，例如我們
社區確診的新型冠狀病
毒病例的比率或學校社
區的接觸情況。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與
萊城-費耶特郡衛生局
合作，根據不斷變化的
公共健康情況和實施經
驗，大約每六週重新考
慮教學模式，除非出現
緊急情況，則需要立即
更改。

將在接近以下期間重新
考量公共健康情況：

• 2020年9月28日至
10月2日這一周。

• 2020年11月2日至6
日這一周。

• 寒假。
• 2021年2月8日至12

日這一周。
• 春假。

結構：

學校將使用通用平台（
學習管理系統）教學：
谷歌（Google）教室或
Canvas。

學校將建立一個「 NTI-
2DL」主時間表，該時
間表將被一致執行（每
天、每周等）。

學校將實施從學校到家
庭的清楚溝通協議。

學習經歷

老師將專注於每位學生
的新學習和成長。

老師將檢視未完成的學
習找出差距並確定個人
的加速需求。

學生將可以從數位課程
計劃和學區採用的課程
中獲得適合年級的學
習。

老師將利用遠距學習結
構提供強力指導，包括
同步直接指導和異步指
導學習以區分學習並促
進深層參與。

老師將管理正進行的形
成性評估，並及時提供
意見。

責任制：

老師對所有學生都有很
高的學術期望。

我們將持續評估學生學
習。

家庭會定期收到有關學
生參與、學生精通程度
和成績的文件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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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習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習
學校學校 與與 非傳統教學非傳統教學

在2020-2021學年期間，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提供家庭機會讓他們的孩子就讀虛擬學

習學校。這將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課程，將為整個學區的學生提供服務，這與非傳統

`教學（NTI）不同，後者只能用於短期停課。相比之下，虛擬學習學校設計目的是延長

使用時間，例如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並且可以代替面對面上課。

非傳統教學 
（NTI）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
擬學習學校

是一個學生可以參與而不是在
校園面對面上課的課程。按照
學區相同的行事曆，並為學生
設置參加線上會議和參加虛擬
課程的時間。每天參與時間與
學校的教學時間一樣。

只有登記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
擬學習學校的學生才能參加該
課程。入學承諾至少需要一個
學期。

當學校或學區如因惡劣天氣或
傳染疾病而無法開放時，可以
採用替代傳統的校園授課方式
繼續教學和學習。

在學年中的任何時候，部分或
全部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學生都
可以根據情況參加非傳統教學
（NTI）。

定義

學生

學生指定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
擬學習學校的老師以提供教
學、作業和成績。

如果需要非傳統教學日，所有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老師都會為
學生提供教學。在非傳統教學
期間，學生的課堂老師也是他
或她的老師。

老師

該課程以網路為主，學生透過
每堂課的課程和模式按自己的
進度上課。該課程將符合肯塔
基州的學術標準。

課程與學校教學相同。老師將
以多種方式授課，包括視訊、
視訊通話和實況。學生可能做
大的功課或獨立學習。

課程與教學

參加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虛擬學
習學校的學生可以在其學區的
學校參加體育和課外活動。

學生在就讀的學校參加體育和
課外活動。體育和課外

活動

科技科技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認為每位學生都需要有科技才能使虛擬、遠距或混合學

習計劃成功。我們還相信使用數位工具可以增強面對面指導。因此，我

們正在投資使整個學區能夠一對一，提供每位學生設備。從2020年8月開始，

本學區每位學生都有一台筆記型電腦（Chromebook）。費耶特郡公立學校

還將繼續為沒有網路的家庭提供熱點。這將使每位學生都能接觸數位資源，

這對於幫助每位學生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能夠成功是非常重要。

學區提供的設備裡的所有網路都將被過濾。為了確保可用於教學並保護我們

的學生，我們會禁止某些網站和服務。這包括Netflix、迪士尼+、Spotify或

其他娛樂服務。

申請個人筆記型電腦

每所學校將制定並實施一項計劃在學年開始時分發
學生筆記型電腦。學校將直接與家庭說明計劃。開
學後，如果您需要設備，請聯繫您孩子的學校。

申請網路連接

熱點將透過我們的家庭資源青少年服務中心進行分
配，每個熱點可支持一個家庭中的多位學生。如果
您的家庭沒有網路，請與您孩子的學校的家庭資源
青少年服務中心聯繫。

學生和家庭期望

提供給學生的設備和熱點仍然是費耶特郡公立學
校的資產。學生和家庭應保管好設備、電源線和熱
點，並使其免受損壞。該設備應每晚充電，以便第
二天可以使用。上網時，每位學生都應練習良好的
數位公民。在混合或傳統教學中，學生應每天將設
備帶到學校。如果設備有問題，學生或家庭應致電
服務台或將此問題報告給學校。

學生和家庭服務台學生和家庭服務台
學生和家庭有學區發放的
設備或熱點技術問題可以
從學生和家庭服務台獲得
協助

電話： 
859-381-4410

夏季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

學期時間 
（開始於2020年8月24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八點至下午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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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諾

送孩子上學的家庭表
明他們的孩子沒有發
燒，並且在過去48小
時內未顯示出任何新
型冠狀病毒的症狀。

健康問卷

教職員工將完成一份
健康調查表，並進行
日常健康檢查。

測量體溫

所有進入費耶特郡公
立學校大樓的人士都
將被測體溫。

限制進入和參加

建築物的入口處將受
到限制，而進入學校
將僅限於學生和教職
員工。特殊節目或活
動禁止邀請訪客進入
建築物。

社交距離

我們會增加整棟建築
物和教室空間。教室
規劃以及抵達和離開
程序將被修改，以保
持社交距離。地上將
被標記以指示安全距
離。

隔離區域

學校將有一個指定區
域隔離和監督生病的
學生直到家長、監護
人或指定人員將孩子
接走。有傳染病症
狀的學生將被禁止上
課。

洗手

我們會在一天中以及
餐前和餐後安排時間
常常洗手。

口罩

除有醫療豁免的學
生，所有一至十二年
級學生在建築物移動
或相距不足六英尺時
都必須戴上口罩。所
有員工都要戴口罩。
沒有口罩的學生或教
職員工，我們會提供
口罩。

個人防護裝備
（PPE）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購
買口罩和其他個人防
護裝備，以確保所有
學生和員工都適當準
備。

不能分享用品

所有學生都有個人用
品，避免材料共享。

訓練

學生和教職員工將接
受有關新型冠狀病毒
預防措施的訓練，包
括社交距離和臉部遮
蓋使用。標示和持續
溝通將補充並加強訓
練。

消毒乾洗手液

我們將提供乾洗手液
在建築物入口處，共
用空間和教室設有乾
洗手液站。

清潔

所有費耶特郡公立學
校教室、學校、設施
和校車增加清潔和消
毒。清潔用品已有現
貨以確定夠用。

減少走廊交通

我們將調整學校的
時刻表以減少走廊
交通。措施可能包括
錯開鐘聲或老師從一
個教室移到另一個教
室，而不是讓學生換
班。

標示

整間建築物都將張
貼告示牌，提醒學生
注意安全規程的重要
性。

戶外時間

只要有可能，都將盡
量在外面上課。我們
會修改下課時間以確
保社交距離。不會使
用遊樂場設備。

健康與安全規程健康與安全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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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點人搭校車

我們強烈鼓勵所有能夠自己
將孩子送到學校的家庭自己
送，以減少每輛校車上的學
生人數。

測量體溫

校車上有檢查人員測量上車
學生的體溫。發燒的學生將
坐在指定的區域，並在學校
接受醫療照顧。 如果校車
沒有檢查人員，則學生到達
學校時，工作人員會測量他
們的體溫。

戴口罩

所有一至十二年級的學生，
除獲得醫療豁免的學生，都
必須在校車上戴口罩。那
些不戴口罩的人將有指定的
座位區。所有員工都要戴口
罩。

清潔雙手

學生進出校車時，我們會在
校車上提供乾洗手液。

指定區域

因醫療原因或年紀太小而不
能戴口罩的學生將被分配到
校車的前排座位。

社交距離

在校車上學生將盡可能地坐
開，以保持社交距離。

上車

早上搭校車先從後面坐再到
前面，前面的學生先下車再
後面的學生。下午學生會有
分配座位。

清潔校車

校車將在路線之間和一天結
束進行清潔。

加強洗手

我們會確保所有學生在用餐
之前和之後洗手。

消毒表面

我們將定期對表面進行消
毒。

不分享食物

我們將取消共享桌子和學生
共享食物。

審查食物過敏計劃

在學校恢復上課之前，老師
和學校領導者會審查食物過
敏、504計劃和個人教育計
劃，以確保提供輔助。

拿和走早餐

早餐將提供給學生領取，讓
他們進入學校後可以帶到教
室。

午餐服務

午餐為單點餐，配有拋棄式
容器和塑膠餐具。自助食品
站和調味品站將被移開。

學校變動

學校餐廳管理員將根據每所
學校的設施和學生人數與校
長一起決定飲食和服務安
排，根據可用空間做最大的
社交距離。選項包括服務路
線、領取站或餐點運送，學
生可以在餐廳、體育館或教
室裡用餐。

社交距離

在領取食物和食用時，學生
將保持六英尺距離，標示牌
和地上標記將助於向員工和
學生傳達期望。

安全措施和個人防護裝
備

孩童營養人員遵照有關食品
安全和新型冠狀病毒安全程
序的標準操作程序（包括戴
口罩、社交距離、玻璃隔離
以及表面和高接觸區域的加
強消毒）。

彈性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已制定應
急計劃，以確保在遠距學習
和學校關閉期間能夠繼續提
供食物。

孩童營養孩童營養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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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上學日典型的上學日
學生健康的家庭保證

在學生離開家之前，家庭
確定孩子沒有發燒且48
小時內沒有任何新型冠狀
病毒症狀。

校車站

學生應該在
校車站保持
社交距離。

戴口罩

一至十二年級
學生必須戴口
罩上校車。

社交距離

學生排隊、在
走廊、公共區域
以及可能在教室
裡，學生將保持
六英尺距離。

檢查體溫

如果校車有檢查
人員，則會測量
體溫。

清潔雙手

學生上車時會消
毒手。

後面到前面

學生將從校車後面
先坐然後再到前
面。

午餐

午餐前洗手、不
提供餐飲服務、
預先包裝的午
餐、社交距離、
分配座位、午餐
後洗手。

清潔校車

校車在抵達學校
之前將被清洗。

健康檢查

除非學生在有檢查
人員的校車上測量
體溫，否則學生在
進入建築物之前測
量體溫。

散開

學生將盡可能在校車
上坐開一點，以促成
社交距離。

安全抵達

前面的學生先
下校車然後再
後面的學生。

消毒乾洗手液

學校入口處和整
棟建築物內設有
消毒站。

安全空間

教室裡的學生將書
桌隔開一定的距
離，所有人都面向
同一方向。

向下看

地上將標記
社交距離。

拿和走早餐

學生在去教室的路
上領取早餐。

放學

改變放學程序，以
減少同時離開的學
生人數。

上校車

乾洗手液、分配
座位、回家。

標示

強調安全規程的
標示會在整棟建
築物內張貼。

轉換

減少走廊上的交通
和洗手間的時間表
將促進社交距離。

從
這

裡
開

始

口罩檢查

除非有醫療例外情
況，否則一至十二
年級學生必須戴口
罩才能進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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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家庭支持學生和家庭支持
在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我們致力於為整個孩子服務。我們知道為了使學生在學業上成

功，我們必須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其中包括一個安全的生活地方、取得食物、醫療

和牙科保健、心理健康服務以及其他必需品。在我們學區大約有十分之 六的學生享有免費

或優惠的食物，而且自從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以來，萊城社區許多人的經濟狀況惡化。

2020年3月16日至5月27日之間，費耶特郡公立學校供應孩童和青少年365,939餐，與孩童

和青少年進行27,030次心理健康聯繫、分發學生和家庭27,700個裝有食物、清潔用品和衛

生用品的背包、以及提供19,658台個人筆記型電腦以及433個網路熱點的科技資源。

在我們展望2020-2021學年同時，我們已經制定計劃，不僅要確保持續服務，而且要增強我

們的服務。

如需協助，請致電您孩子的學校或學區辦公室，電話為859-381-4100。

線上協助請求表正在準備中，將會在fcps.net/gethelp。

家庭學習網

我們的學區團隊正在努力發展一個地方，使家庭可以得到幫助他
們以支持子女的學業、情感和社會成功的資源。我們要確定所有
學校都具備必要的工具，以提供與家庭及時、準確和一致的溝
通，而且這個家庭溝通地方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該平台啟動後，將可平等得到學習機會，包括但不限於：

• 家庭科技協助
• 教學
• 網路研討會
• 常見問題表
• 要求學習

• 最佳做法視頻
• 家庭檢查清單
• 下載表格
• 網路為主的學術和社交情感

學習協助

家庭和社區參與團隊

有些學校已經成功試用該策略。我們將擴展這種模式，在每所學
校建立以學校為主的家庭參與團隊，與家庭建立有意關係，提供
促進健康和成功家庭所需的協助。

目的是經由賦予家庭權力、授予他們發言權和機會來支持他們
子女，幫助學校更好參與家庭教育子女。團隊還將定期與家庭聯
繫，進行「生活檢查」，以了解情況如何、接受有關創傷知情方
法和應對的訓練，並與家人合作，透過職業訓練、教育發展和機
構介紹來達成自給自足。

面對它

與第十六學區家長老師委會員合作，本學區還為家庭發起一系列線上聊
天，稱為「面對它（ Face It）」。

每月一次或兩次，在星期四晚上，該虛擬計劃會以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
語言上線，以聯繫家庭並使他們參與感興趣主題的雙向對話。這線上社
區協助介紹重要資訊和可用資源，旨在幫助家庭共同面對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的挑戰、壓力和焦慮。

社會情感學習

做為本學區「周全十點安全投
資計劃」的一部分，社會情感
學習課程已經在小學、初中和
高中。在學校關閉期間，這些
努力一直在持續，並且該課程
的實施將按計劃在2020-2021
學年繼續執行。

心理健康支持

無論學生是在校園裡學
習、 或是經由非傳統教
學學習、或是在虛擬學習
學校就讀，費耶特郡公立
學校將提供彈性協助。我
們學區的心理健康專業人
員、學校社會工作人員、
學校輔導員和孩童指導專
家會提供與學術、社會、
情感和心理健康需求等相
關的直接服務。

基本需求

家庭資源和青少年服
務中心會繼續開放，
以協助家庭面臨食物
不安、住房不穩定或
其他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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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如何使我的孩子安全？
我們談論和準備2020-2021學年是根據
健康與安全，這是我們準備歡迎學生、
教育者、管理層人員和支持人員回到我
們建築物的首重。由於採取新的健康和
安全措施，我們的重返校園看起來有點
不一樣，但我們對確保所有學生擁有一
個安全、友善和有趣的學習和成長環境
的承諾保持不變。我們優先考慮如乾洗
手液和洗手、戴口罩和身體距離等健康
和安全措施，以減少傳播病毒的風險。
我們對學生和家庭的健康問題非常敏
感，並將為那些尚未準備好返回校園的
學生提供其他選擇。

如果學生或員工的新型冠狀
病毒測試是陽性怎麼辦？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與萊城-費耶特郡
衛生局合作，決定適當的下一步措施，
並將遵照接觸者追踪、關閉、測試和自
我隔離的所有指示。對個人案件的處理
將決定於案件周圍的情況以及個人在學
校接觸到的人。

您如何或為什麼決定關閉教
室或學校？
我們學區每天多次監看出席趨勢，並將
與萊城費耶特郡衛生局合作，及時了解
可能需要改變學校運作的案例、暴露和
住院情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增
加，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準備移到非傳
統教學。

如何讓我的孩子就讀虛擬學
校？
在註冊期間，家庭可以選擇秋季偏好的
上課模式。所選的偏好將適用於整個學
期。但是，如果家庭需要更改其選擇，
則將會有一項程序來進行。

常見問題常見問題

其他常見問題
解答將在未來
幾週內公布在
fcps.net網站。

學校活動
學校集會、鼓舞人心的集會、校
外教學以及其他可增加學生學習
體驗的活動，也是將許多人帶到
一個地方的機會。由於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的性質，費耶特郡公立
學校將遵照所有州和地方有關限
制大型聚會的指南。
除非另行宣布：
• 學校不能舉行聚會、集會或其

他室內聚會。
• 不允許校外教學。

課外活動
所需的安全準則：

學生參加體育和課外活動必
須符合「費耶特郡公立學校
重返參與指南」，該指南是
根據肯塔基州高中體育協會
（KHSAA）和肯塔基州音樂教
育者協會（KMEA）的規定改
編完成。費耶特郡公立學校將
監視任何更新指南。

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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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肯塔基州教育部與州長辦公室共同宣布成立教育繼續工作小組，

負責制定今年秋天恢復面對面教學指引。該小組由副州長杰奎琳·科爾

曼（Jacqueline Coleman）擔任主席，同時兼任教育和勞動發展部門秘

書。該小組由肯塔基州教育合作社、教育合作夥伴組織和四名兩黨立法委員

組成的代表。

6月24日工作小組公布「肯塔基州學校（幼稚園至十二年級）的安全期望和

最佳實踐指南」，該指南是由州長辦公室、公共衛生部、肯塔基州教育部、

教育和勞動發展部門以及健康和家庭服務部門的意見編寫的。

#健康在學校（#HealthyAtSchool）文件指示本學校學區制定「彈性計劃

解決學校出席、關閉學校以及轉移至遠距學習模式。在促進最佳學習環境同

時，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安全。」 

除了6月24日文件，全州學區還必須遵守肯塔基州教育部公布的16份額外的指南文件：

學區和學校重新開放最初指
南的新型冠狀病毒注意事項
（2020年5月15日）

重新開放學校支持學生和員
工健康的新型冠狀病毒注意
事項（2020年5月26日）

重新開放學校評估學生的學
業準備的新型冠狀病毒注意
事項（2020年6月1日）

重新開放學校重新學術，第
一階段：調整課程草稿的新
型冠狀病毒注意事項（2020
年6月1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替代學習設計
策略（2020年6月8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間斷性停課指
南（2020年6月15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餐飲服務運作 
- 美國農業部學校膳食計劃
（2020年6月22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
病毒注意事項 - 學生交通
（2020年6月25日）

新型冠狀病毒指南 - 2020年
夏季重新開放第二職業技術
教育實驗室計劃（2020年6
月29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設施和組織計
劃（2020年6月29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工作場所健康
與安全（2020年7月6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重新學術，第
二階段：滿足學習者的學術
需求（2020年7月13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特殊學習者和
學齡前孩童（2020年7月20
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日常參與和非
傳統教學（2020年7月20
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病
毒注意事項 - 補償性教育和
延長學年服務（2020年7月
20日）

重新開放學校的新型冠狀
病毒注意事項 - 2020-2021
學年學區人事離開選擇指南
（2020年7月21日）

社交距離 檢測、學校排
除和聯繫追踪

個人防護裝備、
包括布口罩

環境衛生、環境
和工業因素

重新開放州規定重新開放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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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領導團隊
洛瑞·鮑文，英語學習者
和資優生主任
卡蒂娜·布朗，文化響應
教學和學習教練
布拉德·丹尼爾，路線
主管
雪莉·海斯，評估學術副
主任
羅曼·詹姆斯，特殊項目
實習生
BJ馬丁，小學教學和學
習主任
德迪·梅西，安全學校
專員
索拉亞·馬修斯，中學教
學和學習主任
麗莎·史密斯，小學部
主任

斯蒂芬妮·斯皮爾斯，
費耶特郡教育委員會主
席、家長和社區代表
韋達·斯圖爾特，家庭與
社區參與聯絡人
基利安·蒂莫尼，工廠運
作主任
克里斯·楊，學生人事助
理主任

學術委員
加速
泰森·巴雷特，弗雷德里
克·道格拉斯高中學生
洛瑞·鮑文，英語學習者
和資優生主任
艾普爾·迪納，愛迪
絲.海耶斯初中老師
凱蒂·法靈頓，布萊恩
站高中和皮卡多姆小學
老師
納塔萊·費斯，數學教學
專員
敦華瓊斯，莫頓初中校
長
克里斯·朗，泰特斯克里

團隊負責人：舒蘭達·莫頓，幕僚長
團隊共同負責人：凱特·麥卡妮，學術主席

3R：3R：重新設想重新設想、、重新構想重新構想
和和更新工作更新工作團隊團隊
我們感謝以下學生、員工、家長和社區成員無私奉獻自己的時間和才幹研

究、評估和制定計劃，這些計劃不僅將確保2020-2021學年能夠安全開

放，而且還將建立為我們所服務的學生和家庭的未來成功奠定基礎。

克高中老師
克里斯蒂·馬什，惠靈頓
小學老師
妮可·米切爾，MTSS教
練
麗莎·史密斯，小學部
主任
卡拉·特勞布，哈里森小
學老師

評估
克里斯蒂娜·鮑爾，泰特
斯克里克初中老師
雪莉·海斯，評估學術副
主任
乍得·希金斯，耶茨小學
老師
戴夫·霍斯金斯，愛迪
絲.海耶斯初中校長
簡·珀金斯，弗雷德里
克·道格拉斯高中老師
布魯克·斯坦森，小學持
續改進專員
朱莉·賴特，初中部臨時
主任

教學設計與送交
馬利克·阿萊恩·瓊斯，
應用方案解決專員
布琳莉·鮑恩，弗雷德里
克·道格拉斯高中學生
卡蒂娜·布朗，文化響應
教學和學習教練

彭妮·克里斯汀，第十
六學區家長老師委員會
主席
阿曼達·丹尼斯，特殊教
育主任
馬蒂·迪克森，中學語言
教學專員
阿什莉·達勒姆，RISE
女子STEM學校老師
克勞黛特·埃迪，里斯敦
初中老師
金·費舍爾，STEAM學
校老師
珍妮弗·哈奇森，皮卡多
姆小學校長
BJ馬丁，小學教學和學
習主任
索拉亞·馬修斯，中學教
學和學習主任
瑞安·麥奎瑞，應用方案
解決專員
桑迪·歐文斯，高中學術
資源專員
奧斯丁·格魯吉蒂，瑪
麗·托德小學老師
乍得·皮弗勒，溫本初中
老師
寶拉·塞瑟·基西克，學
區數位學習教練

學生支援委員會
社會情感學習
克里斯蒂安·阿黛爾，教
育有色男孩專員
道格·亞當斯，學生支持
服務臨時主任
特米庫拉·艾倫，泰特
斯克里克高中社會工作
人員
克拉麗莎·貝爾，家庭和
社區代表
喬丹·本特利，惠靈頓小
學學區心理健康專員
康奈爾·卡特，紅衣主教
谷小學行為教練
翠西亞·克洛，學齡前資
源老師
瑟琳娜·庫爾伯森，溫本
初中社會工作人員
傑里卡斯·金特里，布
克·華盛頓和耶茨小學
老師
凱蒂·哈維達，羅莎·帕
克斯小學學區心理健康
專員
卡爾·海登，特殊任務負
責人
拉尼夏·霍斯特勒，布萊
恩站高中領導學院主任

重新設想、重新構想和更新 2726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 : 2020 – 2021



拉根·努克爾斯，正面行
為干預和支持教練
洛里·拉扎羅，阿靈頓小
學孩童指導專員
麥肯齊·里奇曼，正面行
為干預和支持教練
林賽·馬汀利，學區家庭
和社區參與聯絡人
德迪·梅西，安全學校
專員
安東尼奧·梅爾頓，弗雷
德里克·道格拉斯高中指
導咨詢家
雷恩·米尼昌，心理健康
服務和指導咨詢臨時負
責人
薩拉·皮克林，正面行為
干預和支持教練
傑克琳·魯布桑，羅莎·
帕克斯和惠靈頓小學學
區心理健康專員
馬克·施密特，正面行為
干預和支持教練
艾德里安娜·沙克爾，家
長和社區代表
菲斯·湯普森，小學部
主任
凱蒂·華盛頓，布克.華
盛頓小學學區心理健康
專員
卡爾瑪·威爾遜，正面行
為干預和支持教練

家庭支持
道格·亞當斯，學生協助
服務臨時主任
卡羅琳·福特，北部小學
家庭資源中心負責人
莎米亞·福特，考文垂橡
樹小學校長
卡爾·海登，特殊任務負
責人
麗莎·希倫布蘭德，英語
學習者資源專員
詹姆斯·霍奇，無家可歸
教育服務聯絡人
TC約翰遜，溫本初中青
少年服務中心負責人
艾琳·曼娜， 莫頓初中
老師
米蘭達·斯庫利，學區家
庭和社區負責人
謝里卡·史密斯，心理健
康服務和社會工作者臨
時負責人
韋達·斯圖爾特，學區家
庭和社區參與聯絡人

米扎里·蘇亞雷斯，
阿靈頓小學家庭資
源中心負責人
菲斯·湯普森，小學
部主任
馬里索爾·瓦雷斯，
布萊恩站高中社區
聯絡人

課外
道格·亞當斯，學生
支持服務臨時主任
喬·吉布森，利斯敦
初中校長
卡爾·海登，特殊任
務負責人
比爾·凱特，亨利·克
萊高中老師
布萊恩·雅各布斯，
拉斐特高中校長
羅曼·詹姆斯，特殊
項目實習生
凱莉·保羅，泰特斯
克里克小學校長
貝絲·倫道
夫，SCAPA校長
尼克·魯尼恩，職業
教育課程經驗管理
人
羅布·賽爾，學區體
育主任
菲斯·湯普森，小學
部主任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續...）

運作委員會
孩童營養
道格·亞當斯，學生服務
臨時主任
米歇爾·科克，孩童營養
主任
加里·克里米亞，藍草聯
合之路
喬納森·科恩，藍草聯合
之路
克里斯蒂·莫里斯，費耶
特郡教育委員會委員、
家長和社區代表
梅勒迪斯·拉米奇，北部
小學校長
麗莎·史密斯，小學部主
任
達里爾·湯普森，平等員
邁倫·湯普森，運作主席

學校日曆和時間表
希瑟·貝爾，小學部主任
羅伯特·克勞福德，麥克
斯韋小學校長
珍妮弗·迪亞，人力資源
主任
史蒂夫·希爾，學生人事
主任
安德里亞·傑克遜，家庭
和社區代表

艾莉森·馬庫姆，布萊恩
站高中行政助理
德迪·梅西，正面行為干
預和支持教練
詹姆斯·麥克米林，高中
部主任
貝茜·萊恩斯，保羅·勞倫
斯·鄧巴高中校長
埃里克·索恩斯伯里，泰
特斯克里克初中校長
約翰·懷特， 財務長
朱莉·賴特，初中部臨時
主任

學校運作與安全
艾米·伯特曼，安全與保
障副主任
喬·吉布森，里斯敦初中
校長
保羅·格瑞高，布萊恩站
高中校園領班
史蒂夫·希爾，學生人事
主任
亞歷克斯·亨特，皮卡多
姆小學老師
珍妮弗·哈奇森，皮卡多
姆小學校長
喬·艾薩克斯，風險管
理、安全和保全主任
布萊恩·雅各布斯，拉斐
特高中校長
羅布·賽爾，學區體育主
任

馬丁·謝弗，費耶特郡公
立學校警察局局長
謝里卡·史密斯，心理健
康服務和社會工作人員
臨時主任
羅賓·斯坦納，迪克西小
學校長
溫恩·斯蒂芬斯，家長和
社區代表
基利安·蒂莫尼，工廠運
作主任

交通工具
雷切爾·貝克，高中部副
主任
希瑟·貝爾，小學部主任
布拉德·丹尼爾，路線主
管
馬庫斯·多布斯，交通主
任
邁克·黑爾，溫本初中校
長
詹姆斯·霍奇，無家可歸
教育服務聯絡人
馬蒂·米爾斯，泰特斯河
高中校長
邁克爾·普萊斯，布雷肯
里奇小學校長
韋·普賴爾，特殊課程管
理人
馬丁·謝弗，費耶特郡公
立學校警察局局長
惠特尼·史蒂文森，孩童
早期教育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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