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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学生， 

 

感谢您在应对这些充满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情况时的持续耐心和理解。我们认识到，许多学生和家庭对未

来的教育规划和总体影响感到焦虑和不确定。我们也知道，现在迫切需要让学生有稳定的常规和结构

感，学校已积极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机会，也尽量让学生与课堂教师保持紧密的联系。 

 

春假后的头两周，如我们之前与家庭的沟通中所概述的，已致力于员工培训和协作，以支持我们的

学习社区迁移到 Microsoft 团队。此外，我们在确定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并积极把握剩余时间让

学生能继续学习。 

 

请查看以下有关继续学习及学校程序的信息。如果查看此信息后，您有具体问题，请联系有关工作人

员 （联系方式 5-6 页）。 

 

学生什么时候会候能收教室老师的信？ 

 

• 我们的许多老师已经和学生联系了。其他学生也将陆续的收到电邮。然而，重要的是远程学

习与之前在校上课不同，直接对话和面对面的交流会比以前少。 
 

学习的日程安排会是什么样子？ 

 

• 个别教师将提供有关其每周时间表的信息。 
 

• 教师可以举行虚拟课堂会议，这些会议将被录制并上传，以便学生稍后访问。 
 

• 教师可能会将作业和预先录制的教学视频上传到 MS 团队。 

• 学生应尽其最大能力参加虚拟课程（或稍后访问网站资讯）完成作业。 

 

学生如何以及何时可以联系教室老师？ 

 

• 在初步接触中，教师将概述他们与学生沟通的计划，比如额外帮助、解答问题时间和联系方式 

• 与往常一样，欢迎家长通过电子邮件与教师联系，询问与孩子有关的问题或疑虑。 



如何评估学生？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对学习、学生进步和最终成绩的评估？ 

 

• 将调整课堂评估、评分方案等，重点关注关键内容、课程内容和核心能力。 

• 教师将根据第 1 学期和第 2 学期完成的工作以及 4 月、5 月和 6 月的学习评估，分配最终年

级。学生需要证明已做了足够的预备和学习，才能升班。教师的专业判断会评定学生能力。  
• 在已公布的 Trimester 2 报告卡发布时，学生必需参与所有线上的学习机会，并尽其所能满足所

有课程要求。  
• 未通过已公布的 Trimester 2 报告卡课程的学生将收到课堂教师的"不完成/In Progress/I "，包括了

学习计划，让学生了解如何能把握机会和分享学习策略。  
• 教育部和 VSB 正在继续就评估进行对话。我们将随时向你报告事态发展。 

 

学生何时能进入学校获取材料？ 

 

• 我们目前正在策划中，并必须遵守省卫生令的指示，才能允许学生进入校园。 
 

• 在此期间，教师们意识到学生可能没有所有的学习材料，老师也因应情况地计划了课程。 
 

• 如果学生在学校留下了药品等基本用品，请联系该年级管理员 Grade Administrator。 

 

学生如何获得由教师提供的学习机会？ 

 

• 教师通过 Microsoft 团队教室建立了虚拟教室。 
 

• 学生可以通过 Office365 访问他们的团队教室 www.office.com 

 

o 使用 VSB 电子邮件地址登录：uhillstudent#@learn.vsb.bc.ca 
 

o 学生密码和学校计算机的密码相同。 

 

如果您忘记了密码 password： 

 

1. 打开网页 studentpass.vsb.bc.ca  - 学生需要知道他们的 PEN（个人教育号码）和出生日期  
2. PEN 是一个 9 位数字，该数字为 1。这不是你的 UHill 学生号码。您可以在 UHill 成绩单上找

到，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办公室。  
3. 学生还可以问教师或线上重置他们的 VSB 密码 

 

请注意，对于所有在线互动，所有学生都应遵守：大学山 H.A.W.K.S. 行为准则 https://bit.ly/2JQnMMg 

• 、VSB 地区行为准则和 VSB 可接受使用政策 https://bit.ly/2y2U3gB（所有学生于 2019 年 9 月已签

了同意书）。 

https://bit.ly/2JQnMMg
https://bit.ly/2y2U3gB


家庭如何支持学生在家学习？ 

 

• 父母/监护人不应做教师的工作。教师将继续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机会。 
 

• 父母是，而且一直是我们教育的伙伴。在这些情况下，家长可以用以下方法支持在家学

习： 
 

• 建立新的常规和结构， 

• 提供舒适的学习空间 

• 保持沟通，经常与孩子联系 

• 关注身体、精神和情绪健康 

• 在孩子应对变化时提供鼓励和支持 

• 如果有问题或疑虑，与课堂教师联系 

 

对于有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的学生，是否将继续提供学习便利？ 

 

• 会进行一些改动，根据线上学校的模式。 
 

• 所有有 IEP 的学生都有一个负责人，他将于本周初联系学生，然后定期进行线上会议。负

责的员工以及我们的学生支持工作者将继续帮助学生学习。 

 

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省对 10年级和 11年级学生的评估？ 

 

• 教育厅定下的毕业评估已推迟。我们大多数 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在今年早些时候完成了这

些评估。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会再与您联系。 

 

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 12年级的学生和毕业？ 

 

• 所有 12 年级的学生在学年期间将继续参与和完成所有课程。 
 

• 符合资格并有望毕业的 12 年级学生，只要在 6月通过所有课程，他们即会毕业。 
 

• 在已公布的 Trimester 2 报告卡发布时未通过课程的 12 年级学生将收到课堂教师的"不完整/In 

Progress/I 报告"，其中概述了一些学习计划，让学生了解如何能把握机会和分享学习策略。 
 

• 任何需要编写算术评估的 12 年级学生将在今年迟一点才有安排。我们会与家长联系有关教育

部发的相关信息。 

 

12年级学生的奖学金和奖励还在颁发吗？ 

 

• 是的，我们将颁发我们的内部学校奖学金，并提名学生为地区奖学金。时间表和细节将本周晚

些时候修改，并发送到 12 年级的家庭。 
 

• 对于寻求外部奖学金提名的学生，请继续遵循程序，唯一的调整是您将通过电邮 Ms. Hornby

递交申请表。 
 

• 课程卓越奖（前称图书奖）也将于 6 月颁发。 



课堂活动（如实地考察、表演等）的计划是什么？ 

 

• 这些活动会被推迟或取消。课堂教师将有更多的信息。已提交的费用会退给学生。 

 

在全年级和全校范围内举办舞蹈、毕业典礼活动有什么计划？ 

 

• 4 月份的任何级别或全级别活动时间表都已被取消。 
 

• 对于我们六月的毕业典礼来说，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我们迟些再公布。 

 

 

年鉴还会印刷和分发吗？ 

 

• 是的，已在计划中。 

 

明年的课目会怎样安排？ 

 

• 学生在春假前递交了选课表格。  
• 年级辅导员将与学生进行交流有关时间表调整、学习情况和相关问题等等。学生和家庭也可以与

年级辅导员联系，提出具体问题或疑虑。 

 

学生的成功是否会得到认可和庆祝？ 

 

• 如上所述，所有 12 年级学术奖项将颁发。 
 

• 对于 8 至 11 年级的学生，学期奖将于 6 月颁发。 

 

学生会选举 

 

• 现任学生会目前正在制定计划，提供虚拟选举。请关注我们的 Twitter 网站 

@uhillsecondary。 

 

我该联系谁来回答关于...？ 
 
 

 

...课程内容、进度、学习                       课堂教师 

...注册明年的课程...毕业要求 
 

... 

支持我的孩子有学习需求 

 

年级辅导员  
 

年级辅导员 

   学校的资源教师 （SBRT）有关负责人员 

  

...支持土著学习者  土著参与工作者 
 

  支持和连接青年 （SACY） 参与和预防项目 
 

...支持物质使用/滥用   
 

  
 

...支持语言口译 

 多元文化联络员 
 

  
 



 

...支持英语学习者  课堂教师或 ELL 协调员   
 

（ELL）          
 

...支持国际计划  
国际学生顾问 

  
 

学生    
 

         
 

         
 

...学生成绩单  学生记录员   
 

...学生密码帮助  https://studentpass.vsb.bc.ca/   
 

          
 

...关于学校的一般查询          
 

程序  行政助理   
 

    
 

          
 

联系信息          
 

   

 

 

 

   
 

作用   名字  电子邮件 
 

顾问： Gr 12， Gr.8-10 （Q = X）    Ms. Susan Hotnby   shornby@vsb.bc.ca 
 

顾问：Gr 11， Whitecaps，Gr.8-10 （Y-Z）  Ms. Elizabeth Watanabe   ewatanabe@vsb.bc.ca 
 

顾问：Gr. 8-10 （A-P）， 战略    Ms. Emily Chen   ehchen@vsb.bc.ca 
 

学校资源教师    Ms. Diane Heine   dheine@vsb.bc.ca 
 

土著工作者    Mr. Sidney Crosby   scrosby@vsb.bc.ca 
 

SACY 工作人员    Mr. Josh Morabito   jmorabito@vsb.bc.ca 
 

MCLW = 中文（普通话/广东话）  Ms. Audrie Leung   aaleung@vsb.bc.ca 
 

MCLW = 韩语    Ms. Sharmain Kim-Oh   skimoh@vsb.bc.ca 
 

MCLW = 法西    Ms. Soheila Ansari   sansari@vsb.bc.ca 
 

ELL    Mr. Michael Louie   mclouie@vsb.bc.ca 
 

国际学生顾问    Office   intered@vsb.bc.ca 
 

学生记录员    Ms. Christine Chen   ccchen@vsb.bc.ca 
 

学生 VSB 密码协助    Website   https://studentpass.vsb.bc.ca/ 
 

     

 

   
 

办公室助理    Office  604-713-8258  
 

副校长    Mr. Bernard Soong   bsoong@vsb.bc.ca 
 

主要    Mr. Tim McGeer   tmcgeer@vsb.bc.ca 
  

 

 

资源、链接和信息 

 

大学山中学网站（公告和更新，COVID-19 更新） 
 

https://www.vsb.bc.ca/schools/university-hill/Pages/default.aspx 
 

Continuity of Learning – Ministry of Education  

https://bit.ly/2JPVz8t 

https://bit.ly/2JPVz8t


Continuity of Learning – VSB Website:  
https://www.vsb.bc.ca/Student_Learning/Continuity_of_Learning/Pages/default.aspx VSB 

Email, Microsoft Office 365 Login,  

Password Resets  

https://bit.ly/3e6nj6J 

 

VSB Acceptable Use of Technology Policy (signed by all students in September 2019). 

https://bit.ly/2y2U3gB 
 

Microsoft Teams Etiquette 

https://www.avepoint.com/ebook/microsoft-teams-best-practices 

Adobe Creative Cloud – Access for all (Until the end of May 2020)  

https://bit.ly/2UYa9AQ 

 

University Hill H.A.W.K.S. Code of Conduct   
https://bit.ly/2JQnMMg 
 

 

VSB District Code of Conduct  
 https://bit.ly/3ebDnnJ 
 

 

https://bit.ly/3e6nj6J
https://bit.ly/2y2U3gB
https://www.avepoint.com/ebook/microsoft-teams-best-practices
https://bit.ly/2UYa9AQ
https://bit.ly/2JQnMMg
https://bit.ly/3ebDnn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