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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24 Queens    综合科目通讯           2017年12月 
Art with Mrs. Sanchez - nchow@schools.nyc.gov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Mrs. Erster - merster@schools.nyc.gov and Mr. Caputo – mcaputo10@schools.nyc.gov 
Science with Mrs. Semenkewitz - lsemenkewitz@schools.nyc.gov and Ms. Nebenzahl – jnebenz@schools.nyc.gov 

STEM with Ms. McGarvey – kmcgarvey@schools.nyc.gov and Ms. Berry – kberry2@schools.nyc.gov 
Readers Theater with Mrs. Scandalios - ascanda@schools.nyc.gov 

 

 
幼儿班 

 

艺术 - 学生将使用各种媒介来制作对称的艺术作品 
体育教育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运动和灵活练习活动。随着天气的变化，请记得每周三穿运动鞋上体育课。 
读者戏剧 - 学生们将通过 “The  Wheel on the Bus 公交车上”这首歌了解家庭和社区， 培养口语阅读能力。 
科学 - 学生将这个单元开始探索科学的属性，第一个是木材的属性。 
STEM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在学校，学生将使用Kodable探索计算机编码的基
础知识！ 我们也在使用ABC Mouse 进行内容探索。 请从教师通知函件中获取在家登入网站的权限。您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或到abcmouse.com/redeem（请务必使用完整链接以获得免费登入网站的权限）。 

一年级 
 

艺术 - 学生将讨论积极和消极空间的差异。 他们将能够区分两者。 学生将使用积极和消极的空间创建拼贴画。 
体育教育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运动和灵活练习站，为他们往后的的纽约健身评估作准备。 
读者剧院 - 学生将通过”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纽约的人行道”这首歌来发展口语阅读技巧，并了解纽约市如何发展和
变化。 
科学 - 学生将通过了解温度和阅读温度计来完成空气和气象这个单元。 
STEM -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 在学校，学生将使用Kodable＆Daisy the 
Dinosaur等程序探索计算机编码的基础知识。 我们还将使用iPad帮助我们使用Wixie和Google Classroom等程序来探索
STEM。 让你的孩子在家里独立练习登录应用程序！ 
 

二年级 
 

艺术 - 学生将使用杂志和报纸创建拼贴画来建立自己的社区。 
体育教育 -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运动和灵活练习站，为他们往后的的纽约健身评估作准备。 
读者剧院 - 学生将使用名为“The Great Kapok Tree 大木棉树”的剧本开发口语阅读技能，并了解植物的多样性。  
科学 - 学生将通过检查从淤泥到巨石各种土质材料的大小来完成岩石、鹅卵石和沙土这个单元，并认识侵蚀的概念。 
STEM -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学校学生将使用Code.org、Daisy the Dinosaur
和Kodable等程序探索计算机编码的基础知识。 我们还将使用iPad帮助我们使用Wixie和Google Classroom等程序来探
索STEM。 让你的孩子在家里独立练习登录应用程序！ 
 

三年级 
 

艺术 - 学生们将讨论不同种类的热带鱼和看到的绚丽色彩。并讨论格子，鳞片，条纹和棋盘格等图案。 
体育教育 -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运动和灵活练习站，为他们往后的的纽约健身评估作准备。 
读者戏剧 - 学生们将使用名为”Albert Einstei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剧本开发口语阅读技巧，并认识伟大的科学家们。 
科学 - 学生将总括测量和物质这个单元，并认识能力和容量，化学变化和理解分子的结构。 
STEM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在学校，学生将使用Code.org和Scratch等程序探
索计算机编码的基础知识。 我们也将探索工程师如何使用物质的属性来帮助设计和建立新的东西。 
 

四年级 
 

艺术 - 学生们将使用回收材料制作艺术品，就像日本折纸艺术一样。 
体育教育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和灵活练习站，为他们往后的的纽约健身评估作准备。 
读者剧院 - 学生将使用名为”Nathan Hale, One Life to Lose”的剧本开发口头阅读技巧，并认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纽

约市。 
科学 - 学生将通过了解能源金字塔并进行侵蚀试验来结束生态系统这个单元。 在十二月中旬，我们将开始磁体的新单元。 
STEM -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在学校，学生将使用Code.org和Scratch等程序探
索计算机编码的基础知识。 我们也将开始研究和探索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五年级 
 

艺术 - 学生们将会讨论戏服中的“面具”，并戴面具的演员的某种头饰或帽子，我们将讨论面具在不同文化之间面具的相似点
和差异点。 
体育教育 - 学生将参加不同的有氧和灵活的锻炼站，为他们往后的的纽约健身评估作准备。 
读者剧院 - 学生将利用使用名为”Matthew Henson, Explorer of the Arctic  北极探险家马修·亨森”的剧本开发口头阅读技
巧，并学习西半球的探索知识。 
科学 - 我们通过理解相关变量和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完成变量单元。 我们将开始岩石和矿物的新单元。 
STEM - 本月我们通过参加全球的 Hour of Code 庆祝计算机科学庆典。在学校，学生将使用Code.org和Scratch等程序探
索计算机编码的基础知识。 我们也将开始研究和探索天气对地球表面的影响。 
 

You can always check the school website for additional school information at www.ps24queens.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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