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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所属学校的学⽣⼿册外，学⽣还应遵循以下职责与期望。 

 
2020年8⽉开始，诺克斯县校区将为学⽣提供⼀个线上学习机会。我们意识到，许多家庭因

新冠病毒COVID-19⽽受到了很⼤的影响，并相信可以通过线上学习平台满⾜您的⼦⼥的教

育需求。为⼦⼥选择线上学习的家庭，必须同意完成为期⼀学期的课程。线上教学内

容将与全⽥纳西州及校区的学习标准与指南⼀致，并与我们校区提供的⽇常教学相同。尽

管我们无法提供传统学校所能提供的⼀切，但6⾄8年级的学⽣将学习升⾼中所需的教育知

识，⽽9⾄12年级的学⽣将会修习毕业所需的课程，并为⾼中毕业后的⽣活做好准备。 

 

造访线上教学平台 
 

诺克斯县校区的学⽣有两种不同的线上学习课程⽅案。 

● 线上教学: 每⼀所中学都将尽可能地在学校进⾏虚拟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学⽣将在线上学

习的同时能从学校的合格认证⽼师那⾥以数位⽅式学习课程。在安排指定课程的期间，学⽣

将主动向⽼师报到。有些课程是同步的（⽼师授课，或者学⽣通过 Microsoft Teams 参加讨

论），有些课程则是⾮同步的（学⽣独⽴学习，⽼师通过 Canvas 布置作业）。⽼师还可以

安排学⽣登录 Edgenuity，这是⼀项由 KCS 审核并由⽼师督导的第三⽅在线学习课程。



● 校区 QuEST 线上学习课程: 如果学⽣所就读的学校无法提供线上学习课程给学⽣，学⽣

则会被分配到校区 QuEST 线上学习课程。学⽣的学籍依然是属于⾃⼰学区的学校，但是将

由另⼀名合格的⽼师来教他们的年级或课程主题。在整个学期间，QuEST ⽼师将与学校之

间保持交流。QuEST 课程皆由 KCS ⽼师录制，并由校区审核，以确保它们符合⽥纳西州

和校区的课程标准和刚要。QuEST 线上学习课程的所有⽼师皆为诺克斯县指定年级或课程

的合格教师。  

学⽣⼊学与线上参与信息: 
 
学⽣⼊学及⼊学要求 

● 选择线上学习的学⽣将保有诺克斯县学校的学籍。已获得转学许可的学⽣将于欲转⼊的学校办理注

册⼿续。 

● 家长必须完成诺克斯县校区线上学习的应⽤程序申请流程*，并同意遵守学⽣和家长的期望。 

● 参加的学⽣需遵守为期⼀个学期的线上学习规定 。  
 

学⽣和家长的线上课程学习期望 
 
对学⽣的期望： 

● 学⽣以及家长/监护⼈必须参加⾃⼰学校的线上学习说明会。 

● 学⽣必须遵守诺克斯县校区政策 J-260 着装规范。 

● 希望学⽣遵循诺克斯县校区政策 J-191 的不当⾏为和纪律处分，为师⽣提供安全和尊重的环境。  

● 使⽤电⼦设备时，学⽣应遵守诺克斯县校区政策 I-220-3 与电⼦设备使⽤有关的相关规定。适当的电

⼦设备使⽤⾏为与在校使⽤电⼦设备的规范没有什么不同。希望所有使⽤者以负责任、合乎道德的

⽅式使⽤电脑和⽹际⽹路。诺克斯县校区保留监控所有技术资源活动的权利。 

● 学⽣应该对他们⾃⼰帐户登录及所发布的内容负责。严禁与他⼈共享使⽤者⽤户名和密码，或使⽤

他⼈的⽤户名和密码。 

● 遵守诺克斯县校区对数位公民权 digital citizenship 的等级期望。 

● 学⽣应每天查看“Canvas”或⽼师其他的交流⽅式。⽼师将提供每周⾄少两个⼩时的导师时间。 

● 学⽣必须妥善保管登录线上学习平台的⽤户名和密码。 

● 学⽣应参与测验评量、基准和学术标准的所有测试。（可能会要求学⽣在指定的时间回到他们的学

校进⾏这些测验）。 

● 学⽣将需每天与⽼师⼀起同步线上学习课程和/或参与预录的线上课程。 

● 校⽅每天都会记录学⽣的出缺席情况，并将其登⼊于 Aspen. 

● 学⽣应按照⽼师的指导积极参与讨论。 

● 学⽣应按⽼师指定的⽅式提交作业。作业可以灵活分配，每周提交⼀次。（例如：周六午夜） 



● 如果学⽣未能完成作业，并且在五个教学⽇内没有与⽼师交流，则该学⽣的作业成绩分数为不及格。 

● 学⽣需要协助时，学⽣应勇于表达个⼈需求或其他的帮助。学⽣应遵守⽼师的作业提交、

作业迟交和未完成作业的规定。学⽣应在截⽌⽇期前完成家庭作业。 

● 学⽣应负责任，遵守⽼师的线上教室规定。 

● 学⽣必须参加学校的个⼈学习评量⽇。 

● 出现技术问题时，请尽快通过资讯技术部门服务台(865-594-1830)提交任何技术问题。服务时段为周

⼀⾄周五，上午 7:00 ⾄晚上 7:00. 

● 学⽣应该为线上学习课程保持最佳学习状态。 

 
线上学习的最佳做法 

○ 考量到在视频聊天中可能被看到⾝后的环境，确保没有不适合学校的图像、物品等。 

○ 进⼊聊天时，将声⾳开启静⾳模式。 

○ 不说话时，将声⾳开启静⾳模式。 

○ ⾏为要合宜恰当并尊重他⼈。 

○ 聆听⽼师或其他⼈说话。 

○ 在整个课程或活动中保持投⼊。 

○ 确保所有作业都是学⽣⾃⼰完成的。（请参阅线上学习者的品德） 

 
对家长的期望：为了让学⽣成为成功的线上学习者，家长、学⽣和线上⽼师之间必须建⽴伙伴关系。三⽅

透过ASPEN保持最及时的联系⽅式。线上教学⽼师将定期与家长沟通。 家长的责任概述如下。家长必须同

意并遵守这些期望，以便孩⼦通过诺克斯县学校参加线上学习。 

 
● 家长/监护⼈以及将要参加线上学习的孩⼦必须参加学⽣⾃⼰学校的线上学习说明会。 

● 家长应在家⾥建⽴⼀个学⽣专属的学习空间-不受外在因素分⼼及⼲扰（宠物、兄弟姐妹、电视等）。

这包括⼀个安静的房间，在学⽣座位后⾯没有声⾳或⾛动，以及墙上适当的背景。 

● 家长需根据同步及⾮同步课程的上课时间为学⽣订定并维持学⽣的⽇常学习时间表。 

● 家长应查看诺克斯县校区家庭平台(Canvas 和 ASPEN)⾥的作业及成绩。 

● 家长应提供学校和教师最新的联系信息(电话号码、紧急联系⼈和地址)。 

● 家长应与⽼师保持良好沟通管道(电话和电⼦邮件)，并随时向⽼师表达任何担忧或提问问

题。⽼师则需在⼀个⼯作⽇内回复家长。 

● 家长应每学期参加两次线上家长会。 

● 家长应确保学⽣与⽼师及同学进⾏适当的沟通交流(电⼦邮件、聊天功能等)。 

● 家长应遵守《民法典》 诺克斯县校区政策 B-230 

● 家长应确保学⽣遵守诺克斯县校区着装要求(J-260) 

● 家长应确保学⽣遵循既定的课堂规则和对线上学习的期望。 



● 确保学⽣遵守诺克斯县校区对数位公民权 digital citizenship 的等级期望。 

● 希望家长帮助学⽣独⽴学习，并督导学⽣所使⽤的资源来⽀持学术道德诚信。 

● 希望家长确保/督促学⽣按照⽼师的指⽰提交作业，包括截⽌⽇期和格式。 

● 家长应确保学⽣遵守所有 KCS 政策和程序。学⽣必须了解⾃⼰的服装应穿着合宜，并且不

能使⽤不当或威胁性的语⾔。 

● 家长应遵守有关学⽣隐私和 FERPA 的联邦及州政府法律。这包括不可录制课程或教学影⽚，不得

将照⽚和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 家长应阅读、检查并遵守诺克斯县校区的《使⽤责任准则》（诺克斯县学校政策）I-220-3)  

 

线上学习者的品德： 

 
参与诺克斯县校区提供的线上学习课程的学⽣，其学术标准与任何在我们中学及⾼中学校⾥上课的学⽣相同。

其学术道德诚信必须不惜代价予以维护。线上学习的学⽣如果剽窃、作弊或使⽤社交媒体传播任何作品将受

到纪律处分，⼀旦发⽣违规，校⽅将与家长联系。如果再次违规，学⽣可能会失去线上学习的教育机会。有

关期望和后果，请参阅学⽣所就读的学校的学⽣⼿册。为了使整个学区保持⼀致，将使⽤以下定义： 

 
根据《 Harbrace⼿册》第15版，剽窃的定义为“纵使是⽤⾃⼰的话重新论述⽽没有说明出处便将他

⼈的想法、研究或观点当成⾃⼰的论述。”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逐字复制他⼈的全部或部分书⾯作品； 

2. 使⽤⽂字、⼈物或插图，但未引⽤出处； 

3. 陈述观点、结论或研究，但未引⽤出处； 

4. 使⽤⽂学情节、诗词或影⽚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未将作品的创作者加⼊出处之中。 

 

抄袭的定义为取⽤他⼈的作品或将任何其它来源的作品，作为代表⾃⼰的。 

 

剽窃的后果 

剽窃是窃取和学术欺诈的⼀种⾏为。被发现有剽窃罪的学⽣可以选择在指定期间内重做作业并接受

成绩扣分，或者作业成绩以零分计算。家长应参与此决定。 

 

如果未能遵守规定，采取的纪律处分可能包括根据诺克斯县校区政策和学⽣⾃⼰所属学校的《学⽣⼿册》。 

 
设备使⽤/滥⽤： 

禁⽌不当使⽤任何电脑或⽹际⽹路。内容包括： 

● 使⽤种族主义、亵渎或淫秽的语⾔或资料 

● 使⽤⽹路获取经济利益、政治或商业活动 



● 试图（或）损害设备、⽹站资料或数据 

● 试图（或）发送或传播任何形式的匿名消息 

● 使⽤⽹路造访不当⽹站 

● 故意将电脑病毒发送到电脑或⽹路上 

● 使⽤⽹路提供⽹址或其他个⼈信息，造成他⼈可能不当使⽤ 

● 未经许可造访其他⽤户的信息资源、⽂件和档案 

● 禁⽌蓄意破坏或毁损校区设备、材料、校区系统的另⼀⽤户、任何代理机构或其他⽹路系统数据的

⾏为。故意尝试降低或破坏学校系统功能者可能被视为违反校区准则，并且可能被视为⽥纳西州和

联邦法律下的犯罪⾏为。这包括但不限于上载或创建电脑病毒。 

● 禁⽌伪造或试图伪造⽹路电⼦消息。禁⽌尝试读取、删除、复制或修改其他系统⽤户的电⼦邮件，

或故意⼲扰其他系统⽤户发送/接收电⼦邮件的功能。禁⽌伪造或试图伪造⽂件或货币。蓄意使⽤校

区技术资源创建、复制或修改官⽅⽂档或货币者可能被视为违反校区准则，并且可能被视为⽥纳西

州和联邦法律下的犯罪⾏为。 

 

未遵守这些准则可能会导致使⽤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参加诺克斯县校区线上学习的机会。 

 

出缺席 

家长和监护⼈有法律责任来督导他们学⽣的学习进度及在课程上花费的时间，以确保学⽣充分参与线上学校。

如果学⽣无法参与每⽇的教学课程，家长则应提交家长假条/医⽣假条。所有线上学⽣与在校上课的学⽣都

应遵守相同的出缺席政策/准则。有关出缺席规定，请参阅诺克斯县教育委员会出勤政策(J-120)。 

 

辅导⽼师 

选择线上学习的学⽣⼀样有学校辅导⽼师。⼀旦学⽣注册了线上学习课程，就会为该学⽣指派⼀名辅导⽼师。

由于学⽣的学籍仍在⾃⼰学区的学校，因此家长和学⽣可以随时与学校联系以寻求协助。但是，您也可以通

过校区的QuEST学习课程获得辅导⽼师的服务。 

 

课程参与  

所有参加线上学习的学⽣，无论是在线还是QuEST模式，都应积极参与。学⽣的参与度是通过课程中的进度

来评估的。如果学⽣没有跟上学习进度、没有参加线上会议、没有完成作业或没有尝试完成作业，学习进度

落后⼀周，且没有与⽼师联系，那么将采取以下措施。 

1. 家长/教师/学⽣会议-以视讯⽅式或通过电话-确定需要加强的领域。 

2. 如果学⽣持续未参与课程，则家长和⽼师将为学⽣制定⼀个为期两周的学习计划，以确定学⽣迈

向成功所需的学习服务。 

3.即使采取了其它学习计划，学⽣仍无法跟上学习的脚步，该学⽣则将退出线上学习，改为

到学校上课，或选择KCS之外的其他学校就读。 



英语学习者 

ELL部门致⼒于为英语学习⽣提供英语语⾔发展和⽀援服务。教学课程可以在学校教室或通过在线平台进⾏。

学⽣还可以利⽤增进英语⽔平和读写能⼒的线上资源。无论选⽤何种⽅式（线上或在校）学习，英语学习⽣

的课程都将遵循WIDA标准，并以学⽣的英语⽔平为基准。  

 

除了课堂教学外，英语学习⽣在所有学科课程领域中还享有适当的配合及调整修改。为了确保教学内容适合

英语学习⽣的英语能⼒和读写⽔平，专任⽼师将有权使⽤学区的线上ELL平台来关注英语学习⽣的进度并确

定教学策略。  

所有的英语学习⽣/或已豁免的英语学习⽣都有⾃⼰个⼈化的学习计划（ILP）。该计划是透过与ELL⽼师和

各科专任教师合作，得到家长、学⽣和其他学校⼈员的信息建议并根据学⽣需要⽽制定的。 ILP将与各科专

任教师共享，并且每四周半更新⼀次。家长将能收到有关⾃⼰孩⼦的ILP信息，或者家长也可通过电⼦邮件、

电话、视频会议⽅式或亲⾃向学校提供想法或建议。 

 

课表 

所有学⽣的课表都将根据学⽣的需求和线上课程的可供性来安排。有些学⽣也许会透过两种不同

的学习平台 (⾃⼰所属学校和校区QuEST ) 来进⾏课程学习。学⽣的线上课程学习时间应为每周五

天，每天⾄少六个半⼩时。 

 

评量与成绩: 

 
成绩评分 

⽼师将以各种考试测验来判断学⽣对课程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测验可以包括以探讨为基础的评估、⽂章写

作、专案项⽬制作和研究型的作业评估。  

 
补交作业 

如果学⽣因为任何原因⽽必须缺席，不论旷课或事、病假，学⽣在⼗天以内重返线上课程后，⽼师应给予他

/她弥补在缺席期间所错过的作业的补交机会。学⽣必须在返回的三天内向⽼师要求补交作业。⽼师应给予

学⽣合理的时间以完成作业。学⽣未能在三天内提出补交作业请求，将导致失去该作业的分数。 

 

进度报告/成绩单 

所有家庭每隔四周半会收到学习进度报告或成绩单。家长可以在家庭平台（Family Portal）查看成

绩。 

 



学⽣⽀援服务（特殊教育、第504条款特别照护） 

 
特殊教育 

我们部门致⼒于为有特殊需要的学⽣提供免费且合适的教育机会。在这公共卫⽣危机期间，我们将遵循

公共卫⽣准则，继续与家庭⼀起满⾜学⽣的知识学习需求。当家庭为他们的学⽣选择线上学习时，我们

将与家⼈⼀起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每个学⽣都应该有⼀个虚拟的实现计划。（请参阅附录…附上虚拟

的实现计划） 

● 个别教育计划（IEP）会议：诺克斯县学校将继续提供家庭参与有意义性地 IEP 会议。⽼师将与

家长⼀起决定适合采⽤线上会议或在校会议。诺克斯县校区将尽⼀切努⼒配合家长的优先选择和公

共卫⽣准则。 

  

● 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师和服务⼈员将与家庭合作，对于选择⼀般课程的家庭进⾏优先排序，

并使学⽣朝着 IEP 设定的⽬标迈进。与家⼈⼀起合作，为学⽣提供个⼈服务。 

  

● 配合与调整：无论教育学习环境如何，都会调整以配合学⽣需求。IEP 团队将⼀同合作，以确保最

合适的线上学习环境。⼀般教育⽼师和特殊教育⽼师应定期与家长合作，以确切配合并调整适合线

上学习的环境。 

 

● ⽀援家长成为学习辅导员：校长和⽼师将在以下领域提供培训与⽀持： 

○ 使⽤学⽣个⼈设备和线上教学平台的技术 

○ 给予学⽣特定的调整条件以配合学⽣学习 

○ 利⽤视觉⽀援 

○ 通过积极的策略和⽅法来管理⾏为 

 

 

第504条款特别照顾 

我们部门致⼒于为⾝⼼有特殊需要的学⽣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这公共卫⽣危机期间，我们将遵循公共

卫⽣准则，继续与家庭⼀起满⾜学⽣的学习需求。在确定学习/医疗需求后，我们将与学⽣及其家⼈合

作，为配合和/或服务制定具体计划。我们的部门将与学校合作，并根据1973年《康复法案》第504条以

确保所有学⽣都能获得服务且严禁歧视。 

● 诺克斯县学校将继续提供家庭参与有意义性地 504 会议。⽼师将与家长⼀起决定适合采⽤线上会议

或在校会议。诺克斯县校区将尽⼀切努⼒配合家长的优先选择和公共卫⽣准则。  

● 服务和⽀援：⽼师和个案负责⼈员将与家庭合作，⼀起帮助学⽣学习⼀般课程，并帮助学⽣学习进

步和成长。与家⼈⼀起合作，为学⽣提供个⼈学习服务。  

● 配合调整：无论教育学习环境如何，都会调整以配合学⽣需求。如果修改调整后，课程仍然不合适

或无法成功，则 504 团队将协同找出替代解决⽅案。 



 

⽥纳西州⽴及校区测验 

选择线上学习的学⽣将被要求参加所有州⽴和校区级别的课程期末考试。考试将占总成绩

的百分之15 (15%)。线上学习⽣需在指定时间回到⾃⼰所属学校报到并参加考试。 

 

专业术语 

 

ASPEN 是诺克斯县学校使⽤的学⽣信息系统。Aspen Family Portal 是学⽣重要信息和家庭与⽼

师沟通交流的线上平台。此安全⽹站提供了查看有关学⽣的学术讯息的简便⽅法，其中包括： 

● 成绩 

● 即将布置的作业 

● 出缺席记录 

● 学习进度报告/成绩单 

● 州⽴考试成绩 

 
如果成绩低于特定分数，家庭平台能让您设定⾃动电⼦邮件通知，也能让您发送电⼦邮件

给所有的⽼师。 

 

此外，有些⽼师会使⽤此⽹站来构建教室页⾯并与家长沟通交流。家长需登录⽅可造访这

些页⾯。页⾯可能包括⽼师的公告，课程提纲，重要作业的截⽌⽇期以及教室信息的链接。 

 

Asynchronous Instruction 是⾮同步教学。是指由经过合格认证的教师为参加线上学

习的学⽣提供学习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是⽼师在不同的时间所录制的。这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列印学习卷、分配个⼈或⼩组团队作业、⾳频或视频录制的课程，在线课程

刚要或本校区订定的其他适当学习⽅法。 

 
Canvas 是诺克斯县使⽤的学习管理平台，让学校能够提供满⾜学⽣和学校需求的线上

学习环境。在此平台可以看到学⽣需完成的作业，也可通过此平台提交作业。 

 

FERPA 是《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 该法案是保护学⽣隐私的联邦法律。 



Microsoft Teams 是⼀个安全的在线平台，诺克斯县将让⽼师与学⽣和家长使⽤此平

台以利沟通交流并提供同步线上课程的教学指导。 

 

QuEST 是“Quali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using Technology”的字母缩写。 QuEST为

线上学习⽣提供线上课程的机会。这些课程由诺克斯县的⽼师录制，并遵循⽥纳西州

和校区课程标准。此外，学⽣可以通过QuEST课程选修其所属学校无法提供的课程。 

 

Synchronous Instruction 是由合格认证的⽼师同时向⼀个或多个学⽣教授课程，但不

⼀定在同⼀地点进⾏授课。这可能包括⽼师现场教学或电话、⽹路、或校区订定的其他

合适通信⽅法，并且可能包括全班学⽣、⼩组指导或⼀对⼀指导 。 

 

Virtual Student  是指选择电⼦⽅式学习的诺克斯县学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