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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学习中心 

草案 常见问题 草案 

2020年 5月 

声明：此常见问题表格制定于 5月 7日，其中的信息可能有所变动。 

请定期访问 philasd.org 来查看全学区性的变动和通知。 

- 课业和评分 –  

问题 回答 来自教育局的额外信息 

如果在学校停课

前，我第三学期

的成绩不及格，

我该怎么办？  

1) 这是你提高不及格成绩的机会！检查你的成绩

册是否有在第三学期（一月-六月）缺漏的作

业，并尽快将迟交的作业发给老师。  

2) 和你的老师确认 Edgenuity 是否是导致第二学

期不及格的一个原因。如果你已经开始使用

Edgenuity，在五月份之前完成它！  

3) 完成老师在 Google Classroom 上布置给你的所

有在线作业。  

https://www.philasd.org/faqs/#1585
255254651-06512db7-87fd 

从 5 月 4日开

始，我每天有三

个小时的课程

吗？ 

不一定——每位学生的日程表不一样，每位老师

的日程表也不一样。  

FLC 远程学习时间表 

提示：使用你的 FLC Google 日历来计划你每周的

安排 

 

学年最后一天是

什么时候？ 

→ → →  2019-2020 学年的最后一天是 6月

12日 

什么时候会公布

第三学期的成

绩？ 

→ → →  评分在 6月 4日结束。请务必和你

的老师确认他们什么时候将不再收

取作业，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在 6

月 4日之前批改所有的作业。 

这个学年我们没

有 4 个学期，我

该如何计算每门

课程的最终成绩

呢？  

将 3个评分期的成绩取平均数，就可以知道你的

最终成绩了。 

 

会举行成绩单会

议吗？ 

不会，但是当老师将成绩发布在 SIS 上之后，你

可以查看第三学期的最终成绩。你会收到最终成

绩单的信件。  

不会。因为第三个评分期延长至六

月，我们将不会产生第三个评分期

的成绩单。最终成绩单的信件将在

学年末寄出。 

今年的

Keystones 已被

取消，我还需要

这一信息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会在收到消息后

立即通知全校成员。 

最终的决定将由宾夕法尼亚州公

布。 

https://www.philasd.org/faqs/#1585255254651-06512db7-87fd
https://www.philasd.org/faqs/#1585255254651-06512db7-87fd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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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吗？ 

- 技术- 

问题 回答 来自教育局的额外信息 

学生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何

种方式返还 Chromebook 笔

记本电脑? 

这将由费城教育局决定。  

如果我的 Chromebook 不能

正常运行，我该怎么办？  

→ → →  https://www.philasd.org/coronavir
us/chromebooks/ 

从 5月 4日星期一开始，技术支

持中心将每周开放三天，星期

一、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上午九点

至下午一点。 

  

费城教育局教育中心 

440 N. Broad Street, 1 楼大堂, 
Philadelphia, PA 19130 
  

Fitzpatrick Annex 楼 

（Fitzpatrick 小学背面）4101 
Chalfont Drive, Philadelphia PA 
19154 

我看不到我老师所有的

Google Meets 或 Google 

Classroom。我在操作上有

什么问题吗？  

FLC 使用两个不同的 Gmail 账户来访

问作业——再次确认你的老师是使

用 FLCHS 还是 PHILASD 的 Google 账

户。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
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
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
gid=0 

   

 

- 有关 FLC 活动和教学楼的问题- 

问题 回答 来自教育局的额外信息 

对于学生已经购买了门票、但被

取消了的学校活动，学生会收到

退款吗？（例如躲避球比赛、学

校舞蹈活动、舞会） 

已经购买并可查到记录的的门票将予

以退款。目前，退款的时间和方式还

没有最终确定。 

 
 

https://www.philasd.org/coronavirus/chromebooks/
https://www.philasd.org/coronavirus/chromebooks/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LTeUQA11mUXo8NQB4DTPGutcpAW_KWBleXZqzIEDMr4/edit#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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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今年需要完成社区服务的小

时数是否有变化？ 

我们要在下一年对学校的日程表和整

个社会的情况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后，

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学生能否在学年结束之前取回他

们放在储物柜里的个人物品？  

目前来说，不可以。返校生要等到下

个学年才能使用他们的储物柜。考虑

到学校需要在下一学年使用毕业生的

储物柜，我们可能会为毕业生做出一

些安排。 

 

如果我是毕业生，或是下一年的

返校生，我应该在什么时候、以

何种方式返还书本呢？（例如，

教科书、学校图书馆书籍、来自

个别老师的独立阅读书籍） 
 

我们仍在等待费城教育局回应关于学

生什么时候将被允许进入教学楼的问

题。 

 

   

 

- 毕业生 - 

问题 回答 来自教育局的额外信息 

对于学生已经购买了门票、

但被取消了的学校活动，学

生会收到退款吗？（例如躲

避球比赛、学校舞蹈活动、

舞会） 

已经购买并可查到记录的的门票将

予以退款。目前，退款的时间和方

式还没有最终确定。 

 

如果我是毕业生，我应该在

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返还

书本呢？（例如，教科书、

学校图书馆书籍、来自个别

老师的独立阅读书籍） 
 

我们将在收到费城教育局的信息后

立即通知学生下一步的措施。 

 

我们还会举行毕业典礼吗？ **FLC 正在安排一场在线毕业典

礼，计划于 6月 10日举行** 
 

6 月 6 日下午 3:00 

和米歇尔·奥巴马一起参加“追求
更高(Reach Higher)”在线毕业典
礼庆祝活动 

我们知道里程碑式的庆祝仪式对

于学生和家庭来说有着重要意

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毕

业典礼的正式决定。我们正在和

费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来持

续监控 COVID-19 疫情状况，以

及决定是否应随着毕业典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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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注册： 
https://www.reachhigher.org/virtual
-commencement/ 

临近而采取额外措施。同时，我

们正在积极研究其它已经取消毕

业典礼的学区和大学是如何为毕

业生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支持的，

同时探索在学区有必要取消毕业

典礼的情况下，有哪些备选方

案。 

如果今年的毕业典礼不能举

行，毕业证会邮寄给学生

吗？ 

毕业证将由费城教育局寄出，我们

会和学生们分享一份 Google 表

格，让他们填写邮寄毕业证的正确

地址。  

无论传统的毕业典礼能否在六月

举行，费城教育局致力于确保所

有的毕业生都能收到他们的毕业

证。 

我们还要支付班级/毕业费用

吗？如果我们已经支付了班

费，会退款吗？ 

我们正在等待年鉴和毕业帽以及毕

业服的交付，并且我们已经收到了

毕业证的封面。我们将会在收到发

放材料的许可后立即进行发放。  

如果你还没有支付这些费用，你

不必再支付。如果你支付了已经

送达的物品的费用，你将会在安

全的情况下收到这些物品。我们

的学校正在研究向家庭退款的细

节，希望您能耐心等待。每间学

校的退款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

有许多方案和情况需要考虑。 

   

 
声明：此常见问题表格制定于 5月 7日，其中的信息可能有所变动。 

请定期访问 philasd.org 来查看全学区性的变动和通知。 

 

https://www.reachhigher.org/virtual-commencement/
https://www.reachhigher.org/virtual-commenc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