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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和家长们好！我们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和注意安
全。 本月我们将重点介绍当前在线课程中所有老师的付出以
及在线上学习的一些技巧。 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校长
Venditti先生或Pat先生联系。

在线学习课程

过去的一个月里，加德生学校全面开启了在线学习课程，这样学
生们可以继续在家学习。对于从未体验过在线学习的学生而言，
随之而来的是具有挑战性的作息调整和适应，以下文章将帮助学
生们更顺利地完成在线学习。

文章在下一页公布

若如果对于在线学习课程有任何疑问，请参考常见解答：

jaddisonschool.com/course-access-page/online-learning-program-faq/

2020年4月出版

加德生学校每月校刊

加德生学校疫情最新通告

加德生学校的学生们请继续按
照目前网课的安排完成学业，
直至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疑

问请直接联系学校的老师。

请密切关注本地疫情的最新动
态。我们祝愿大家在这段特殊

期间保持身体健康。

更新：加德生学校依然关闭停
课至5月19日。这段期间内老师
和行政人员们依然在家办公。

加德生学校在线课程

加 德 生 学 校 ( 日 校 )

https://jaddisonschool.com/course-access-page/online-learning-program-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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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件学生家长可以做的支持学生在线学习的事

我想分享Sarah Cornelius的此篇精彩文章，她已经把父母和学生
照顾者可做的五件事总结如下，以帮助学生在网上学习时获得成功

https://blog.edmentum.com/5-things-parents-can-do-support-stu-
dents-learning-online

1. 构建计划

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很多结构——但在线学习就
很难复制。对某些学生来说，在线学习的灵活性是不言而喻
的。然而，对于其他学生，尤其是年纪小的学生来说，自控
和自觉是一个挑战。参与在线学习的学生需要建立自己的常
规，并有效地管理好学习时间，以保持学习状态。能做到深
思熟虑，并遵守具体的日常时间表才是关键，父母可以成为
巨大的帮助，不仅仅是做好学习计划，也要确保遵守计划。

家长可以先坐下来跟孩子进行讨论，并有目的性与孩子讨论
如何负责地完成在线课程，每天或每周，以及这些学习任务
实际需要多少时间。也鼓励孩子需要考虑的其他方面（运
动，美术，其他工作，家庭活动等）。并将孩子的老师也纳
入对话中，老师可以对课程、他们自己的期望以及如何预算
时间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一旦说清楚之后，孩子需要完成的
学习任务要写出每周的日程安排，指定的学习在线课程的时
间。请务必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挂上日程表，如在冰箱或任何
其他家庭日历旁边，以帮助保持孩子建立一个有效的学习习
惯。

尽量避免孩子过度玩游戏，若家长有必要拿走孩子的电脑
或游戏机，尤其在夜晚时，可以拿走。请记住您的孩子在家
里，家长必须负全责。

2. 建立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的模型

在家在线学习消除了学生们在传统课堂中学习习惯和教育制
度，要实现相同程度的成功， 需要更多主动性和努力。就像
时间管理技巧一样，对某些学生来说, 这种动力会比其他人更
容易些。无论如何都要适应在线学习平台，并且要习惯于自
定步调通过正常的、富有挑战的方式独立学习。家长也可以
简单地告知孩子们这些技巧来证明在校园外的“真实世界”
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的深远影响。

能与您的孩子讨论您自己的工作和目标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告诉孩子您正在从事的困难项目，您需要掌握的新技能以及
面临的挑战。例如, 您上班时有大型演讲会吗? 请告诉您的孩
子您会如何用额外的时间准备。您是否也在接受新的爱好? 
告诉您的孩子您是如何尝试和失败。当孩子正在做线上课程
时，请花一些时间与孩子坐下来一起解决您自己的项目。不
一定要放大话，也不一定是完美的举例(不要期望引起孩子的
全部注意力)，但是展示自己的辛勤工作和积极进取的态度，
也有助于您的孩子在线上学习时采取类似的方法。

https://blog.edmentum.com/5-things-parents-can-do-support-students-learning-online
https://blog.edmentum.com/5-things-parents-can-do-support-students-learning-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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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指定的工作区

良好的工作空间对学生的思维和专注能力有极大帮助。在线
上学习时，学生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学习并完成作业。因
此，需要细心考虑哪种环境对他们的学习最为有效，并确保
他们在家里有指定的地方进行学习。细心考虑您孩子的个性
和需求，再为他们定制学习空间，直接与孩子沟通来了解在
哪里能舒适地完成在线课程。如果您的孩子偏好在安静的地
方学习，请把舒适的桌子及椅子放置在孩子的房间里。如果
孩子需要更多互动，那么客厅或厨房的椅子和桌子可能是更
好的选择。无论学习空间是什么样，请确保您的孩子可以容
易地拿取到有关学习所需的材料和用品，例如优质的耳机、
无线鼠标（如果孩子需要在笔记本电脑上学习）、以及大量
的纸张、笔和其他学习用品。

4. 了解在线学习平台

在线学习意味着学生们的上学时间会集中在一个或者是几个
平台上。对于父母来说，花一些时间来熟悉这些平台的基本
功能，并教会您的孩子如何使用它们，包括您能提供哪些最
佳的协助方法。首先了解孩子的学校或教育局所提供的教学
资源，以及学生们都在使用哪些在线学习平台。这样能确保
孩子能够轻松地浏览在线课程的内容并完成学习任务，例如
什么时候提交作业、检查成绩等等。家长一定要花时间在孩
子使用的通信工具上，例如内置的消息传递功能、视频会议
功能、和互动教室等等的功能。许多在线学习平台还提供了
家长专门登录的网站，请确保您能找到并探索这些功能，以
便您可以随时监控孩子的学习进度。如果平台提供了专门为
父母创建的指南或辅助材料，请花一些时间阅读它们。就像
在学校一样，学习成果最终取决于学生，若能通过熟悉所使
用的在线平台，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如何最
有效地提供支持。

5. 与学生的老师保持沟通

这段时间学生在线上学习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独立学习！ 在线
上学习中，教师仍然扮演着绝对关键的角色。要保持开放、
频繁的沟通是学生们成功的关键。 家长需要与老师们进行有
效地沟通，以确保学生保持学业进度，并在需要时提供适当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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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信件将概述教师们在线上教学的近况：

1. 到目前为止，您所任教的每个学科都涵盖了哪些内容？

2.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您所任教的每个学科将会涵盖哪些
内容？

3.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有哪些重要的作业、测验、论文、
报告等等需要按时交给老师的？

4. 老师对于父母帮助孩子进行在线上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
吗？ 欢迎分享目前正在使用什么在线学习平台或程序。

每个链接将打开那位老师的课堂通知。

Mr. Anton (HSC4U, HSC4M, OLC4O)

Mr. Catangui (ENG4U, DRAMA)

Mr. Francis (GLC2O, BMI3C, BDP3O)

Mr. Gao (MDM4U, SPH4U)

Mr. Laffin (ENG4U, BBB4M, BOH4M,  CIA4U)

Mr. Rodriguez (MCV4U, MHF4U, MDM4U)

Mr. Roman (SCH4U, SBI4U, SNC2D, SNC1D)

Ms. Azawi (ENG3U, ENG2D, ICS4U, ICS3U)

Ms. Bita (HFA4U, HSP3U, CGW4U, AVI1,2O)

Ms. Dore (ENG3U, HSB4U, EWC4U)

Ms. Elisabeta (Montessori Lower Elementary)

Ms. Hum (ESL C,D,E, HHS4U, GLC20)

Ms. Lesa (ASM 2O,3M,4M, AVI 3M,4M, ASM 2O)

Ms. Singh (Montessori Casa)

Ms. Young (Grade 4-6) 

Ms. Perry (Grade 7-8)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Anton-HSC4U-HSC4M-OLC4O.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Catangui-ENG4U-DRAMA.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Francis-GLC2O-BMI3C-BDP3O.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Gao-MDM4U-SPH4U.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Laffin-ENG4U-BBB4M-BOH4M-CIA4U.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Rodriguez-MCV4U-MHF4U-MDM4U.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r.-Roman-SCH4U-SBI4U-SNC2D-SNC1D.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Azawi-ENG3U-ENG2D-ICS4U-ICS3U.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Bita-HFA4U-HSP3U-CGW4U-AVI12O.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Dore-ENG3U-HSB4U-EWC4U.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Elisabeta.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Hum-ESL-CDE-HHS4U-GLC20.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Lesa-ASM-2O3M4M-AVI-3M4M-ASM-2O.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Singh.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Young.pdf
https://jaddisonschoo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Ms.-Per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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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生学校小学部通知：

当我们把IXL的基础数学和语言练习网站介绍给小学部的学生
使用后，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们迅速成功地解决了5000多个问
题。小学生们十分积极地完成日常的网课作业并与我们的老
师一起进行在线互动。现在他们能够通过该网站学到不同的
学习技巧、加强练习和补充知识。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小学生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积极的态度继续追求卓越。在这段非常
时期里，我们也为老师和学生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感到十分自
豪。



J. ADDISON  |    6

12年级寄宿生领袖（来自尼日利亚的Ademola Bello）“不
幸的境遇创造了幸运的时光”

我的名字叫Ademola，由于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我想写几句鼓励大家的话。 这个病毒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
工作、学业和家庭生活。尽管我们尽全力对抗这个病毒，但
我们依然要保持乐观，并希望基本社会服务和各级政府都能
继续努力寻找疫苗和治愈病毒的方法。我相信身边有许多同
龄人可能对新冠病毒的蔓延感到焦虑，我这里有一些贴士或
许能帮到你面对这些情况。例如烘烤、研究感兴趣的科目，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丰富自己的才华和多与家人和朋友
们交谈。同时，记得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做好预防措施
下，可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虽然目前仍处于“封锁”
状态，但我们必须感恩十分幸运能有时间与亲人一起度过这
个困难。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健康、安全地活着。

11年级寄宿生领袖（来自哥斯达黎加的Wendy C.）“鼓励语”

你好！希望每个返回家乡的寄宿生与您的家人在一起度过美
好的时光。 我鼓励大家继续留在家里并保持安全。 另外，
记得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学业，因为有时差的关系这段
时间也不容易的！ Espero verlos pronto！ （希望很快能见
到你！）

加 德 生 学 校 ( 寄 宿 学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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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寄宿生领袖Isabella Anes 撰写的“巨大的挑战和教训”

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造成了社会各界发生极大的变化，
也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感觉就像我们被突然推到另外一个世
界里，一切都仿佛停止了。但是，巨大的挑战总是伴随着巨
大的教训和机遇。我跟同学们在隔离期间内，发现有更多
的时间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和重新定制新的目标。我们没有见
到所谓校园宿舍内的围墙，是因为我跟室友们建立的联系
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身体和社交距离。这也是我跟室友们
之间的友谊最好最真实的见证。在迪斯尼电影《里洛与史迪
奇》中，《史迪奇》说：“家庭意味着没有人被抛弃或被遗
忘。”在加德生学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十分幸运的是我
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并不孤单！现在，我们大家
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控制好自己能控制的事情，那就是
我们的态度和感激之心。大家记得保持积极、散播爱心，最
重要的是在家中保持安全。很快我们就会面对面团聚，因为
更好的事情尚未到来！

“坚强，继续前进！” Melina Bahrami，12年级寄宿生领
袖（来自伊朗）

我想跟寄宿的同学们说，我希望您与家人在一起度过愉快的
时光，也希望您继续注意安全。我知道这个疫情对我们所有
人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应该积极地去面对和克服这
个情况。我鼓励大家继续最好自己的本分，留在家里并好好
学习，即使这并不容易。有时候生活会很艰难，但我们必须
坚强，继续前进。 我们互相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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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和健康，留在家里!

2 Valleywood Drive
Markham, ON L3R 8H3

www.jaddisonschool.com

info@jaddisonschool.com

Tel: 905-477-4999

联系我们

[  与我们互动吧！  ][  与我们互动吧！  ]

常洗手和用洗手液认真
洗至少20秒。如果没有
洗手液可以用酒精的消

毒液代替。

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
记得使用纸巾或肘上的

衣服。

避免在未洗手的情况下
触摸眼睛、鼻子和嘴

巴。

避免近距离接触身体不
适、有咳嗽或打喷嚏症

状的人

如果身体不适，请留在
家里别四处走动。

常用的物品和桌面记得
拿消毒液清洗。

医生建议有呼吸道的疾
病、咳嗽症状或需要照
顾病人的时候要戴上口

罩

用目前最有效的办法保护好自己

/J.Addisonschool

@JAddison2002

/JAddisonJAS

@J.Addisonschool

/JAddison

/JAddisonschool

[  与我们互动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