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充学习活动 
级别 8



 
 
 

阅读 



阅读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标准的确定了 确定具有关键支持细节的文本的中心思想或主题，并将故事元素确定 为8年级的
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练习这些重要技能。  
 

活动 

1. 角色和布置 材料：精选小说，笔记本和铅笔 

 阅读25分钟简介：识别 角色特征 以及角色和/或情节设置的重要性。写下2个重要 事件。 

2. 冲突/冲突行为 材料：精选小说，笔记本，铅笔 

 阅读25分钟。故事中有什么问题？继续确定进一步推动情节的事件。写下2个重要 事件。  

3. 冲突/上升行为 资料：首选小说，笔记本，铅笔 

 阅读25分钟。确定冲突的类型。示例：字符与字符。性格与自然。性格与自我性格与社会。性格与超自然。请
务必写下2个重要 事件。 

4. 高潮/转折点 材料：精选小说，笔记本和铅笔 

 阅读25分钟。确定故事中的转折点或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什么。在阅读过程中写下2个重要事件。 

5. 解析 材料：首选小说，笔记本，铅笔 

 阅读小说结尾。这故事的结局怎么样？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你喜欢结局吗？头脑风暴另一个结局。当您完
成书本时，请完成“ 图解图”。记录您的10个事件，并将它们放在图表中。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可以让学生伴侣与兄弟姐妹或父母一起朗读活动。  
● 随着故事的发展，家长可以提出有关细节的问题，并讨论问题和解决方案。  
● 与家人讨论故事的解决方案。你喜欢结局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阅读学习活动 
八年级  

 
这些活动侧重于 信息文本 ，帮助学生确定单词和短语的含义，并分析特定单词选择对含义和语调的影
响。  
 

活动 

1. 信息性文本组件 材料：您家中的任何信息性文本 

 您的文本是否有简介？封面？目录？这些特征是如何组织的-字母或数字？有章节吗？最长/最短的章节是什
么？ 

2. 信息文本组件   材料：您家中的任何参考文本 

 您的文本是否包含 diagrams？图表？时间线？标题？小标题？字幕？这些功能如何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信息？确
定任何图表上的x和y轴。时间线上的时间增量是多少？从标题到子标题时，信息如何变得更加具体？ 

3. 信息文本组件 材料：您家中的任何信息文本 

 您的文本是否具有索引？词汇表？摘要？保证？它们是如何组织的-按字母顺序还是数字方式？字典和词汇表有
什么区别？哪些词汇对您来说是新的？ 

4. 词汇 材料：家庭中的任何参考性文本 

 1. 找到一个单词或一组单词，并创建一个单词家族图表。  
2. 找到一个您不熟悉的单词，并使用上下文线索对该单词的含义进行三个预测。  
3. 尝试在文本的基本单词中添加不同的前缀和后缀或时态结尾 

。

5. 编写食谱 材料：食谱  

 查找您想要尝试的食谱。按照说明为您的家人做饭。使用文字功能来帮助您准备餐点。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查找在家中可能已经可以使用的各种参考性文本。  
1) 食谱书，  
2) 百科全书 
3) 报纸 

     4）使用说明书（游戏手册，棋盘游戏指令，家私组装）  
 

● 你 寻宝 有每个文本的和定位包含上述功能。  
 
● 词汇表搜索： 在您选择的书中找到词汇表。找到5个您不知道的单词，然后阅读定义。在句子示
例中使用这些单词，或在家里的谈话中扩展它们。  
 
 



阅读学习活动 
八年级  

这些任务将帮助学生继续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确定单词和短语在文本中的含义，并分析这些单词选择如何影响含
义和语调，分析作者的发展和对比不同角色的观点，以及它如何增加故事的悬念或幽默，比较和对比两个或更多文
本的结构，并研究它们如何改变其含义和风格。   
  

活动 

1. 阅读！ 资料：图片或章节书籍，新闻或杂志文章，铅笔，章节摘要  

 查找无干扰的区域，进行 30-60分钟 每天的阅读或收听有声读物。此时间可以在一个以上的会话中完成（10分
钟，10分钟，10分钟）。 

1. 通过电话朗读给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长的兄弟姐妹，父母或朋友。 
2. 将壁橱，桌子，椅子转换成阅读帐篷或角落，添加一些枕头，毯子，然后阅读。 
3. 有兄弟姐妹，父母和朋友问您关于书的 字面意思 （即，谁，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
有时如何）。 

4. 阅读本书时，请填写章节摘要日志。 

 

2. 话语！ 材料： 图画或章节书籍，新闻或杂志文章以及铅笔  

 单词具有文化和情感上的联想（内涵除了其字面意义（外，还表示/定义））。 从您正在阅读的书中写下三个引起您注意
的新词。 

1. 选择三个单词，写下每个单词的含义。 
2. 询问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他们认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3. 如果您不同意，请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同意，并以书本或文章中的证据作为后盾。 
4. 在句子中使用每个新词。 

3. 观点 材料：图画书或章节书籍，新闻或杂志文章，铅笔  

 在您的书中找到一段人物期望的段落。书中是否还有其他不希望发生此事件（的人物他人的观点）。  
1. 将段落复制到角色期待的地方。将段落复制到另一个角色不希望发生相同事件的地方，然后大声朗读
两个观点给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  

2. 您为什么认为他们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感受？ 
3. 这些段落会增加故事的悬念或幽默感吗？ 
4. 将纸张对折，然后绘制两个不同的场景。 
5. 列出您希望做的三件事。  

 

4. 比较书籍 材料：图画书，章节书籍，新闻文章，杂志文章，铅笔  

 将本书与您已读过的另一本书或文章进行比较，并研究如何改变故事的含义和风格。 
● 写下故事相同或不同的三种方式。 
● 写下三种字符相同或不同的方式。  
● 它如何影响故事的风格？哪一个更容易理解？为什么？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建立了一个安静的阅读区。 
● 询问您的学生每天在阅读什么。 
● 让学生在完成每一章时写一个简短的摘要。 
● 要求学生分享一个令人兴奋的部分，一个情感部分，以及刚刚想到的部分。 

 
章节摘要日志  
名称： 日期： 
  
在下面的框中写下您的章节标题/页码和摘要。 

**摘要是一个简短的段落，讲述了的最重要的事情  
发生。包括人员，地点和事件。 **  



书名和作者：总页数： 

章号或书名/页数：CH 1 
摘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的 

章节号或标题/页码：CH  
摘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的 

章节号或标题/页码：CH  
摘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的 

章节号或标题/页码：CH  
摘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如果是较长的书，请每两章做一个总结（即，在CH 2之后，在CH 4之后……等等） 
 



阅读学习活动 
 八年级  

 
学生的学生将分析书中的任何故事。主要思想是让学生详细了解故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活动 

1. 主要文字 材料：书，横格纸，铅笔 

 的主角是谁？主要人物是故事中涉及的人，动物或地方。 
读一本书20分钟。您家里有任何书籍。尝试找到您喜欢阅读的东西。 
 

2. 布置 材料：书，纸，铅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环境-尝试找出发生地点和周围环境。 
阅读25分钟。开始注意，换句话说，寻找细节。如果书中有图片，请观察它们。 
 

3. 主要思想 材料：书，纸，铅笔 

 这是什么故事？  
阅读30分钟。 尝试阅读并记住故事的重点或重点。 
 

4. 冲突  材料：书纸铅笔 

 是否有问题？ 
阅读30分钟。尝试找出故事中是否存在冲突或问题。 
 

5. 解决方案 材料：书本铅笔纸 

 问题如何解决？  
再阅读30分钟，看看是否有问题。如何解决的？ 
如果不是，那本书的结尾是什么？ 
 

 家庭可以做什么书读 
 

● 完后，您可以分享自己写的所有内容，并告诉父母或哥哥或姐姐。 
● 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可能会问学生阅读了什么以及主要或中心思想是什么。 
● 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分享他们读过的书的故事。 
● 此外，家人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轶事，并推荐文章，书籍，杂志或游戏，以供全家互相学习。  



阅读学习活动 
 八年级  

 
回到基础。这些活动将激励学生阅读。 
 

活动 

1. 兴趣 材料：纸和铅笔 

 考虑您的兴趣并将其写下来。 
示例：体育，动物，电影，视频游戏，音乐 
 

2. 启动您感兴趣的项目 材料：纸，铅笔，电话或计算机 

 列出您可以用来开始阅读的文章，杂志，书籍，报纸，网站的列表。 

3. 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 材料：书籍，文章，杂志，电话 

 找到喜欢的话题和书籍后，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至少阅读25分钟。 

4. 写快乐 材料：书，纸笔 

 写一件事令您惊讶吗？ 
你有什么问题？ 
你最喜欢哪部分？ 
 

5. 共享 材料：书形铅笔 

 与共享您的阅读内容 家人在家。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花时间互相阅读和分享写作。 
 



L读活动 
 八年级的  

 
学习学生将分析一本书中的任何故事。主要思想是让学生详细了解故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活动 

1. 主要文字 材料：书，横格纸，铅笔 

 的主角是谁？主要人物是故事中涉及的人，动物或地方。 
读一本书20分钟。您家里有任何书籍。尝试找到您喜欢阅读的东西。 
 

2. 布置 材料：书，纸，铅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环境-尝试找出发生地点和周围环境。 
阅读25分钟。开始注意，换句话说，寻找细节。如果书中有图片，请观察它们。 
 

3. 主要思想 材料：书，纸，铅笔 

 这是什么故事？  
阅读30分钟。尝试阅读并记住故事的重点或重点。 
 

4. 冲突  材料：书纸铅笔 

 是否有问题？ 
阅读30分钟。尝试找出故事中是否存在冲突或问题。 
 

5. 解决方案 材料：书本铅笔纸 

 问题如何解决？  
再阅读30分钟，看看是否有问题。如何解决的？ 
如果不是，那本书的结尾是什么？ 
 

 家庭可以做什么书读 
 

● 完后，您可以分享自己写的所有内容，并告诉父母或哥哥或姐姐。 
● 父母或年长的兄弟姐妹可能会问学生阅读了什么以及主要或中心思想是什么。 
● 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分享他们读过的书的故事。 
● 此外，家人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轶事，并推荐文章，书籍，杂志或游戏，以供全家互相学
习。  

 



对于读学习活动中的 
  8年级  

 
俄勒冈Reading 标准确定关键的想法和细节在优先级技能 8 年级的。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理解识别
文本中的关键思想和细节，以及使用文本结构来比较和对比思想和内容。 
 

活动 

1. 阅读原木 材料： 书籍，纸和铅笔 

 阅读至少20分钟。写下3-4句话的摘要。 
 

2. 比较和对比 材料：书，同一本书的电影，维恩图（两个重叠的圆圈，铅笔）维
恩图（两个重叠的圆圈- 

 读一本书，观看同一本书的电影版本。使用一个用于电影的一本书以重叠部分为两个）填写每个维恩图比较和
对比特质有些思路是：。是故事情节一样，对话一样，人物的描述，事件的顺序等 
书/电影的想法：哈利·波特，指环王，饥饿游戏，局外人，我们星光中的错，迷宫奔跑者，小偷贼等 
 

。

3. 读/写  材料：书，纸，铅笔 

 写一（1）段有关您最喜欢的角色的内容您正在阅读的书，并举例说明为什么他们是您最喜欢的人物 
 

4. 引用 材料：纸，铅笔 

 选择最喜欢的希望语录，并说明它如何或为什么适用于您今天的生活 
 
 

 家庭可以 
 

● 至少阅读的内容20分钟写下你所读的3-4一句话总结 阅读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大声做家庭活
动。 

● 讨论学生正在与他们一起阅读的书。向他们询问有关这本书的情节，并请学生告诉您有关本书中
每个字符的信息。  



大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立 阅读阅读 标准将一项优先技能确定为使用多种在线和印刷资料 八 年级的。这些活动将帮助
您的孩子理解 使用多种信息来源，以便了解文本在主张，证据和推理方面的比较或对比。 
 

活动 

1. 阅读日志 材料：阅读书 

 每天阅读30分钟，最好是一本小说，但如果不是，则可以是非小说。写下5-7句话的摘要。 
 

2. 阅读文章 资料：新闻文章，报纸，铅笔 

 阅读与Covid 19相关的一篇文章。制作T型图，并列出事实与文章中的观点。 
 

3. 阅读 材料：在线访问 

 阅读可以在网上找到的简短故事。接下来，写一个关于这个故事的评论。您喜欢它什么，您会改变什么？ 
 

4. 视频 材料：视频，铅笔，纸质， 

 每天至少关闭声音和打开字幕观看视频至少30分钟。 如果您不知道一个单词，请倒回，看看是否可以推断出单
词的含义。写一个新单词列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您的孩子找到完成上述活动所需的资源……在线短篇小说，小说，纸，铅笔或钢笔。 
● 一起观看表演，并选择两个不同角色的视角来解释这一动作。 
● 收听新闻广播并与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 



阅读干预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学生将提高阅读流畅度，以保持阅读后劲。学生将通过推理来分析文本，以加深理解。 
 

活动 

1. 观看视频 材料：视频，铅笔，纸质， 

 每天至少关闭声音和打开字幕观看视频至少30分钟。如果您不知道一个单词，请倒回，看看是否可以推断出单
词的含义。写一个新单词列表。 
 

2. 显式和隐式含义 材料：书，铅笔，纸 

 阅读儿童读物，写下显式信息，然后写下含义。  
示例：金发姑娘不在时，他们便走进了三只熊的家。这意味着她感到有权利。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确保您的孩子每天阅读至少30分钟。要求您的孩子总结他们阅读的内容。 
● 一起观看表演，并选择两个不同角色的视角来解释这一动作。 
● 收听新闻广播并与自己的生活建立联系。 

 



 
 
 

写作 



学习活动 写作 
 八年级  

 
俄勒冈州八年级语言艺术写作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必要的写作技巧和耐力，以便在各种不同的写作类
型中进行良好的交流。这些活动将提高学生的耐力，创造力和范围。  
 

活动 

1. 比较和对比 材料：纸/笔或铅笔 

 将4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与2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进行对比。以T图表格式编写。 （传达经验和事件。） 
 

2. 维恩图 材料：纸/笔或铅笔 

 将4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与2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进行对比。  
用维恩图格式编写。 
 

3. 说明性写作 材料：纸/笔或铅笔 

 写一页纸，比较和比较4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与2月的平均/典型工作日。 
 
（描述性语言和叙事技巧） 

4. 每日日记 材料：纸/笔或铅笔 

 想象一下，当社会隔离结束后，图书出版商将想印刷人们的经历的故事。保留一份日记，其中描述了日常事件
以及您对这个独特时间的想法和感受。每天写10-15分钟。 
 

5. Flash小说 材料：纸和铅笔 

 用500个单词或更少的文字写一个虚构的故事！这里的挑战是以压缩形式创建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描述和对
话。完成后，将其阅读给家庭成员，获取反馈，并进行修改和编辑以创建最终副本。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成员可以帮助集体讨论日常活动，并大声朗读纸张（＃3），以确保按预期发出声音。 
● 和你的孩子一起写。当您的孩子在写作时，请与他们坐在一起，同时写点东西。当孩子看到父母
写作时，他们会发现这是值得的。 

● 要求孩子大声朗读他们的作品，然后听。为观众大声朗读作品，使作家有机会看到改变的机会。  
● 请朋友或家人与您的孩子交换信件。  
● 提供有关孩子写作的反馈。作家需要鼓励和赞美，他们还需要了解读者感到困惑或不清楚的地
方。  



写作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八年级语言艺术写作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必要的写作技巧和耐力，以便在各种不同的写作类
型中进行良好的交流。这些活动将提高学生的耐力，创造力和范围。  
  

活动 

1. 第三人称日记 材料：纸/笔或铅笔 

 在创建第三人称日记时运用您的同理心技巧，记述大流行期间两周内另一个人遇到的挑战。 
（通常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 
 
 

2. 书写说明性  材料：纸/笔或铅笔 

 书面用您的第三人称日记写一页纸，重点介绍延长隔离的挑战。 
（通过建立上下文和观点来吸引和定向读者。） 
 
 

3. 比较和对比  材料：纸/笔或铅笔 

 写一页纸，比较（第三人称期刊）的发现与您自己的挑战。 
（提供一个反映叙述的经验的结论。）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家庭成员可以听取草稿，甚至帮助进行证明/编辑。此外，家庭成员可以接受采访，以揭示他们
面临的挑战。 



写作学习活动 
 八年级  

 
这些任务可以帮助学生反思快乐和挑战如何帮助我们成长。他们利用学生的比喻语言和句子流利程度的
知识。 
 

活动 

1. 想象一首诗任务1的 材料：纸和铅笔 

 写5到10行来庆祝和拥抱您的成功以及您对生活的热爱。回想一下影响您的重大或次要成就和经历。在写作时
感到自豪。记住要使用比喻和明喻之类的比喻语言。 
 

2. 想象一下诗歌任务2的 材料：纸和铅笔 

 写5到10行，反映出您生活中的困难时期。反思影响您生活的近期或过去的挑战。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放
松并写下您的感受。继续使用比喻和拟人化等比喻语言。 
 

3. 想象一下诗歌任务3的 材料：纸和铅笔 

 在成功和失败，好时光和艰难时期所教给你的内容上写下5-10行。写下挑战如何使我们变得更强大。继续使用
比喻性语言，例如图像和生动的动词。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这是家庭一起做的一项很棒的写作活动！父母的经历是孩子共同的家庭历史的一部分。  
● 本书的文字也很适合艺术品，所以请不要害怕举例说明您的美丽诗作，并将其作为对这段时代的
回忆。 



学习活动， 写作 
 8年级  

 
使用你的写作技巧发挥创意，并与你在乎这段时间在家里都是伟大的活动连接的人！  
 

活动 

1. 信件写作  材料： 笔/铅笔，纸或计算机 
可选：信封和邮票 

 写一封信给因全市范围内的在家定购而现在无法看到的家人或朋友。您的来信长度应为三段，其中包括您最近
的工作方式和时间，对朋友/亲戚的疑问，以及您希望看到此人时会与该人进行哪些活动他们再次。请确保包含
正确的标题和结尾。如果您能够通过邮件发送信件，则可以这样做（确保正确处理并在信封上盖章）。如果目
前无法选择，请考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通过电话致电并阅读给他们的信。 

2. 无生命的对象诗  材料： 纸和笔/铅笔 

 在您的房屋中选择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无生命），写一首简短的诗（10-15行）。从那个对象的角度写。通过
使用五种感官中的任一种来描述对象，对象在家里的位置以及对象的用途，来进行简短的头脑风暴。在写诗时
，请考虑换行符和象征性语言。以下是几个学生示例：  
Randy的PS3，Leslie的My Necklace 
我是黑色的，讨人喜欢，我又长又闪亮。我去过四个国家。 
早上我很寂寞，参加了许多冒险活动，但还有更多，  
但是下午我会很开心。来！当阳光照耀着我时，我开始  
了。每个周末，我都会像钻石一样照耀所有闪亮的东西。我有一种特殊的 
方式来午夜。您也可以联系                                 朋友 曾经冒险的。我有  
电视。您可以和她一起在许多回忆中放上DVD。我们已经经历了 
我，你可以看着我。阴晴圆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将永远这样。我会被 
有时候无休止地收拾，我知道我会和他们在一起。完全 
有理由的时候。问题，我看到了所有我不想看到的东西。我曾经在白天和黑暗中。  
以下示例中的学生示例：https://www.poetrycenter.org/talking-objects/  

3. 保存日记  材料： 纸，笔/铅笔或计算机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期。每天记录您的经历，每天至少写10-15分钟。讲述您的生活，并牢记后代可以将
其用作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资源，就像霍华德·辛恩（Howard Zinn）这样的历史学家使用期刊和信件来拼凑过
去的历史时代一样。请记住使用五种感官专注于细节，并关联您的想法和感受。讲一些有关您的日常活动的故
事。有什么不同，与庇护所/检疫令之前的生活有何不同？您最想念什么？你最想念谁？对您来说似乎重要的任
何事情，以及您认为对于真正了解我们时代的子孙后代来说，重要的事情。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学生每天至少阅读20分钟。杂志文章，书籍，图画小说和在线文章都是可以接受的。 
● 鼓励学生每天写日记。 



大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立写作写作标准将主张和证据确定为八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通过提出明确的主张，并
使用文字和研究的证据来捍卫他们的观点，来帮助您的孩子理解支持其写作的重要性。 
 

活动 

1. 每日日记 材料：纸，铅笔，钢笔，或的电脑 

 约（1）你想知道每天事儿写 
写写关于你宁愿做今天（1），事儿 
写写关于我的（1）人谁是重要的是你 
写随便你写/写 
 

2. 希望的信…  材料：纸，铅笔，钢笔或计算机 

 
写信给社区中的某人，以表示感谢或希望。电邮至 vanessagc@reapusa.org  然后告诉她您想给谁寄信，或者
您可以自己邮寄/送给他们：邮递员，退休或疗养院居民，垃圾收集者，店员，送货司机等 
 

。

3. 诗歌   资料：纸和铅笔 

 用家庭成员的各种名字写一首杂技诗。使用他们名字的每个字母来形容一个形容他们的形容词或阶段。  
 

4. 进行索赔和取证：  材料：纸和铅笔 

 声明由于Covid-19病毒对当今美国人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接下来，提供三个具体示例来支持您的主张。确保每
个单词都写成完整的句子。 
 

5. 最佳学习形式？ 材料：纸和铅笔 

 哪种学习形式最好-虚拟学习还是面对面学习？ 
● 虚拟专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进行操作，减少干扰，可以根据需要重复阅读
或复习课程。 

● 缺点：缺乏社交互动，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者，技术问题。  
选择一方并为您的主张写一个论点。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说明，并要求他们在开始之前解释每个孩子的意思。  



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 写作写作 标准将确定 叙事写作 为的优先技能 八 年级。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了解 现实世
界中个人叙事的写作风格。 
 

活动 

1. 玩以单词/拼写为重点的游戏 材料：游戏，纸和铅笔 

 玩游戏（例如，香蕉，拼字游戏，鼠标等）列出您创建的所有单词。根据需要使用字典检查拼写。 
 

2. 生活历史记录 资料：纸和铅笔 

 
该活动可以是日记，日记或故事写作活动的形式。 
保留日记/日记或撰写有关您在做什么，感觉和经历的故事。在此全球性事件中保留事件的鲜活历史。 
 

3. 每日日记 材料：螺旋形或其它笔记本电脑或纸张和铅笔 

 左右写（1）事情你做，每天 
你听说过将新闻（1）的事情写 
关于自检疫是你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的方式写 
写随便你写/写 
 

4. 希望的信…  资料：计算机，电话或ipad 

 写信给您社区中的某人，以表示感谢或希望。电邮至 vanessagc@reapusa.org  并告诉她您想给谁寄信，或者
您可以自己邮寄/送给他们： 
邮递员，退休或疗养院居民，垃圾收集者，店员，送货司机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Hang子手（使用词典确保拼写正确，选择挑战的话）， 
● 你有多少话可以使输出的 Coronavirus， 安东尼·福奇， 虎王？ 
● 单词链游戏：提出一个以伴侣单词的 后一个字母（或声音）开头的单词。选择类别（食物，
动物等）。变体：使用 后一个音节代替 后一个声音。 



写作干预的学习活动 
 8年级的  

 
俄勒冈州写作标准要求学生提出主张，并用逻辑推理予以支持。这些活动还将帮助学生提高拼写。  
 

活动 

1. 虚拟学习还是亲自学习？ 材料： 纸和铅笔 

 哪种学习形式 好-虚拟学习还是面对面学习？ 
虚拟专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进行操作，减少干扰，可以根据需要重复阅读或复习课
程。 
缺点：缺乏社交互动，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习者，技术问题 
选择一方，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一个论据。  
 

2. 玩拼写游戏 材料：纸和铅笔 

 - Hangman（使用字典以确保正确的拼写，选择具有挑战性的单词）选出 
- 您可以从几个单词 冠状病毒， Anthony Fauci 和 Tiger King中？ 
- 单词链游戏：提出一个以伴侣单词的 后一个字母（或声音）开头的单词。选择类别（食物，动物
等）。变体：使用 后一个音节代替 后一个声音。 
 

3. 你未来的自我 材料：铅笔和纸 

 未来给自己写一封信。  您认为您的生活会怎样？  记录您一整天的日常活动和情绪。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尽可能多地写作。首先讨论主题，以帮助他们收集想法并鼓励您的孩子写下这些
想法。 



 
 
 

数学 



数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学生的学生将使用来自多种标准的各种技能来解决各种问题。俄勒冈州数学标准的主要概念是测量，概
率和线性方程。  
 

活动 

1. 您多大了？ 材料 ：纸/铅笔/计算器  

 你还活着多少年？你还活着几周？多少天多少个小时？多少分钟？多少秒？您能为家人的另一个成员回答同样
的问题吗？ 
 

2. 游戏概率 材料中的：各不相同  

 学习坐在您家周围的（非视频）游戏，如国际象棋，跳棋，纸牌，纸牌游戏或棋盘游戏。每天玩20到30分钟，
以制定赢得比赛的策略。报告您的发现。 
 

3. 多步骤估算 材料：纸张/铅笔/计算器  

 Wendy穿越俄勒冈州进行一项筹款项目。她每天平均走12个小时，时速为4英里/小时。该州约有500英里宽，
使用小路和高速公路。温迪于7月4日上午7:00离开阿斯托里亚。到最近的一个小时，温迪将在什么时间和日期
到达安大略省？ 
 

4. 春季舞蹈 材料：纸/铅笔/计算器  

 苏珊和马克负责为春季舞聘请DJ。广播电台KDOT的DJ收费为每人$ 150加$ 2。广播电台KBOP的DJ收费250
美元，每人加收1美元。由于大多数学生都喜欢KBOP的DJ，因此请说明有多少学生需要参加舞蹈才能使KBOP
的成本与KDOT相同。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对于活动2，您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  
● 对于活动1，您可以提供年龄。  
● 您可以与孩子一起应对所有这些挑战。 



数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八年级数学引入线性方程式，为学生在高中数学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它也增强了学生使用勾股定理
处理方程，角度和三角形，比例以及使用直角三角形的基本技能。 
 

活动 

1. 日历雀跃 资料：纸质日历和铅笔 

 在日历页面上选择任意三乘三平方的日期。 
例如： 

在四个角上添加数字。尝试一些带有9个数字的不同组的示例。你注意到了什么？  你
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吗？ 
接下来，尝试在通过中心数字的每一行，每一列和对角线中添加数字。你注意到了什么？  你能解释一下吗？ 
现在，在顶部和底部的行以及左侧和右侧的列中添加数字。  你注意到了什么？  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下一行上圈出任何数字，并在与圈出的数字相同的行和列中的其他数字之间划一条线。 
对第二行中的剩余数字之一重复此操作。 
现在，您应该只在底行留下一个数字。圈一下。 
这是一个示例： 

 

查找圈出的三个数字的总数。你注意到了什么？ 
如果您选择不同的数字圈起来怎么办？ 
如果您选择不同的三乘三平方怎么办？ 

2. 系统-2个银行帐户 资料：铅笔和纸 

 Jason的银行帐户中有$ 7。每周他都会在自己的帐户中存入$ 4。 
特里的银行帐户中有$ 42。每周她从帐户中提取$ 3。 

a) 用截距截距形式（写一个方程式y = mx + b ）来表示杰森的银行帐户。 
b) 用斜率截距的形式写一个方程式来表示特里的银行帐户。 
c) 创建一个表格，显示前8周Jason和Terry帐户中的金额。 
d) 他们将在几周后拥有相同的金额？ 

（请记住，存入意味着放进，取出意味着取出！！） 

3. 最喜欢的号码 材料：铅笔和方格纸 

 进行调查，询问至少20个人他们最喜欢的号码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号码。 



a) 将响应（数字）分类为以下类别：  
- 偶数或奇数 
- 质数或复合的 
- 一位，两位或三位数 

b) 记下您在类别中注意到的所有观察值。更偶还是奇？更优质的还是复合的？最常见的数字位数
是多少？有没有比其他任何人更经常发生的数字？ （ 模式！） 

c) 将人们分类的原因归类-大多数人是否有特定类型的原因 选择 他们的电话号码时，？体育？文
化？ 

d) 创建一个数字散点图，每个人在x轴上回答，他们的回答在y轴上。您可以从散点图中看到一种
模式吗？ 

 

4. 操作顺序的 材料：铅笔和纸 

 使用正确的操作顺序解决以下两个表达式： 
4 + 2（4 + 2）-3    （4 + 2）（4 + 2）-3 

（GEMA：分组符号-指数-乘法/除法-加法/减法） 
a） 为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相同，尽管它们的序号相同，但答案却不同？ 
b） 提出另外三个问题对的例子，它们具有相同的编号，相同的顺序但具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5. 1-5获取1-40的 材料：铅笔和纸 

 用数字1、2、3、4和5编写具有答案1到40的表达式（问题）。您可以使用以下四种操作中的任何一种（加，
减，乘，除）和括号（但不能有指数！），但数字必须保持相同的顺序12345。 
 
例如： 1 + 2 + 3 + 4 + 5 = 15，所以您有 

15。1+ 2 + 3 + 4-5 = 6，所以您有6。1 
+ 2-3-4 + 5 = 1，所以您有1。 

 
尝试找出数字1到40的问题！祝好运！发挥创意！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孩子一起开展这些活动，请他们解释每个活动要他们做的事情，并解释他们将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 

● 尝试为学校工作提供一个结构化的场所和时间，让您的孩子尽可能少打扰。 
● 如果他们对活动有疑问，请确保您的孩子与老师取得联系。 



对于学习活动 数学 
八年级  

数学俄勒冈标准识别 应用勾股定理和solving在二维和三维现实世界的问题 在8年级的优先级技能。这些
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在两个维度上进行衡量，并使用公式/定理解决实词问题。 

活动 

1. 什么是区域？ 
 

材料： 直尺或卷尺，计算器，钢笔或铅笔，草稿纸，5个或更多具有矩形
表面或侧面的对象（例如：相框，游戏板，完整的拼图，书的封面等）。 

 〜 在房屋中找到5个或更多具有矩形面或侧面的对象。 
〜作出预测：哪个对象的矩形边面积最大？哪一个最小？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相同的区域吗？ 
〜使用尺子或卷尺测量每个对象的长度（从上到下）和宽度（从侧面到另一边）。 
〜使用面积的公式（A = lxw）计算找到的每个矩形的面积。 
〜制作一个4列的表，列出每个对象，长度，宽度和面积。 

2. 找到斜边！ 材料： 直尺或卷尺，计算器，钢笔或铅笔，草稿纸，3个或更多带有90度
角的物体（例如：相框，三角玩具，游戏板，完整的拼图，门道等）。 

 〜 在您的房屋中找到3个或更多的直角。这些可以是三角形，也可以是矩形的角。  
〜用尺子或卷尺测量2条腿（成90度角的一面）。应用 
   勾股定理（a 2 + b 2 = c2）计算斜边（三角形的最长边）。如果使用 
   矩形，则斜边为矩形的对角线。  
〜在计算每个斜边之后，请使用尺子/卷尺测量来确认您的计算。 

3. 最长的对角 材料： 直尺或卷尺，计算器，钢笔或铅笔，草稿纸，5个或更多矩形对象
（例如：谷物盒，饼干盒，大书本，拼图盒，鞋盒，邮筒等）。 

 〜 找到5个或更多的矩形框（它们不必为空）。  
〜使用尺子或卷尺测量每个矩形框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使用最长对角线（a 2 + b 2 + c2 = d 2 ）的公式来计算每个的最长对角线（d）  
   框。  

4. 矩形的体积 
（可以使用与＃3相同的盒子） 
 

材质： 直尺或卷尺，计算器，钢笔或铅笔，草稿纸，5个或更多矩形对象
（例如：谷物盒，饼干盒，大书本，拼图盒，鞋盒，邮箱等）。 

 〜 找到5个或更多的矩形框（它们不必为空）。您可以使用＃3中的相同框。 
〜在测量之前，请预测哪个框将容纳MOST，哪个框将保持最小。 
〜使用尺子或卷尺测量每个矩形框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 计算每个矩形框的体积。 V = LXWXH  

5. 音量圆柱 材料： 标尺或卷尺，计算器，钢笔或铅笔，纸刮，1-3缸（例如：燕麦片
容器，苏打，咖啡罐等 

 ）〜 查找1-3气缸。使用卷尺或直尺测量高度和半径。请记住：半径是的一半  
   圆上最胖部分距离的。 
〜使用公式用于气缸（V 的量=πR2小时），以计算每个对象的体积。 π≈3.14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您的学生准确地阅读尺子或卷尺。  
● 与您的学生讨论您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衡量的时间。 
● 测量房屋或院子中的矩形空间。计算面积，斜边，最长对角线或体积。  
● 如果可能，请帮助您的学生通过电子邮件将作业图片发送给数学老师。  



对于数学学习活动的 
八年级  

 
数学俄勒冈标准识别 çonstructing和解释来自同一受试者采集数据 作为八年级的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
帮助您的孩子以各种方式从中收集实时数据并分析数据。  
 

活动 

1. 洗手理货（1天） 材料：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的纸，笔或铅笔，用于制作桌子和/或图
表的纸，记号笔/彩色铅笔/蜡笔。  

 〜 在1天内，统计您家中每个人洗手的次数。 
〜结束时，制作一个条形图，折线图和/或表格，显示每个人和 
   洗手的次数。  

2. 中心措施（1天） 材料：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的纸，笔或铅笔，计算器，草稿纸。 

 〜 在1天之内找到洗手的平均值。将所有洗涤加在一起，然后除以人数。 
〜找到洗手的中位数。列出从最小到最大的数字，然后找到该的中间数字 
   列表。如果有2个中间数字，则将它们加在一起并除以  
2。〜找到洗手液的模式。模式是最常出现的值。如果没有一个以上的值出现  
   ，则没有模式。  
〜找到洗手的范围。从最大数中减去数据集中的最小数。 

3.
记
录 
洗手时间（3-7天） 材料：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的纸，笔或铅笔，用于制成桌子和/或图

表的纸，记号笔/彩色铅笔/蜡笔。  

 〜 为您家中的每个人统计洗手3至7天。 
〜在3到7天的时间结束时，制作条形图，折线图和/或表格，显示每个  
   人和每天的手洗次数。  

4. 中心措施（3-7天） 材料： 所有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的纸，笔或铅笔，计算器，草稿纸。 

 〜查找每天和每个人在家中平均洗手次数。将所有清洗  
   加在一起，然后除以您记录数据的天数；这是每天的平均值。返回到所有洗涤，然后  
   除以您家中有多少人。这是每个人的平均值。  
〜查找每天和每个人的中位数。从最小到最大列出每天的总数，并找到该的  
   列表中间数字；这是每天的中位数。然后，从最小到列出每个人的总数  
   最大，并找到该清单的中间数字；这是每个人的中位数。如果有2个中间数字  
   任一列表中，则将它们加在一起并除以2得到该列表的中位数。 
 

5. 中心测度（3-7天） 
...接续于＃4 材料： 所有家庭成员均可使用的纸，笔或铅笔，计算器，草稿纸。 

 〜查找整个数据集的模式。模式是最常出现的值。如果没有一个以上的值出现 
   ，则没有模式。  
〜找到洗手的范围。从最大数中减去数据集中的最小数。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学生讨论寻找平均值的时间。  
● 在杂志，书籍，电视或互联网上查找图表或表格：谈论如何可视化显示数据而不只是数字列表更
易于查看和理解。  

● 如果可能，请帮助您的孩子拍下作品的照片，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给他们的数学老师。 



数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数学标准规定，八年级学生将能够以多种方式建模和求解线性方程式：表格，图表和方程式，以及理解并应用
勾股定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距离。 勾股定理是a 2  + b2  = c 2  ，其中 a  和 b 是腿，而 c  是斜边。 
 

活动 

1. 手机（第1部分） 材料： 铅笔和纸 

 场景： 米歇尔买了一部新手机。除了每月支付40美元外，她还必须购买手机。 4个月后，她总共为电话和月租
费支付了320美元。 
问题：  
    1.她的手机多少钱？  
    2. 6个月后她将支付多少钱 
解决本节： 
    1.编写并使用斜率截距方程，其中均为数字 m 和 b。 （y = mx + b） 
    2.展示数学功以证明并核对两个答案。 

2. 手机（第2部分） 材料： 铅笔，纸，笔直的边缘。方格纸可能会有所帮助。 

 与部分相同的场景和问题。  
第要解决本节： 
    11.创建一个输入输出表，显示该问题的所有重要信息，包括两个  
         答案。  
    2.制作图表。确保标记您的x和y轴。  

3. 勾股定理 材料： 铅笔，纸，直边，计算器  
（方格纸可能会有帮助，但不是必需的。） 

 场景： 您想在院子周围放一个围栏。有2家公司为您提供了该工作的报价。你院子的边界由5棵树决定。 5棵树
的位置是相对于您的房屋的： 

树1是东100英尺，树2是东40英尺，南80英尺，树3是西40英尺，南120英尺 
树4是西90英尺，北60英尺，树5是东20英尺和北110英尺。 

您的任务： 
1.绘制并标记此方案的图表。使用直尺！ 
2.使用勾股定理（a 2 + b 2 = c2 ）找出属性每一侧的距离。四舍五入  
    如有必要，将每个答案到最接近的百分之一。 
3.确定财产的总面积。 
4.确定两家公司的围栏成本： 
           -A公司表示，建造围栏每英尺收费12美元。 
           -B公司说，他们将对栅栏的前100英尺收取250美元，然后每收取15美元  
             增加1英尺。 
 

 可以哪些家庭 
您与讨论您的学生：您 
● 如何确定哪些手机功能很重要？您的家人如何确定要使用哪个手机运营商？ 
● 一起测量房屋和附近的距离，并测试勾股定理。例如，测量出两个成直角的距离（大写L）。使用a 2 + 

b 2 = c2  来预测这些点之间的对角线距离（以封闭三角形），然后也对其进行测量。  



对于数学学习活动 
 8级  

 
线性方程可以被显示，并通过表格，图形解决，并且等式 （=mx + b中Y ，其中 Y 是总 ，m 是变化率 
，x  被加到的倍量的变化率-通常是时间， b 是起始值。）  
 

活动 

1.  节省购买（第1部分）资料：铅笔和纸  

 保姆：  D'Aysia一直为她的姨妈保姆，并节省了$ 26（b）。她的时薪（为$ 6 m）。她想购买一部手机，需要
预付定金$ 90（y ）。多少小时（x 她必须工作）才能赚到足够的首付款？使用 表格 和 方程式 进行求解。该
等式为y = 6x + 26  

2.  节省购买 （第2部分）材质：铅笔和纸  

   成本手机每月将花费$ 46。 D'Aysia每个月必须照看多少小时才能支付  
  每月帐单？编写一个 方程式 并 创建一个表格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每个月从0美元开始） 

3.  储蓄购买 （第3部分）材料：铅笔和纸  

    D'Aysia的双胞胎兄弟Andre没有钱，但想存钱购买二手X-box。他了解到自己 
   可以成为合格的保姆，并且比D'Aysia挣更多的钱。他必须向借19美元  
   母亲才能参加认证课程，但每小时可以为邻居保姆赚9美元。  
   如果X-box的价格为100美元，那么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还清母亲的钱，并有足够的钱购买  
   X-box？ 解决 一个 方程 和 表格。 （您的方程式的起始值将为负（-）。）  

4.  储蓄购买（第4部分）材质：铅笔和纸  

 
 

安德烈开始时的钱比达伊西亚少，实际上，他欠妈妈的钱还不到他的妈妈，甚至还没有 
开始保姆。 。但是，一旦开始保姆，他的收入就会比姐姐快。  
如果D'Aysia以26美元开始，而Andre'以-19美元开始。他们俩将照看多少小时才能拥有  
相同的金额？他们俩都会有多少钱？  

5.  储蓄购买 （第5部分）资料：铅笔和纸  

 与您的父母或家人谈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可以通过获得额外的证书或责任来加薪。通过获得认证或增加
职责，他们每小时可以赚多少钱？一个人要获得该认证或加紧工作必须做什么？他们每小时能赚多少钱？每个
星期？每月？  
您能写一个方程式来表示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从事的学生工作进行讨论。员工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获得额外的认证或晋升才能获得加薪。这些加薪
将在一周，一个月，一年中增加多少？赚这些值得吗？ 



 
 
 

科学 



学习活动科学 
 八年级  

 
学生将了解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并认识到物质如何发生化学或物理变化。 
 

活动 

1. 物理VS物的化学性质 材料：纸和笔 

 提醒：  物理性质 是可以观察到的或测量的特性 不 改变所述物质;例如颜色，熔点或电导率。 化学性质  是仅当
物质的原子时才能观察或测量的特性 重新排列 在化学变化过程中。例如：易燃性，腐蚀性或毒性。  
 
 活动：  在您忙碌的一天中，请注意您使用的所有内容以及 为什么 要使用它。换句话说，您使用某些对象是因
为它们的属性（由它们制成的材料）。在一张纸上打三列；第一栏应阅读 对象，第二栏应阅读 其制成的材料 
的，如果材料是的例子，你应该决定最后一列 化学 或 物理 性质。这里有一些例子：当你煎鸡蛋你用金属制成
的锅，因为它的导热性良好，具有高熔点点。您永远不要使用塑料锅，因为它的熔点低并且非常易燃。当您坐
在沙发上时，它具有某些使其舒适和稳定的材料（用于缓冲的棉，用于结构/支撑的木材，如果洒了东西，也许
在外面的皮革也可以起到保护和防水的作用。这些简单的属性使舒适和有效榻。  
 

2. 物理和化学变化 材料：食品和家庭 

 提醒 物理变化 是一种类型的， 变化 ：A其中物质的形式而变化，但一种物质不转化为另一尺寸或物质的形状
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发生化学反应。 物理变化 通常是可逆的； 化学变化 （化学 反应）是指 将 一种材料
转变为其他具有不同特性的新材料，并形成一种或新的物质。 化学变化， 因为形成了无法还原的新物质（例
如二氧化碳）  
 
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请在家计划一顿饭并帮助准备和烹饪它。敲响，请注意的任何 物理变化 这种切割食物
发生。切片，质量变化，形状变化，煮沸，融化等）。然后，在烹饪时注意任何 化学变化，  例如褐变，燃烧
（！），产生的气泡等。与家人一起享用食物。 
 

3. 元素周期表 物料：家居用品/铅笔和纸 

 当前有118种元素。有些非常常见（氧气和氢气），而另一些则极为罕见（stat和Franc）。   
 
活动：    当您拿起那袋薯片，发胶，一盒指甲，洗发水，化妆品，衬衫等时，请阅读附在其上的标签。您是否
认识到今年学到的任何内容？保留清单几天。如果您可以使用计算机，请查找发现的某些元素（或化合物），
以查看它们的其他用途或发现的时间/地点。 
 
 
 
 

4. 创建元素 材料：铅笔和纸 
 

 作为一个家庭或您自己装作发现了一个新元素。有一个爆炸。您的新元素需要一个名称（通常以-ium结尾）和
一个发现位置。列出其一些物理和化学特性...也从中获得一些乐趣.....使它们中的一些像“科幻小说”，就像能够
赋予某人超强的能力或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数学问题。如果有时间，请保存此想法以与您的老师分享。同样，
这里的要点是创建一个不存在的元素，并且具有化学和物理性质的列表。请享用。 
 

5. 密度检查实验 材料：玻璃罐或杯子，植物或向日葵油，水，食用色素，
洗碗皂，蜂蜜，玉米糖浆，乐高，硬币或其他小物件。 



（仅安全材料） 

 提示：  密度 是指特定空间中有多少质量。想象一下一个装满袜子的抽屉。它具有一定的密度。如果取出袜子
，则抽屉的密度会改变。这是因为袜子的质量发生了变化，但抽屉的体积却保持不变。 
 
活动：  将每种液体缓慢倒入一定角度，然后尝试形成不同的材料层。然后添加您的固体（乐高，塑料玩具，
硬币等）。与其他SAFE液体和固体进行实验。  
 
请记住，每种液体都有不同质量的分子或被不同数量的零件 压挤 到相同体积液体中的，这使它们具有不同的
密度，因此一个可以位于另一个之上–液体越重，则越重它是。 

而且，物体和液体漂浮在较高密度的液体上，并通过较低密度的液体下沉。乐高积木从油中下沉，但漂浮在水
上，硬币则从两者中下沉。因此，硬币比油和水都稠密。 

享受并安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孩子一起尝试一些活动。讨论他们的发现。 



科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学生的将复习物质如何改变物质状态。希望学生能够解释添加或除去热能时粒子运动，温度和纯物质状
态如何变化。  
 

活动 

1. 物质的国家复习概念  材料： 纸和铅笔  

 ● 有什么事情的3个主要的国家？画出每种状态下日常物质的图表示例。包括该物质中发生的粒子运动的
放大图。确保包含粒子行为的描述。 

 
● 什么是热能？如何测量热能？ 

 
● 解释物质的三种主要状态如何利用热能发生变化。 （熔化，冷冻，汽化，冷凝） 

2. 迷你实验室的物质状态    材料： 炉子，锅，冰，纸和铅笔 （可选用烹饪温度
计） 

  用冰块装满一个小锅，放在炉子上。 
● 描述冰块处于什么状态。解释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情。  
●  如果您有温度计，请记录温度。 
●  绘制一个冰块的图像。包括当前正在发生的粒子运动的放大图像。 

 
接下来，把火炉调高。观察冰块发生了什么。一旦冰块完全融化……请 

● 描述冰块当前处于什么状态。解释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您有温度计，请记录温度。 
● 绘制冰的当前图像。包括当前正在发生的粒子运动的放大图像。 

 
最后，让冰继续融化并注视其开始沸腾。您在融化的冰之上看到任何东西吗？  

● 描述冰之上正在形成的物质状态。解释在分子水平上发生的事情。 
● 如果您有温度计，请记录温度。 
● 画出您所看到的图像。包括当前正在发生的粒子运动的放大图像。 

3. 水循环漫画 材料： 纸，铅笔和彩色铅笔  

 水循环是水流经不同物质状态的日常示例。绘制一个穿越水循环不同阶段的分子漫画。  
确保使用以下术语： 

● 固体，液体，气体 
● 冻结，蒸发，冷凝，熔化 
● 温度，能量，颗粒 

 
如果您需要帮助以了解此过程中发生的情况。用半英寸的水和食用色素填充一加仑的拉链锁袋。将袋子和胶带
密封在能吸收大量阳光的窗户上。观察水流到哪里，并根据这种体验创建漫画。  
 

4. 应用科学概念的 材料：纸和铅笔 

 在春季，温度下降到接近冰点时，佛罗里达州柑桔农户仔细观察果实。当温度降至0°C以下时，橙子细胞中的
液体会冻结并膨胀。这会导致细胞破裂，使橘子变粘，庄稼无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农民在温度达到0°C之
前就用水洒了桔子。用水喷橙如何保护它们？ 

● 描述0°C下的水会怎样？ 
● 水冻结时会发生什么状态变化和什么能量变化？ 
● 说明在温度达到0°C之前立即用水喷洒橘子将如何保护橘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做 
 

● 家庭实验：在2升的瓶子中装满¾充满的小块填充纸。使用吹风机将热空气吹入瓶子中，以使纸
张四处移动。通过向您的家人展示在每种物质状态下发生的事情以及粒子的行为，来表明您对三
种物质状态的理解。  

 
● 与家人分享漫画。看看是否不能一起创建另一个故事。尝试变得有趣和愚蠢。  

 



科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八年级学生应该能够开发和使用模型，提出问题，分析和交流数据，计划和进行
调查。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在这些领域保持技能。 
 

活动 

1. 科学素养 材料：访问书籍，播客，报纸或电视 

 阅读科学书籍，收听科学播客，阅读科学文章或观看有关科学的新闻报道。与家人讨论您学到了什么。解释新
信息如何与您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相关。  
 

2. 咨询模型制作  材料：因项目而异，但应在家中找到物品。  

 1. 检查现象（可以是问题的形式） 
2. 提出问题（我想知道陈述） 
3. 制定假设 
4. 设计调查并传达您的发现结果 
5. 问的问题： 

a. 从实验中收集了什么数据？ 
b. 数据是如何组织的（在表格或图形中）？ 
c. 它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d. 数据的因果关系清楚吗？ 
e. 我是否有一个模型来表示问题（带有标签的插图）？ 

 

3. 科学日记 材料：纸和铅笔 

 查找您想学习的户外特定地点。这可以是院子的1英尺乘1英尺的小部分，也可以是阳台，花园等处的特定树木
的风景。绘制您所在区域的科学模型。每次访问时，每3-4天重新访问一次，以绘制新模型。记录下您看到的
任何变化，并为所观察到的内容写“我想知道”声明。  
 

4. 月球日志 材料：纸和铅笔  

 在您的房屋或院子中找到一个可以观测月球的站点。每晚在同一时间前往同一地点。画出您所看到的图像并记
录日期。尝试使月球日记走得足够长，以查看月球的所有阶段。尝试预测在有云的日子里月亮的样子。  
 

5. 日常工程 材料：在房屋周围发现的随机材料 

  选择以下三个工程任务之一。根据您家附近的物品创建解决方案。  
1. 建立一些东西，以防止冰块融化。测试以查看设备的运行状况。您如何更改它以使其更好？  
2. 使用房屋周围的物品，在短距离（例如，在碗的顶部或在沙发和咖啡桌之间）架起桥梁。测试一下您的
桥可以容纳多少便士或书籍。您如何使它变得更好？  

3. 用Rube Goldberg机器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敲响门铃，关门，启动烤面包机等），并使用在家中发现
的物品，并使其尽可能精致。  

 家庭可以做什么可以 
 
1.设计一个自行行走的纸马。 
2.建立自己的永动机（阿尔菲，酒鸟和牛顿的摇篮就是近永动机的例子）。 
3.列出您有机会会问科学家的问题清单。  
4.制作自己的酸面团面包。测试不同的食谱以制作自己的面包。  



科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下一代科学标准规定，八年级学生应该能够开发和使用模型，提出问题，分析和交流数据，计划和进行
调查。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在这些领域保持技能。 
 

活动 

1. 科学素养 材料：访问书籍，播客，报纸或电视 

 查找您感兴趣的书籍，播客，视频或文章（化妆教程，游戏，烹饪，绘画，运动，音乐等）。与家人讨论该主
题与科学的关系。例如：如果您的主题是滑板运动，那么要制作滑板或像托尼·霍克（Tony Hawk）一样骑行，
您需要了解或理解哪些科学领域？  
 

2. 日常工程 材料：在房屋周围发现的随机材料 

 选择以下三个工程任务之一。根据您家附近的物品创建解决方案。  
1. 建 最高的塔。塔架应能够独立站立而不会掉落。  
2. 创建一条可以漂浮并容纳硬币等小物件的船。看看您的船能承受多少而不会下沉。你的船防水吗？您如
何改善自己的船？  

3. 建 一些东西，将纸球吹向空中。你能把纸球穿过房间吗？您如何改善行进距离？  
 

3. 与自然连接 材料：纸，铅笔，相机，切出浅蓝色的图像 

 1. 选择一个自然区域，以在家中或院子附近参观。  
2. 随身携带Flat Blue和您的物料。  
3. 在目的地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也许您可以将Flat 

Blue带到您自去年以来发现变化的地方。流是快
流动还是缓慢流动？树上有芽了吗？你看到了
什么动物？动物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4. 仔细观察所有内容。写出您看到，听到甚至闻到
的气味。  

5. 可选浅蓝色： 拍张的照片，显示您的目的地。 
6. 回到家中，将您的观察结果写成关于Flat Blue冒
险的故事。  

 

4. 空气阻力 材料：在您的房屋，纸张和铅笔周围发现随机物体 

 什么导致空气阻力？从相同高度放下物体时，质量并不重要。 
1.收集多个对象并将其分别放下。请注意，并非所有下降 度都相同。  
2.找到下落最慢的物体，并询问为什么它们下落慢得多。  
3.找到最坚固的物体后，列出物品的特性并找出影响空气阻力的因素。  
4.写下您的因素清单并用完整的句子解释。 
 

5. 科学日记 材料：纸和铅笔 

 查找您想学习的户外特定地点。这可以是院子的1英尺乘1英尺的小部分，也可以是阳台，花园等处的特定树木
的风景。绘制您所在区域的科学模型。每次访问时，每3-4天重新访问一次，以绘制新模型。记录下您看到的
任何变化，并为所观察到的内容写“我想知道”声明。  



 

 家庭可以做 
 

● 什么在家里找到需要修理的东西（一扇不能锁住的门，一扇不能关闭的窗户，开罐器坏了等
等），讨论如何固定物体。尽可能将对象固定在一起！  

● 与您的家人讨论他们在学校或工作中的科学经验。分享这些经验如何帮助您度过生活。  



科学学习活动 
 八年级  

 
科学需要不断解决问题和发挥创造力。这些活动将帮助学生开发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作为
一项重要的工程技能。学生将完成工程任务，包括定义问题，开发可能的解决方案，收集数据和改进设
计。 
 

活动 

1.  
 

搭建桥梁 材料：旧报纸/杂志，旧盒子中的纸板，瓶子或食品容器中的瓶盖或
螺口盖，铝箔，保鲜膜，纸，剪刀，胶带，Play-Doh，牙签，大理
石或乒乓球，积木，乐高积木，橡皮筋，细绳/纱线，气球，空的谷
物盒或冲洗过的食物容器，干净/空的汽水瓶或牛奶纸盒，厕所/纸巾
硬纸板管，塑料用具，纸杯等。 

 在较短的距离上架起一座桥梁，例如跨过碗顶或在沙发和咖啡桌之间。桥不能倒下！跌倒前可以握多少便士，
蜡笔或其他重量？ 
 

2. 汽车 材料：旧报纸/杂志，旧箱子的纸板，瓶或食品容器的瓶盖或螺旋盖
，铝箔，保鲜膜，纸，剪刀，胶带，游戏机，牙签，大理石或乒乓
球乒乓球，块，积木，橡皮筋，细绳/纱线，气球，空谷类食品盒或
漂洗食品容器，清洁/空饮料瓶或牛奶盒，厕所/纸巾纸板管，塑料餐
具，纸杯等 

 建立一些可以像汽车一样滚动。它滚到多远？您是否制作了轮子或使它滚动了其他方式？如何制造它以容纳乘
客或货物？ 
 

3. 过山车 材料：旧报纸/杂志，旧盒子的纸板，瓶或食品容器的瓶盖或螺口盖
，铝箔，保鲜膜，纸，剪刀，胶带，Play-Doh，牙签，大理石或乒
乓球，块，积木，橡皮筋，细绳/纱线，气球，空谷类食品盒或漂洗
食品容器，清洁/空饮料瓶或牛奶盒，厕所/纸巾纸板管，塑料餐具，
纸杯等 

 建立的东西可以将大理石或小球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尝试添加转弯，爬坡或循环！你能做多久？最
好使用哪种材料？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成员之间进行竞争以制造出最好的设备。 
● 介绍学生的发现。 
● 谈论您或家庭成员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以在家中修理某些东西的时间。 
 

 



科学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科学标准将开发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工程技能。学生将完成工程任务，
包括定义问题，开发可能的解决方案，收集数据和改进设计。  
 

活动 

1. 扩音器 材料材料：（使用有效的）卫生纸卷（长和短），蜡纸，纸，各种
尺寸的杯子，漏斗，胶带，尺子，水瓶，剪刀，任何您在家中使用
的东西-发挥创意！ 

 制造 一种可以放大到达我耳朵的声音的设备。它应该增加您可以远离声源的距离。哪些证据（数据）可能表明
您增加了声音传播的距离？ 选项：  撰写说明并绘制图片，或制作视频演示您的设备。 

可选扩展程序： 从iOS App Store或Google Play商店下载一个分贝阅读器以测量您的设备，然后创建一个数据
表来记录您创建的不同设备的声级。 

2. 启动 材料：纸张，选择3种家居材料（硬纸板，食品容器，胶带，积木
等）建设启动 

 建立 一些可以启动的纸球抛向空中。你能把纸球穿过房间吗？家里还有其他人可以设计出与众不同的设计来竞
争吗？  
反映：绘制设计模型并进行解释。如何使设计更好？快点？更强？如果比较设计，这些设计有何相似或不同？ 
 

3. 纸飞机挑战 材料：纸，橡皮筋，回形针和胶带或订书机  

 A. 尝试仅移动手腕（不要移动肘部或肩膀）来扔纸飞机。 
B. 如果只能短距离发射，那么如何使一架纸飞机飞远呢？ 
C. 使用纸，橡皮筋，回形针和胶带或订书机设计飞机发射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有工程挑战之一的家庭竞争。 
● 介绍学生发现的内容 
● 谈论您或家人必须提出解决方案以在家中修理东西的时间 



 
 
 
社会学 



学习社会研究活动 
8年级 

 
ØREGON社会科学的标准包括学生解释地图，研究个人和他们的贡献，以及批判和分析的信息。 
 

活动 

1. 邻里地图 材料： 铅笔，纸，着色/美术用品 

 C绘制一张地图，显示从他们家到学校的路线（或其他重要参考点）。地图应整洁，易于阅读，并包含适当的
地图符号，并带有钥匙和罗盘。让他们知道地标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2. 年度人物  材料：铅笔，纸，着色/美术用品 

 成为著名新闻杂志的记者。选择下一期的“年度人物”。您需要说服老板，您所选择的人应该得到这个头衔。写
一篇简短的文章，解释您的选择。提出索赔并引用支持您选择的证据。设计一个杂志封面，以使用与论文中的
主张或证据对齐的图像或图像来纪念此人。  
 

3. 反思 材料：铅笔，纸或计算机  

 反思上个月我们失学了。您见证了制作过程中的历史。上一次大流行是100年前！针对以下问题写下您的答案
： 

● 您和您的家人如何过正常的生活？  
● 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 您对失学有什么感觉？  
● 您是否遵循社会疏离规则？ 
● 您是否会继续谨慎对待生活中和社交圈子中的社交距离。  
● 您的生活会回到大流行前吗？ 
● 大流行之后，您，您的家人和整个世界的生活都改变了吗？ 
 

至少写一页。  
 

 家庭可以做什么可以 
 

● 通过观看晚间新闻广播，了解学生是否可以使用CNN-10，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新闻
来源，它帮助学生掌握最新动态。 

● 讨论反射分配。  
● 帮助学生在地图上指示方向。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八年级社会研究标准要求学生的视觉信息整合（图表，图形，照片，视频或地图）。这些活动
将帮助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和创建图形和图表。 
 

活动 

1. 水瓶－条形图和？的 材料：纸和铅笔 

 使用以下信息，创建条形图，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每年，人们使用越来越多的塑料水瓶。” 
 
＃1 绘制图表-使用这些数字在空白纸上创建条形图，以显示多年来出售的塑料水瓶的数量如何增加。  1995 = 
40亿个塑料瓶2000 = 130亿个塑料瓶2005 = 240亿个塑料瓶2010 = 350亿个塑料瓶2015 = 500亿个塑料瓶 
 
＃2回答这些问题 1.哪一年销售的塑料水瓶数量最少？ 2.在哪个年份出现了更大的增长：1995年至2000年或
2010年至2015年？  
＃3在1995年至2015年期间，总共售出了多少水瓶？  
＃4为什么您认为2015年购买塑料水瓶的人比1995年多？ 
 

2. 用水条形图和？的 材料：纸和铅笔 

 使用以下信息，创建条形图，然后回答以下问题。 
 
“每天，学校的人们不仅要喝水或洗手，还要以各种方式保持学校的运转用水。学校的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用水
更多。  
 
＃1Graph It 使用这些数字，在空白纸上创建一个条形图，以显示学校每天在不同区域使用水： 在体育馆里= 
230加仑在科学上= 745加仑在烹饪班= 800加仑外面/草= 540加仑在自助餐厅= 825加仑。 
 
＃2回答这些问题  

1.科学中使用的水比健身房多多少？  
2.哪个地区的用水量超过体育馆和室外/草地的总和？  
3.在所有区域中总共使用了多少水？  
4.如果将室外/草地浇水切成两半，可以节省多少加仑水？  
5.为什么您认为烹饪班和自助餐厅用水最多？  
 

3. 活动条形图 材料：铅笔和纸 

 记下您在24小时内所做的活动，并将这些数据放入条形图中。 （例如= _____个小时的睡眠时间，_____个小
时的饮食时间，____个小时的家庭作业，____个小时的社交媒体时间，等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去CNN10.com观看10分钟的时事。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社会研究标准要求学生对事件进行排序，或对事件进行排序。 对事件进行排序有助于学生了解
事件之间的联系。要对事件进行排序，请执行以下步骤。 

 
活动 

1. 自由贸易和开放贸易 材料：纸和铅笔 

 阅读以下段落。  
 

自由和开放的贸易 
最后，代表们解决了新国家最重要的问题。纽约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完善了拟议宪法的
措词，并将其组织成7条或主要部分。 1787年9月15日，代表们批准了最终草案。两天后他们签了字。本杰明·富
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观察《宪法》的签署时评论说，在《公约》的乔治·华盛顿椅子上的太阳一定是
朝阳。美国是这个时代的开始而不是结束.55个《公约》代表中有39个（即三分之二以上）签署了该文件。一些
批准最终草案的代表没有签署，因为他们没有出席。签署后，宪法被送交各州批准，成为更多辩论的主题。 
 
现在，将事件按时间顺序写在您自己的纸上。使用关键字：“第一个”，“下一个”，“然后”，“最后一个” 
 

2. 美国日期时间轴 材料：铅笔 和 纸 
 

 用以下日期创建时间轴，然后回答问题。 
 
1803年-路易斯安那州购买-1776年-宣布独立-1787年-宪法签署1861年-内战1773年-波士顿茶党1848年-加利福
尼亚淘金热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成为总统 
 
1.时间线上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2.谁先来：波士顿茶会还是内战？ 3.《独立宣言》签署多少年后，内战开始
了？ 4，在加州淘金热发生45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件？ 5，波士顿茶话会88年后发生了什么事件？ 
 

3. 个人周时间表 材料：铅笔和纸 

 为您过去7天的活动创建时间表。这可能包括特定的时间和日期。 
 

4. 个人时间轴 材料：铅笔和纸 

 为您生活中的关键事件创建时间轴。您也可以添加照片或绘图。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阅读时事，研究某人的生活，研究发明等，并为您所学习的关键事件创建时间表。 
● 前往CNN10.com并观看10分钟的时事。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社会研究标准强调了学生能够找到信息，分析多种资源，发现这些资源的优点和缺点的重要
性。这些任务旨在帮助学生通过可用的资源查找信息，处理信息并根据收集的信息提出独特的产品。   
 

活动 

1. 家谱  资料：一张纸和可写的东西（可选：用于装饰家庭成员的着色用品/
照片） 

 列出您的家庭成员。从你自己开始，画出你的所有家庭成员与你的关系。与家人联系，以了解是否有人错过或
不认识。看看您是否可以找到他们的出生地/时间，或者关于他们的生活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有趣故事。  

2. 历史文献 资料：纸质文件以及在线文档或其他东西， 

 就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您如何看待这种流行病会影响下一年？您认为我们会恢复正常吗？会有什么变化？什
么会保持不变？俄勒冈州会发生重大变化吗？您有什么预测？ 
 

3. 媒体素养 材料：纸和一些与在线文档一起写的东西  

 查找有关COVID-19的新闻。它可以来自报纸，在线资源，电视，广播或您周围的任何其他媒体。写下以下信
息。来源是什么？说什么您是否可以发现任何偏见？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偏见？如果不是，您为什么不这样认
为呢？ 
 

4. 历史文献 资料：纸和与在线文献一起写的东西 

 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学习历史时，您是否需要一位老师？您如何看待在线学习与您的社会研究课程一起工
作？创建有关在线社会研究学习的利弊列表。不要忘记考虑其他学生，老师和父母的观点！   
 

5. 历史分析 材料：纸和一些与在线文档一起写的东西 

 返回并重新阅读您的第一本历史文档。从那以后有什么改变吗？创建维恩图（重叠的圆圈）或双气泡以比较和
对比本周和上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学生找到新闻来源。与他们讨论他们正在阅读/观看/聆听的内容。  
● 协助他们的家谱！您可能会知道更多的家庭成员以及如何与他们联系。分享您小时候或生前的家
庭故事。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社会研究标准强调了学生能够找到信息，分析多种资源，发现这些资源的优点和缺点的重要
性。这些任务旨在帮助学生通过可用的资源查找信息，处理信息并根据收集的信息提出独特的产品。 
 

活动 

1. 您的时间轴 材料：纸和可写的东西（可选：着色材料） 

 创建您的生活的时间轴！在纸上画一条线（可以是直的，弯曲的，垂直的或水平的）。时间轴上的第一件事应
该是您的出生。从那里开始，添加您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兄弟姐妹的出生/与您最好的朋友见面时/俄勒冈州州
长下达内幕禁令的日期）-可以是任何东西！确保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创意吗？添加一些插图，使您的时间
轴大放异彩！  
 

2. 历史文献  资料：纸和使用OR在线文档编写的东西 

 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您不太可能会忘记。您家周围的一些主要来源将如何显示您
的经历？列出三个主要来源（可以是人工制品，文件，日记，录音，人-基本上是任何人可以用来了解您的经历
的东西）的清单，并说明这一次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媒体素养  材料：纸和在线文档或可写的东西 

 想想您对COVID-19大流行的了解。你知道它如何传播吗？您怎么知道这些信息？你在哪里找到它？您如何确
定它是否正确？  

● 写下至少2-3个用于查找信息的资源。如果是网页，请输入网站名称。如果是电视，请记下节目。如果
是你的家人？询问他们从何处获得信息。  

● 您和/或您的家人信任这些来源是什么？您能 证实 来源吗？ *证实： 证实或支持（陈述，理论或发现） 
 

4. 历史文献 资料：纸或与在线文档一起写的东西 

 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 您认为人们会对这种大流行记忆犹新吗？人们会在5年后说什么？ 10年？您认为教科书
25年后会怎么说？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时间表： 所需材料：纸和一些可写的东西。 
● 创建家人的时间表！它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当您的祖父母见面/您的父母结婚/您被领养/您的兄
弟姐妹出生时。每当您感到家人“开始”。按时间顺序，添加对您的家庭重要或令人难忘的事
件。 （可选：使用学生时间表并以不同的颜色为其添加家庭体验！） 



社会研究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社会研究标准要求学生分析特定问题随时间推移如何在本地，区域和全球层面上表现出
来。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学生在全球大流行中练习社会学习技能。 
 

活动 

1. 通话或视频聊天  资料： 电话或计算机，纸张，铅笔  

 采访 与您来自不同城市，州或国家的人。询问他们在这种全球性健康大流行期间的日常生活如何。他们在做什
么工作和娱乐？他们的生活如何改变？他们面临着挣扎吗？ 
 
创建一个维恩图或双气泡图，告诉您在隔离和COVID-19期间的经历有何不同。 

2. News Connect 材料：电视，电话，计算机或报纸，笔和纸上的新闻来源。 

 阅读或观看有关大流行期间当今生活的新闻片段。简要总结您使用的知识： 
世卫组织？ 
什么？ 
哪里？ 
哪里？ 
为什么这很重要？ 

3. 个人日记  资料： 计算机或纸，笔，铅笔，记号笔 

 您实际上是在见证历史。您可以通过保持每日日记来记录家庭学习与学校学习的不同之处，从而成为自己的主
要资源，重点是： 

您每天在做什么？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学什么？你在哪里学习？你好好学习这样学习有趣吗？你现在的生
活还有什么  

4. 在历史这一天  资料中的：材料  请参阅底部的所附阅读，铅笔，纸 

 写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著名或重要？怎么样？  
这发生在何时何地？ 

5. 大流行还是流行？ 资料：可能的来源：互联网，字典，百科全书，新闻，广播，笔和
纸 

 使用任何可用的来源，找出PANDEMIC和EPIDEMIC的定义。目前，我们正在经历大流行。写一个段落，告诉
他们定义并解释为什么COVID-19大流行。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学生做得好。可以帮助他们进行面试并愿意参加。  
● 观看晚间新闻以帮助协助和讨论 

 
 
 
课外阅读  

 
1865年 4月15日 

林肯总统死 
在上午7点22，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从枪伤模具由所造成的前一天晚上 约翰·威尔
克斯·布斯，一个演员和同盟者。在邦联将军（六天，总统的去世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 在



投降了庞大的军队 Appomattox，有效结束了 美国 内战之后的。 

布斯尽管在战国同盟者的同情下仍留在北部战争中，但最初密谋要占领林肯总统，并把他带到同
盟国首都里士满。然而，在1865年3月20日，即计划绑架的那天，总统未能出现在布斯和他的六
名同谋同伴待命的地方。两周后，里士满沦为联盟军。 4月，随着南方盟军的溃散，南斯·布斯
（Booth Booth）制定了一项绝望的计划，以挽救南方联盟。 

得知林肯要参加劳拉·基恩（Laura Keene）的著名表演时 美国表亲》 4月14日在福特剧院（
Ford's Theatre）举行的《上，布斯策划了林肯，副总统（暗杀行动 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和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的。通过谋杀总统和他的两个可能的继
任者，布斯和他的阴谋者希望使美国政府陷入瘫痪的混乱状态。 

4月14日晚上，阴谋家刘易斯·鲍威尔（Lewis T. Powell）闯入苏厄德国务卿的住所，重伤了他和
另外三人，而分配给约翰逊副总统的乔治·A·阿泽泽特（George A. Atzerodt）失去了信心，逃离
了家。同时，仅在晚上10点之后，布斯就没有被注意进入林肯的私人盒子，并用一枚子弹击中
了总统。 Booth冲向冲向他的一名军官，跳上舞台大喊“ Sic semper暴君！ [因此总是对暴君]-南
方报仇了！尽管布斯从林肯的盒子里跳下来摔断了左腿，但他成功逃脱了 华盛顿。 

总统身受重伤，被送往福特剧院对面的廉价旅馆。第二天早晨黎明后一个小时，亚伯拉罕·林肯
去世，成为首位被暗杀的总统。他的遗体被带到 白宫，在那里放置到4月18日，此后被带到圆形
大厅的国会大厦，在大瀑布上保持原状。 4月21日，林肯的遗体被带到火车站，并登上一列火车
，将其运送到斯普林菲尔德， 伊利诺伊州他的成为总统之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沿着火车的铁
路路线排成一列，并在火车北上的庄严行进过程中向堕落的领导人致以敬意。林肯于1865年5月
4日被埋葬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橡树岭公墓。 

军队和特勤部队追赶的布斯，最终在鲍灵格林附近的一个谷仓里被拐弯 弗吉尼亚州，并在谷仓
被烧毁时死于可能自伤的子弹伤。最终被控共谋的另外八人中，有四人被绞死，四人被判入狱。 

 



 
 
 

健康 



健康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标准： 学生将表现出进行增强健康行为，避免或减少健康风险的能力。 
 

活动 

1. 食物日记    材料：纸和铅笔  

 写下所有食物和 您一周消费的饮料。 确保包括： 一天中的时间， 数量， 食物组 可以用任何格式写出来，不需要适合特
定的用餐类别（早餐，午餐，晚餐）。如果这样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跟踪，则可以随意使用此公式，但是的 一天中时间 也
同样适用。 例如：7:00 am-1杯茶，1块全麦吐司和杏仁黄油（等） 

。

2. 比较和对比2种不同的传染病        材料：铅笔和纸；研究用计算机（可选） 

 考虑两种可传播（可以传播）的疾病，并进行比较。写下以下部分进行比较：它们如何传播？有症状吗疫苗？治疗？高危
人群？预防？  
例如：普通感冒与流感（可以做多种治疗！） 

3. 睡眠日志-记录  并分析一周的睡眠习惯           材料：纸和铅笔 

                                  第1天2 3 4 5 6 7天  
您醒来的        

时间睡觉的时间         

问题1-您对睡眠习惯有什么看法？  
问题2-您是否感到睡眠充足？ （建议中学生每晚睡眠9-11个小时）醒来后您是否感到休息好？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4. 管理情绪和情感 材料：纸和笔/笔 

 列出您在放学后这段长时间内一直在经历的所有感觉和情感。 （正面和负面）在本文的另一面，列出可以用来管理这些
感觉/情绪的所有不同方式。例如：悲伤，困惑，担心，兴奋（感觉/情绪） 
去散步，看书，听音乐，打扫房间（管理方式） 

5. 同伴压力面试     材料：纸和铅笔以及一个成年人来面试 

 采访您家庭中的成年人，了解他们青少年时期可能遇到的同伴压力挑战。  
问题：1  .您能想到一个应对同伴压力的时候吗？在青少年时期？作为成年人？ 2 。青少年在一天中被迫要做哪些事情？成
年人被迫做什么事情？ 3. 您认为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4. 您能想到几种说“不！”的方法吗？ 5 。当面对同伴的压力时
，您希望我做什么？ 

 家庭可以做些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在用餐时参与决策。与他们讨论他们的选择。互相提醒吃水果和蔬菜的重要性！ （新鲜，
冷冻，罐头） 

● 让您的孩子在厨房做饭。也许他们每天都有饭，他们要自己创造所有东西！  
● 与您的孩子谈论他们的睡眠习惯。他们注意到了什么？他们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可以大家共同尝试以改
善睡眠质量的常规方法？ 

● 与您的孩子就疾病预防进行对话。这是每个人现在都想到的话题。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来预防任何
疾病的传播？我们一家人可以做什么？作为社区，我们能做什么？  



健康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标准的： 学生将表现出进行增强健康行为，避免或减少健康风险的能力。 
 

活动 

1. 屏幕时间记录  材料：纸和笔或笔 

 您是否知道在设备或屏幕上花费了多少时间？您是否考虑过之后的感受？这项活动是为了帮助您分析屏幕时间
和日志，了解它可能如何影响您的感觉和思考方式。例如：4/3：6:30 pm看了30分钟的电视-2点后感到疲倦 

。 家庭特征 材料：纸和笔或笔 

 到底是什么让您呢？与家人（父母，监护人，祖父母等）进行谈话，讨论家庭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示例：蓝眼
睛，癌症，身高，独特能力。 
写2-3段关于您的家庭特征的段落。 

3. 食物日记比较 材料：纸和笔或笔 

 写下所有食物和 您一周消费的饮料。 确保包括： 时间， 数量， 食物种类  
本周与上周相比如何？在两周的食品期刊上写下两段反思，包括：您注意到了什么？有图案吗？这项活动困难
还是容易？为什么？  

4. 
烟草/蒸气或酒精后果 材料的：纸和笔或笔 

 列出以下类别-身体，情感，社会，法律和财务。对于每个类别，列出使用烟草/烟熏或酒精可能产生的所有后
果，然后写一段关于如何防止使用这些物质的段落。  

5. 媒体中的欺凌行为：  材质：纸和笔或钢笔 

 想想或看电影（社交媒体也可以工作），其中有欺负行为的例子。  
社交媒体/电影中显示的欺凌角色：欺负，目标，协助人员，强化人员，旁观者，防御者。  
您认为本来可以做些什么？请写两段。说明您如何看待不同的角色。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与您的孩子谈论每个人的放映时间。甚至可以和您的孩子一起做这项活动，并分析自己的屏幕时
间使用情况！ 

● 参加与您的孩子有关家庭血统的对话。通常，这些对话已经开始，但这是您与学生建立联系并帮
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机会。 

● 鼓励您的孩子做饭。如果可能，请他们负责为家庭计划和准备饭菜。  
 



健康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标准帮助学生学习识别个人压力源，并确定减少这些压力源的策略。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
孩子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 
  

活动 

1. 感恩日记 材料：铅笔和纸 

 列出您要感谢的5件事。这可以包括物品，宠物，人，概念或您感激的任何事物。例如：最喜欢的衣服，您的
狗，一本好书或一个故事，支持的人，了解朋友，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等。如果您想更多的事情，请全天添加
到此列表中。  
 

2. 专注的聚焦 材料：房屋内外的安静空间。 

 找到一个安静舒适地坐着的地方。选择一种感觉来专注。如果专注于深呼吸很舒服，那就这样做。如果您愿意
，可以专注于腿和身体在地面或椅子上的压力。用适合您的方式呼吸。静静地坐五分钟，观察这些感觉。 
 

3. 压力管理头脑风暴 材料：铅笔和纸 

 写上您可以在感到压力时可以帮助自己的事情的清单。例子包括散步，阅读或听取使您发笑的东西，记录挫折
感，锻炼或参加运动，与朋友或家人玩有趣的游戏，确保充足的睡眠，做一顿健康的饭菜，听音乐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可能的话，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建立结构和例程。共同制定工作日和周末的时间表，以适合您家人
当前的工作和生活需求。 

● 将感谢日记作为家庭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将其添加到一天的开始，晚餐期间，一天的结束或任何对您和
您的家人最有意义的时间。 

○ 如果您需要一些感谢日记的想法，请在Google上搜索感谢提示。 
● 太阳出来后，花几分钟吸收它。即使只是意味着站在窗户上。 
● 鼓励您的孩子白天锻炼和运动。 
● 煮一顿健康的饭，然后一起享用。 
● 如果可以的话，散步作为一个家庭。 
● 每晚获得充足的睡眠。 
● 每天多喝水。  



健康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标准要求学生分析健康行为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  
 

活动 

1. 信件写作  材料：纸，铅笔，信封和邮票 

 手写给某人的信，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他们。  
给某人写一封信并将其邮寄给他们！打个招呼，谈谈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他们分享积极的信息！  
反映：  
-给别人写一封信而不让他们立即回应感觉如何？您会再次使用这种沟通方式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2. 遇水挑战 材料：纸，铅笔，水和容器 
 

 喝½体重的盎司水，持续一周。  
例如：体重= 120磅，½体重= 60，所以我一周需要每天喝60盎司水。  
反映： 您感觉如何？您可以还是每天继续？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  
 

3. 做一顿饭 材料：纸，铅笔，杂货和各种厨房用品 

 计划，并为您的家庭餐，涉及至少4个不同的食物组。  
反映： 您使用了哪些食物？您使用的食物种类对您的身体有什么作用？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考虑自己的心理和情绪健康。  
○ 尝试与朋友和家人安全地建立联系。 
○ 足够的睡眠。 
○ 多喝水。 
○ 尽量尝试运动。 

● 请经常洗手 
● 如果可以， 



健康学习活动 
 八年级  

 
学生的将展示使用设定目标技能来增强健康的能力。设定目标并采取步骤实现目标，可以增强自我意识
并提高自尊心。  
 

活动 

1. 健康的睡眠 材料：铅笔/纸 

 学生将设定一个目标，使每晚至少睡眠9个小时。通过保留未来两天的日记来评估您现在的位置。注意什么时
候上床睡觉以及什么时候醒来。你休息了吗如果没有，请集思广益哪些可能影响您的睡眠。示例：您是否在深
夜使用手机/计算机？现在，设定您的健康睡眠目标。 
 

2. 技术责任 材料：铅笔/纸 

 学生将设定一个目标，负责任地使用技术。首先，评估您如何使用技术进行互动。示例：即时消息？ 
Snapchat？视频游戏？电子邮件？聊天网站？您发布自己的图片或视频吗？您是否接受来自您不认识的人的社
交邀请？现在，是时候设定您负责任的技术目标了。 
 

3. 减少/防止伤害 材料：铅笔/纸 

 学生将设定目标以减少和防止伤害。伤害的类型可能不同，例如，自行车或滑板的绊倒，摔落或摔落是人身伤
害。伤害也可能是情绪激动的。就像网络欺凌或骚扰一样。用头脑风暴的方法来预防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现
在，设定目标以减少和防止伤害。 
 

4. 练习类 材料：铅笔/纸 

  学生将设定一个练习善良的目标。给喜欢的人写一张卡片/信。具体说明您对它们的欣赏。例如：我感谢我的姐
姐，因为她不加判断就听。要有创造力。您可以使用绘图或插图，甚至可以使用诗歌。 
 

5. 爱自己的 材料：铅笔/纸 

 学生将设定一个目标，以维持和改善自我保健。头脑风暴，在遇到压力时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思想和精神。
想一个新的爱好。例如：用难度更大的难题，单词搜索，填字游戏或数学问题挑战自己。在当下。听你的呼
吸。慢一点。听您喜欢的音乐。现在，兴奋并制定自我保健目标！ 
 

 家庭可以 
 

● 通过积极参与孩子的活动来支持他们。设定自己的目标，以塑造积极的目标设定技能。制定家庭
规则以负责任地使用技术。例如：限制屏幕时间，访问并在电话/计算机上设置安全/隐私设置。 



健康学习活动根据 
 八年级  

 
俄勒冈州健康标准，学生将表现出练习健康行为，避免或减少健康风险的能力。 
 

活动 

1. 提高情绪的 材料：铅笔和纸 

 创建您可以做的事情清单，以快速改善情绪。您使用越多的“工具”来缓解压力或改善心情，效果越好。请执行
以下活动：深呼吸（4秒内呼吸，保持7秒，呼出8秒），锻炼，听音乐，观看有趣的视频。运动后给自己的心
情打分：（低）（高） 
 

2. 0-1-2-3-4-5笑！ 材料：铅笔和纸 

 笑声可以帮助缓解压力。完成笑声调查，看看它是否为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幽默。  
1. 谁是您认识的最有趣的人？  
2. 这个人说或做过什么有趣的事？  
3. 发生过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4. 您想讲笑话，听笑话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5. 谁是您最喜欢的喜剧演员？  
6. 你最喜欢的喜剧电影是什么？您为什么觉得这很有趣？  
7. 你有幽默感吗？  
8. 当您完成这项调查时，您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吗？ 

 

3. 日程安排  材料：铅笔和纸 

 像这样的时间可能会非常紧张。为了帮助您缓解压力，请制定一个日常计划，在进行社交疏散时可以遵循该计
划。在您的日程安排中增加时间，以进一步管理您的每日计划。 
示例：  每日计划 
                                         早上                     下午                      晚上 
                                         早餐午餐晚餐 
                                         学校活动学校活动学校活动 
                                         空闲时间运动空闲时间 
                                                                           空闲时间睡眠 
 

4. 洗手  材料：肥皂和水槽 

 建议用温肥皂水洗手20秒钟，以帮助阻止细菌传播。在那二十秒钟内唱歌，创作说唱或诗歌，并与家人和朋友
分享。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可以参与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  
● 讨论当您感到压力或焦虑时对您有用的“工具”。 
● 一起活跃！  



 
 
 

音乐 



音乐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音乐标准列出了构成和分析音乐的八年级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创作，注释，听和
分析音乐。 
 

活动 

1. 音乐讲故事 材料：纸，笔/铅笔，音乐选择 

 选择作为您当前主题曲的音乐。这首歌应该代表您现在的生活。在纸上用书面形式解释哪些音乐元素可以帮助
讲述您的故事（节奏，动感，发音，声音或乐器选择等）？你为什么选择这件作品？如果您可以将音乐选择范
围缩小到一个字，那该字是什么？ 
 

2. 知道您的笔记拼写Bee 材料：纸，铅笔，直尺（可选） 

 在一张纸上画一根木棍（5条水平线）。您可以使用标尺使其完全笔直。绘制谱号（高音，低音或中音）。通
过在空格中编写正确的音符名称来识别空格注释的名称。对您的行注释执行相同的操作。现在，使用行和空格
注释撰写单词。例如，画出单词：EGG。用竖线（垂直线）至少写8个单词，以分隔每个单词。  
奖励： 通过在乐器上弹奏或唱歌来演奏您的单词。  
 

3. 构建您自己的乐器 材料：其他 

 用回收或再利用的物品制作乐器。您在房子周围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的东西？为家庭成员演奏您的作品。  
奖励：录制自己并与朋友分享，或者使用新乐器录制节拍，然后唱歌或弹奏另一首乐曲，创建自己独特的二重
奏。 
 

4. 伟大的作曲家 材料：纸，笔/铅笔，直尺（如果制作职员用纸，则为可选件） 

 编写适合学校的说唱/歌曲并为家里的某人演奏。使它变得容易或复杂。您可以只写歌词，可以创作旋律或旋律
与和声，也可以全部创作三首！ 
 

5. 您听到了什么？ 材料：纸，笔/铅笔（可选）到 

 户外或打开窗户，听听声音。您听到的前五件事是什么？您可以写下来，也可以只听。  
BONUS说出： 您能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声音作为作曲/作曲的作曲家吗？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帮助学生找到制作乐器所需的材料。想想豆子，米饭，锅碗瓢盆，水桶，罐子，瓶子等。  
● 鼓励学生通过听他们的作品与您分享他们的作曲/歌曲。 
● 与您的孩子分享您喜欢的歌曲/曲目，并告诉他们为什么您的曲目对您特别。 



音乐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音乐标准列出了构成和分析音乐的八年级优先技能。这些活动将帮助您的孩子创作，注释，听和
分析音乐。 
 

活动 

1. 踩！启发的 材料：任意 

 查找可以用作乐器的现有家用物品。玩。如果有任何家庭成员加入，则可获得加分.  
 

。

2 调音名称 材料的：录音或您的乐器/声音 

 将您可以为家人或朋友弹奏/唱歌的音乐选集放在一起。在人们猜音乐的同时播放/唱歌/选择歌曲。您可以在家
里有1个或更多玩家的情况下进行此操作。分成小组以获得更多竞争性乐趣，并为正确答案授予积分。 
 

3. 乐器ID 资料：录制的歌曲，纸和铅笔/笔（可选） 

 在收音机，您的设备或电视上收听适合学校的歌曲。您在歌曲中听到了什么乐器？这首歌是谁的？  
奖励：通过选择不同流派或音乐时段或不同文化的陌生歌曲来挑战自己。  
 

4. 抒情天才 材料：纸，笔/铅笔，乐器（可选） 

 编写您自己的隔离检疫短歌，并与家人或朋友分享。什么是模仿？模仿是 模仿特定音乐家或歌曲的风格以达到
喜剧效果。基本上，将自己的歌词写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之一上，并尝试使其有趣。 
 

5. 音乐琐事 材料：笔记卡，笔/铅笔 

 制作自己的音乐启发游戏卡，用于音乐琐事游戏。将问题和答案写在卡片上。考虑节奏值，音乐词的定义，音
乐历史问题，作曲家，著名歌曲。与音乐有关。尽可能多地写卡。  
奖励：与家人一起设置游戏。为每个正确答案奖励一个分数，以确定游戏的获胜者。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参与家用物品制作音乐。当另一个成员“演奏”另一种家用乐器时，即使在锅上持续敲打也听起来
很酷。如果您可以在线访问，请结帐 Stomp！ 在YouTube上寻求灵感。 

● 一家人一起玩游戏活动。 
● 聆听模仿歌曲或为模仿歌曲添加歌词。 
● 分享对您家庭的历史和文化有意义的音乐。  



音乐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的音乐标准是创建，分析，比较和完善来自不同文化，流派和时期的音乐技术。这些活动将从
音乐理论练习，创建节奏到分析和反思学生挑选的歌曲中显示的情感，不一而足。 
 

活动 

1. 音乐单词搜索 材料：书写用具和纸张 

 列出所有您知道的音乐术语。使用其中一些术语，创建单词搜索，将其他字母混在一起并在其中隐藏音乐术
语。将其交给同胞解决或将其截屏给朋友以供他们解决。  

2. 节奏数学 资料：书写用具和纸 

 仅使用音乐符号写出15个数学问题。例如：1 + 1 = _____变成  
四分音符+四分音符= ______将其交给家庭成员解决。  

3. 您的音乐 资料：家庭，您的声音  

 大多数文化在某些活动中都有特定的音乐。生日，婚礼，葬礼，宗教仪式等都带有演奏的歌曲。您在这些活动
中使用的歌曲是什么？您和您的家人可以一起演唱这些歌曲，并为您的文化和音乐创作一个小型庆祝活动。 

4. 音乐拼写 材料：书写用具和纸张 

 使用高音，低音或中音谱号的行和空格名称创建单词和句子。您可以写出一个5行的谱表，并在整个行和空格
上放置整个笔记。然后在员工下方写下字母名称。您可以通过写一首诗并将其截图给朋友来使这一步骤更进一
步。 

5. 我的生活原声 材料：绘画用具，书写工具，纸 

 创建你和你的个性歌曲名称列表。制作自己的专辑封面，并在背面列出所有曲目，每首歌一句话，描述它们与
您的关系。有创造力，并真正讲一个故事，讲述您正在使用的标题和创作的艺术品。您甚至可以为家人，同胞
或与您远离社交的朋友创建一个。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创建共同代表您家庭的配乐（请参阅上面的＃5） ， 并共同创建专辑封面。将其张贴在人流密
集的区域，例如您的冰箱，欣赏！ 

● 创建声音列表。例如一个水瓶撞击地面，两个勺子敲打，谷物放在碗里。在发出这些声音时，让
您的竞争对手遮住他们的眼睛。看看他们是否能猜出声音。您可以全家人一次遮住他们的眼睛，
然后第一个猜测的人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您想要真正的挑战，请在猜测中设置时间限制！  

● 使用音乐标题玩木乃伊！创建歌曲列表并将其切成单独的条。将它们放在碗中，轮流挑选它们并
表现出来。 

● 那个音调的名字！您可以与家人在家中进行此操作，也可以通过电话/计算机进行此操作以进行
社交。一个人开始哼唱或唱歌而没有话语。所有其他人都必须猜这首歌，猜出来的第一人胜出！ 



音乐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的音乐标准是创建，分析，比较和完善来自不同文化，流派和时期的音乐技术。这些活动将从
音乐理论练习，创建节奏到分析和反思学生挑选的歌曲中显示的情感，不一而足。  
 

活动 

1. 音乐采访 材料：书写工具和纸质文件 或 晚餐时间的对话 

 问一个年纪大的家庭成员/成人，与您同住的人或可以远距离打电话给您的人，他们在中学时演奏了什么乐器？
他们为什么选择那种乐器？他们有喜欢的演唱会或演唱会吗？如果他们不参加中学音乐，那么他们在您的年龄
时喜欢听哪种音乐？如果他们现在可以学习演奏乐器，他们会选择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 

2. 节奏创作 材料：书写用具和纸张 

 使用四分音符，四分之一休止符，一半便笺，半休止符，整张笔记，整个休止符，八分音符，八分休止符，十
六分音符，十六分休止符，点缀的四分音符，虚线的四分之一休止符，三联，十六分和八分音符组合创建两个
不同的8小节节奏。拍手或敲打节奏练习。然后在面对面表演时为家人或朋友表演。 

3. BINGO-Rhythm Edition 材料：书写工具，纸张和宾果标记的选择 

 列出您所知道的音乐术语。这可以包括四分音符，四分之一休止符，半音符，半休止符，整个音符，整个休止
符，八分音符和八分休止符，音乐符号（例如力度，时间签名， 度，发音标记）。创建一个5 x 5正方形（总
共25正方形）的网格。在每个方块上添加不同的节奏/符号。确保没有中心空间。填满每个正方形后，将每个正
方形复制到单独的卡/小纸上。为了与您的家人一起玩，请让每个家庭成员同时这样做！然后，您可以一起玩音
乐宾果游戏。 

4. 在家乐团的 材料：在家附近的东西，而不是实际的乐器 

 查看您的储藏室，橱柜和壁橱。寻找可以产生声音的材料！示例：未打开的面食盒，空的厕纸管，锅碗瓢盆。
有创 力！您甚至可以在罐子中放入不同数量的干面食以改变声音。您和您的家人可以一起演奏，并像著名乐
队STOMP一样创作音乐！ 

5. 娱乐音乐 资料：电影，电视节目，视频游戏 

 当您观看电影，电视节目或视频游戏时，请听音乐。当发生戏剧性的事情时，音乐如何变化以显示那种情感？
当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音乐的声音如何？您听到什么乐器？乐器会随着情感变化吗？使声音静音，并观看没有
声音的场景。会改变您对现场的感觉吗？与大家一起看这个话题。您甚至可以与朋友一起观看并进行实时聊
天。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中的 
 

● 每个人都挑选自己喜欢的歌曲，并在客厅里进行才艺表演。您甚至可以创建道具，服装和风景！ 
● 创建一个家庭音乐播放列表。您可以有一个庆祝播放列表，一个晚餐背景播放列表，学习时间播
放列表。发挥创 力，一起玩乐！ 



 
 
 

体育 



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立大学体育标准的使学生能够 证明知识和技能，以达到并保持健康的体力活动水平，并帮助他
们认识到体力活动对健康，娱乐，挑战的价值，自我表达和/或社交互动。  
 

活动 

1. 执行此例行程序，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物料：您/一点空间 

 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时应遵循相同的格式。  
1.）  热身-快速步行或慢跑五分钟。 
2.）  停止伸展； 
四边形伸展，手臂在两侧，肘部在两侧，脚踝在两侧，身体倾斜到右侧/左腿伸直，身体倾斜到左侧/右腿伸直
，左右弯曲，靠在脚趾上保持20秒。 

3.）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高膝盖 
b。 跳千斤顶 
c。 右腿刺 
d。 刺左腿 
e。 侧跳 
f。 俯卧撑 
g。 仰卧起坐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4.）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5.）冷却/与预热相同。 

2. 执行此例程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质：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10下蹲 
b。 登山者 
c。 俯卧撑 
d。 仰卧起坐 
e。 左右跳 
f。           Burbures 
g。 登山者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3. 执行此例程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料：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登山者 
b。 下蹲拳 
c。 跳插孔 
d。 越野跳台 
e。 10下蹲 
f。           右腿刺 
g。 左腿 弓步 
小时。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4.
进
行 
以下常规操作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物料：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仰卧起坐 
b。 俯卧撑 
c。 木板 
d。 登山者 
e。 攀岩者 
f。          跳插孔 
g。 奔跑的人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5.
进
行 
此例行程序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料：您/一点空间 

 第5天：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奔跑的人 
b。 纵横交错跳跃 
c。 高膝盖 
d。 登山者 
e。 屁股踢 
f。           仰卧起坐 
g。 俯卧撑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家庭可以 
 

● 与您的孩子一起参与 



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立大学体育标准的使学生能够 证明知识和技能，以达到并保持健康的体力活动水平，并帮助他
们认识到体力活动对健康，娱乐，挑战的价值，自我表达和/或社交互动。  
 

活动 

1. 执行此例行程序，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物料：您/一点空间 

 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时应遵循相同的格式。  
1.）  热身-快速步行或慢跑五分钟。 
2.）  停止伸展； 

四边形伸展，手臂在两侧，肘部在两侧，脚踝在两侧，身体倾斜到右侧/左腿伸直，身体倾斜到左侧/右腿
伸直，左右弯曲，靠在脚趾上保持20秒。 

3.）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奔跑的人 
b。 纵横交错跳跃 
c。 高膝盖 
d。 登山者 
e。 屁股踢 
f。           仰卧起坐 
g。 俯卧撑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4.）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5.）冷却/与预热相同。 

2. 执行此例程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质：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仰卧起坐 
b。 俯卧撑 
c。 木板 
d。 登山者 
e。 攀岩者 
f。           跳插孔 
g。 奔跑的人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3. 执行此例程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料：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登山者 
b。 下蹲拳 
c。 跳插孔 
d。 越野跳台 
e。 10下蹲 
f。           R.腿弓步 
g。 L.腿弓步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降温/与热身相同 



4.
进
行 
此例行程序，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质：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热身和伸展相同 活动＃1中的。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仰卧起坐 
b。 俯卧撑 
c。 木板 
d。 登山者 
e。 攀岩者 
f。           跳插孔 
g。 奔跑的人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5.
进
行 
此例程以增加20分钟的心率。 材料：您/一点空间 

 活动-与活动＃1相同的热身和伸展运动。 
1.）  进行下面的每项活动30秒钟，然后休息30秒钟。 

一个。 奔跑的人 
b。 纵横交错跳跃 
c。 高膝盖 
d。 登山者 
e。 屁股踢 
f。           仰卧起坐 
g。 俯卧撑 
h。 墙坐 
我。 休息两分钟，然后重复一次。  

2.）  添加您可以与家人进行的任何活动。  
 3.）冷却/与预热相同。 

 家庭可以 
 

● 与您的孩子一起参与。 



体育学习活动 
 八年级  

 
以下是我们在家里准备好的一些事情，以保持您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减轻压力。在这样的时间进行体育锻
炼有很多好处。  
 

活动 

1.
5 健身的组分 材料： 无 

 选择一个活动每个健身和完整的5个组件。 
一个。 肌肉力量 （使肌肉具有抵抗力）：俯卧撑，举重 
b。 肌肉耐力 （想想可以做很多事情）：下蹲，弓步，登山者，仰卧起坐等 
。 心血管耐力 （长时间保持心跳加快） 
d。 柔韧性 （伸展肌肉群，瑜伽） 
e。 身体成分身体 （切掉糖/苏打水，吃得更健康，锻炼）。这着眼于体内脂肪和肌肉的关系。  
 

2
。   仰卧起坐/推升金字塔 材料： 无 

 开始做各1份，然后每2，那么你的方式进步到10.如果是太容易了，你的工作方式回落到1. 
 

3. 健身日志  材料： 纸和铅笔 

 记录您在一两个星期内将进行的所有活动的健身记录（任何会增加心率的活动）。记下您喜欢和不喜
欢的东西，然后尝试从未尝试过的新事物。  
 

 
 
**可以从您的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在线访问许多健身视频。观看健身视频或搜索瑜伽锻炼，然后做视频。如
果您可以访问Internet或移动计划中有足够的数据，那么这些都是保持活动状态的好方法。他们也让孩子
锻炼！！！ 
 

   

 家庭可以做些 
 

● 鼓励参与参加  
● 的活动当您可以时候，与您的学生一起活动 
● 玩得开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体育学习活动 
 八年级  

 
以下是我们在家里准备好的一些事情，以保持您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减轻压力。在这样的时间进行体育锻
炼有很多好处。  
 

第2周的 活动 

1. 体育 材料：  无 

 20分钟的体育锻炼技巧或告诉家人您在课堂上玩过的最喜欢的游戏之一的规则，以及为什么它是您最喜欢的游
戏。 
 

2. 户外活动 材料：  都不会 

 20分钟或更长时间走路/慢跑或骑自行车，踏板车，滑板……。带上家人或宠物。  

3. Spell-It健身 材料：  纸和铅笔/笔 

 将锻炼内容分配给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一个例子是：A = 10跳高起重器B = 10仰卧起坐C = 5仰卧起坐D = 10
下蹲，依此类推。用健身活动和相应的字母说出每个家庭成员的名字。需要纸笔或铅笔写下每个字母的活动。  
 

  
**可以从您的计算机或智能手机在线访问许多健身视频。观看健身视频或搜索瑜伽锻炼，然后做视频。如果您
可以访问Internet或移动计划中有足够的数据，那么这些都是保持活动状态的好方法。他们也让孩子锻炼！！！ 

   

 家庭可以做些 
 

● 鼓励参与参加  
● 的活动当您可以时候，与您的学生一起活动 
● 玩得开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PE学生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在这段时间保持身体活跃有助于减轻压力，并使身心保持健康。鼓励学生保持身体健康，锻炼压力源，
并参加有趣的动手活动。  
 

活动 

1. 骰子滚动 材料：骰子，足够的锻炼空间 

 这将是10分钟的锻炼。如果滚：1 = 20个扭转，2 = 5个Burpees，3 = 10个跳转下蹲，4  
= 10名向上唐氏（移动从高到木板板低的位置），5 = 20个跳跃运动，6 = 10腿引发 
 

2. 抓斗袋健身 材料：纸，铅笔，剪刀，2个碗或2个帽子 

 在一张纸上写下以下内容：俯卧撑，仰卧起坐，小腿抬高，登山者，跳绳，宽俯卧撑，下蹲，筋膜。 
然后在同一张纸上写下以下数字两次：5、10、15、20。将练习放在碗或帽子中，再将数字放在另一个中。从
每个碗中抽出一张纸而不看。  
例如：您绘制俯卧撑，而＃10…则绘制10个俯卧撑。继续直到所有纸都画完为止。然后重复并第二次！ 
 

3. 10种的力量 材料：锻炼足够的空间， 

 每项运动做10次。侧刺，V型上升，星跳，单腿小腿抬高，蠕虫/步行俯卧撑，膝盖到胸部跳高（这是在空中跳
跃时将膝盖伸到胸部）。重复。 
 
 

4. 创建自己的锻炼 材料：足够的锻炼空间 

 创建自己的锻炼，持续15分钟。从以上课程中选择不同的锻炼和伸展运动（如有必要，包括第一周），并提出
自己的锻炼计划。确保选择每个练习要重复多少次。要具体一点并使其有趣！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愿意，可以和您的孩子一起参加锻炼！ 
● 向您的孩子询问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何使他们受益。 
● 向他们询问典型的体育课在学校是什么样的。 

 



PE学生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在这段时间保持身体活跃有助于减轻压力，并使身心保持健康。鼓励学生保持身体健康，锻炼压力源，
并参加有趣的动手活动。  
 

活动 

1. 15分钟的锻炼AMRAP 材料：计时器，纸和铅笔，还有足够的锻炼空间 

 15下蹲，15个俯卧撑，15个全仰卧起坐，15个粗麻布，休息30秒，然后重复。 15分钟内可以完成几条电路？
进行全部4次练习等于一圈。记录结果。 
 

2. 倦怠 材料：计时器，纸和铅笔以及足够的锻炼空间 

 为每次运动设置一个两分钟的时钟。俯卧撑两分钟，抬腿两分钟，弓步两分钟，木板两分钟。两分钟内您可以
做几个？记录结果。 
 

3. 让您的心脏动起来 材料：足够的锻炼空间，可以跳过的东西，计时器 

 50个跳千斤顶，40个跳线，30个登山者，20个肩拍，10个Burpees。这样做两次。 
对于线条跳跃，请选择一个平坦的物体，您可以在地板上跳跃并用作标记。完成后，请记录 心律。获取一个计
时器（智能手机，墙上的时钟），并持续60秒。您的目标区域是每分钟140-180次。 
 

4. 您的选择！ 材料： 足够的锻炼空间 

 选择5种不同的练习。每个动作至少十次，然后重复。确保  
至少有一个对准您的上半身，腿和腹肌。  

 

 什么家庭可以 
 

● 如果您愿意，加入您的孩子参加锻炼！ 
● 向您的孩子询问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何使他们受益。 
● 向他们询问典型的体育课在学校是什么样的。 



 
 
 

健康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鼓励学生通过努力改善自身表现来表现自我责任感。作为选修课，我们将以多种方式努力做到
这一点。  

活动 

1 步行/慢跑日记 材料： 纸和铅笔  

 学生应尝试到户外走走或跑步，每天至少30分钟。学生应在纸上记录他们走路/慢跑多长时间。 

Date Walk / Jog Minutes  

   

 

2 简易早餐 材料： 纸，铅笔，彩色铅笔和食物 

 学生应在本周3天尝试做或帮助做早餐。这可以像一碗麦片粥或一片烤面包一样简单。它也可以是更大的东西，
例如法式吐司或煎蛋卷。在纸上写下您使用的食材，制作早餐的步骤，然后画一幅美丽的图画。给图片上色。  

3 有趣的独立阅读  材料： 任何书籍，纸和笔 

 选择每天至少要阅读20分钟的章节书。在每一章中，都要列出重要的事实或细节，以帮助您记住正在发生的事
情。如果您想标记图片以帮助您理解它们的含义，请执行。您也可以上色。  
 

4 睡眠重要性 材料的：  纸和铅笔 

 我们可以在做的任何事情中改善表现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坚持一致的睡眠时间表。我希望整周记录下您什么时候
睡觉和什么时候醒来。尝试看看您是否可以使每天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都差不多。如果您搞砸了一天，请尝试
第二天。在一张纸上写下你的时间。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在厨房里帮忙，从洗碗，上菜，到帮忙做饭。 
● 创建保持家庭活跃的方式。这可能有助于walk养宠物，打扫房屋或一起在附近逛逛。 
● 在附近散步或锻炼身体时，请保持安全的距离。 
● 尝试建立一个日常活动，以帮助孩子每天睡眠7-8个小时。 

 



健康与自我保健的学习活动 
8年级 

俄勒冈州鼓励学生通过努力改善自身表现来表现自我责任感。作为选修课，我们将以多种方式努力做到
这一点。  

活动 

1 灵活性是关键 材料： 开放空间  

 作为健身的5个组成部分之一，灵活性通常被人们最忽视。好吧，这周不！本周，我们将专注于变得更加灵活。
花10分钟的时间来散步，慢跑，做起重器或其他热身运动。然后，花10分钟进行伸展运动。进行所有不同种类
的伸展运动，每次伸展15秒钟，然后再进行下一个伸展运动。尝试伸展整个身体。一些基本的伸展运动包括坐姿
和伸手，手臂交叉，站立时触摸脚趾和蝴蝶。  

2 简易晚餐 材料： 纸，铅笔，彩色铅笔，食物做饭做饭 

 学生应在本周3天尝试或帮助。这可以像碗沙拉或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那样简单。它也可能是更大的东西，例如
意大利面条或炸玉米饼。在纸上写下您使用的食材，制作早餐的步骤，然后画一幅美丽的图画。给图片上色。  

3 绘画以放松 材料： 纸和铅笔 

 有时，应对每天遇到的情绪和精神压力的最佳方法是坐在安静的地方绘画。为此，学生应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呆
上10分钟，画出所想的一切。可能是风景，故事，猫或其他突然冒出来的东西。学生还可以为图纸着色。 10分
钟后，在图片下方再花10分钟描述图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绘制图片。  

4 Food Journal的 材料：  纸和铅笔 

 当我们长时间休息时，很难吃得健康。这本食品杂志是查看我们正在吃什么并弄清楚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添加
一些健康食品的好方法。记下本周三天的所有饮食。每天尝试查看如何为您的餐食或点心添加一些健康的东西。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在厨房里帮忙，从洗碗，上菜，到帮忙做饭。 
● 创建保持家庭活跃的方式。这可能有助于walk养宠物，打扫房屋或一起在附近逛逛。 
● 在附近散步或锻炼身体时，请保持安全的距离。 
● 如果可能，尝试通过提供水果或蔬菜来鼓励健康饮食。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八年级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学习实施自我保健以提高健康水平的策略。这些活动将帮助学生学习以自我护理
形式管理压力的技术。  
 

活动 

1. 自然漫步 材料：相机或带相机的电话，铅笔，纸户外 

 去散步并拍摄5张激发灵感的自然照片。 
反映：  为什么自然界中的这些东西会激发您的灵感？ 
 

2. 垃圾箱 材料：安静，安静的空间，铅笔/笔，纸 

 进行垃圾箱。我们的大脑喜欢跟踪我们担心的每件事。有时只列出我们的想法会欺骗我们的大脑，让他们知道
停止担心这些事情是可以的。  
-找到一个安静的平静空间，花一分钟时间专注于呼吸或坐在椅子上的身体感觉。 
-写下您现在想的事情清单。 
-对于每个项目，只需将其写出并移至下一个项目。不要花时间思考每一个。 
-放下您的清单。 
-完成后为自己做点好事。 
 

3. 脑部休息 材料：铃声，铃声或镇静音 

 教您和家人一起进行脑部休息。您可以使用任何铃声或声音开始。记住：通过鼻子呼吸，通过嘴呼吸。尝试执
行1-3分钟。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做这些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带领家人进行这些活动。 



健康与自我保健学习活动 
 八年级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学习实施自我保健以提高健康水平的策略。这些活动将帮助学生学习以自我护理
形式管理压力的技术。  
 

活动 

1. 练习感恩 材料：无 

 在家庭用餐时练习感恩-只是指出我们要感谢的一件事有助于诱发积极情绪（直接来自MindUp网站） 
 

2. 积极信息 材料：社交媒体帐户（Instagram，TikTok，Snapchat） 

 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活动想法，报价等） 
。 

反映： 您在哪些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此信息？您为什么选择此消息？ 

3. 善意 材料：访问书籍，图书馆，电子书，书店 

 阅读有关善意的书。  
我们的MindUp课程的建议包括：  
- 《阳光的骆驼》 琳达·沃尔夫斯格鲁伯（Linda Wolfsgruber）的格里芬·昂达杰（Griffin Ondaatje），下。 
- 希洛（Shiloh）》 菲利斯·雷诺兹·内洛尔（Phyllis Reynolds Naylor）创作的《 
- 任何善良的事物：托尼·约翰斯顿（Tony Johnston），劳尔·科隆Raul Colon）所著的《巴里奥小说》  
（- 多么好！ 玛丽·墨菲（Mary Murphy）着。  
- 的礼物季节： 理查德·佩克（Richard Peck）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家人一起练习健康和自我护理。  
 



 
 
 

艺术 



艺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艺术标准的发展围绕着学生能够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展开。学生应该努力使用和探索他们可以
得到的材料来发展自己的想法。  
 

活动 

1. 产品设计 材料：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玩
得开心！ 

 为您喜欢的书籍，CD /专辑，DVD或游戏设计新的封面。 （您认为目前的设计对您有什么好处，您将对设计进
行哪些更改？） 
 

2. 与喜爱的一种 材料建立联系：使用现有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
玩得开心！ 

 画画和/或写便条，然后邮寄给远方的人  
...由于隔离而您目前无法看到的祖父母或亲戚。  
 

3. 绘制练习 材料：使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制和创建。玩得开
心！ 

 进入厨房，然后选择要绘制的项目：一块水果，杯子，叉子等。首先用惯用的手将其绘制。然后尝试用非优势
手绘制同一对象。你是怎么做的？  
 

4. 摄影 材料：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画和创作。玩得
开心！ 

 如果您可以使用具有照相机功能的照相机或电话，请拍摄家庭成员或宠物的肖像。以不同的姿势或做不同的事
情对同一主题拍摄多张照片。  
另外：现在将捕获的内容画在纸上。 
 

5. 选择 材料：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玩得
开心！ 

 选择图纸或艺术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每天继续画一点儿。探索不同的材料，并根据现实生活或他们的想象力进行工作-
两者都很棒！玩得开心！ 



艺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艺术标准的发展围绕着学生能够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展开。学生应该努力使用和探索他们可以
得到的材料来发展自己的想法。  
 

活动 

1. 雕塑/艺术品 材料：使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画和创作。玩得开
心！ 

 使用发现的物体制作雕塑或艺术品。花一些时间来收集诸如纸巾筒或旧鞋带之类的废弃物品（这意味着不再使
用旧物品）。了解如何安排找到的对象来创建新对象。如果您能够使用胶带或胶水，请组装（放在一起）物
体。绘制或绘制对象。您甚至可以命名它，并写一个有关该对象寿命的故事。 （在《玩具总动员4》中考虑福
基。） 
 

2. 自画像 材料：使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制和创建。玩得开
心！ 

 使用镜子练习绘制特征，然后进行一些练习，绘制一张自画像。  

3. 外部草图 材料：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玩得
开心！ 

 每天在同一时间向外看房子或公寓的同一窗口。对您所看到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草图。您注意到每天有什么相
同或不同之处吗？ 
 

4. 5件事 材质：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质-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玩得
开心！ 

 转到家中的垃圾抽屉（或类似物品）。拉出5样东西并以有趣的方式排列它们，然后绘制构图的轮廓线图（仅
轮廓线）。 
 

5. 选择！ 材质：使用您手头上的任何材质-继续进行观察，绘图和创建。玩得
开心！ 

 选择图纸或艺术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本周的活动主要涉及观察。与您的学生讨论您使用观察技巧的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它如何影响您的
体验。请记住，这是关于过程的–只是活跃和有创意，而不是成品。玩得开心！ 



艺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艺术标准的发展围绕着学生能够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展开。学生应该努力使用和探索他们可以
得到的材料来发展自己的想法。 
 

活动 

1. 透视图绘画 材料：铅笔和纸 

 坐在房间的一角或边缘，背部靠墙，这样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房间。绘制您的视图，包括至少看到的10件事。  
 

2. 标志设计 材料：钢笔，铅笔，任何可用材料。  

 为波特兰市，俄勒冈州或您的家人设计一个标志。 
 

3. 命名设计 材料：黑色笔，纸，记号笔或蜡笔（如果有）。 

 使用您的名字字母，并在一张纸上至少写下20次名字，填满整个页面，并在书写时重叠字母。探索不同的字母
字体，大小，草书，大写字母等。如果可以，请使用Sharpie或黑色笔在这些行上浏览。使用蜡笔，水彩或记
号笔等彩色介质填充字母周围和字母之间的空间。  
 

4. Art Elements照片搜索 材料：相机/电话或绘画材料，用于记录Art元素。  

 如果您可以使用具有照相机功能的照相机或电话，请拍摄其中明显带有艺术元素的照片：线条，形状，形式，
数值，空间，纹理或颜色。  
另外：现在将捕获的内容画在纸上。 
 

5. 自由选择的 材料：您拥有的任何或所有材料。  

 选择图纸或艺术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我们希望您的学生能够尝试一些新的绘画提示。确实，任何鼓励创造性活动的东西都很棒。随意
使用您可以访问的任何材料，并从中获得乐趣。这是关于过程的，而不是成品！玩得开心！ 



艺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俄勒冈州艺术标准的发展围绕着学生能够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展开。学生应该努力使用和探索他们可以
得到的材料来发展自己的想法。 
 

活动 

1. 画一些踢 材料：使用您手头上有哪些材料-铅笔和旧数学作业的背面就可以正
常工作！ 

 仅用一条实线画一双鞋。整个绘图过程中，尽量将铅笔/笔放在纸上。 
 

2. 漫画 材料：铅笔和纸，或者您可以使用哪些材料 

 绘制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的漫画。  
 

3. 您是所吃的 材料：铅笔和纸，或可用的材料 

 画出您过去一天吃过的饭。尝试绘制尽可能多的细节...甚至是您使用过的餐具。 
 

4. 食品包装设计 材料：铅笔和纸，或您可以使用的材料  

 找到食品包装纸，然后尝试在纸上重新制作。或者，更好的是，改善它！ 
 

5. 自由选择的 材料：您拥有的任何或全部材料 

 选择图纸或艺术品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学生每天画一点。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材料并探索标记制作。他们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
工作或他们的想象力感兴趣；两者都很棒！这些想法旨在使他们保持活跃，并使他们的思维参与
观察-这是关于过程的，而不是成品。玩得开心！ 



 
 
 
英语发展 



ELD学习活动 
 1级 

 
英语学习者可以说和写有关年级的复杂文学和信息文本与主题-传达有关熟悉的文本，主题和经历的简单
信息 
 

活动 

1. 您的邻里 材料：纸和铅笔 

 确定10个地方在您的社区中感兴趣，并告诉人们在那里做什么。 

2. 邻里通道 材料：纸和铅笔 

 写有关您的邻里的段落。使用以下句子框： 
● 当我环顾四周时，我总是会看到_。  
● 在我的街道上，有_，_和_。  
● 我的隔壁邻居有_和_。  
● 我家附近有_和_。  
● 我喜欢在附近_和_，因为_。  
● 每次我走到我附近时，我_。  
● 我的家人喜欢_和_，因为_。  

 

3. 采访家庭成员的邻里  资料： 纸和笔 

 问您的家庭成员以下问题：您对我们的邻里有何看法？您在我们附近最喜欢的商店是什么？您在我们附近的哪
里找到您最喜欢的食物？您想在我们附近改变什么？为什么成为好邻居很重要？这个社区与您长大的社区有何
不同？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鼓励您的孩子每天至少用20分钟用他/她的母语阅读。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孩子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 与您的孩子分享公用事业和服务的支付方式以及金钱和财务的重要性。示例：显示您孩子的电费
单以及到期日和到期日。 

● 与您的孩子分享家人在美国和祖国所从事的不同工作和职业；询问您的孩子在任何工作和/或职
业领域的个人兴趣。示例：您将来想为工作或职业做什么？您想要什么样的车？  

 
 
 
 
 

 
 
 

 
邻居 

ELD 1 
 

I. 命名并标识您附近的10个景点。  
 



 
放置 功能 

1. 
 
 

 

2. 
 
 

 

3. 
 
 

 

4. 
 
 

 

5. 
 
 

 

6. 6. 
 
 

 

7. 
 
 

 

8. 
 
 

 

9. 
 
 

 

10。 
 

 

 



学习 ELD活动 
 1级 

 
英语学习者可以说和写有关年级的复杂文学和信息文本与主题-传达有关熟悉的文本，主题和经历的简单
信息 
 

活动 

1. 职业和职业 材料：纸和铅笔。 

 [REVIEW，并考虑不同的职业和职业。 
 

2. 采访工人 材料：纸和铅笔。 

 牛逼的alk给家庭成员在家里或在他/她的工作的电话。 
 

3. 确定4个工作岗位 材料： 纸，铅笔，电视 

 注意当地新闻并找到4个工作岗位。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鼓励您的孩子每天至少用20分钟用他/她的母语阅读。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孩子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 与您的孩子分享公用事业和服务的支付方式以及金钱和财务的重要性。示例：显示您孩子的电费
单以及到期日和到期日。 

● 与您的孩子分享家人在美国和祖国所从事的不同工作和职业；询问您的孩子在任何工作和/或职
业领域的个人兴趣。示例：您将来想为工作或职业做什么？您想要什么样的车？  
 
 
 
 
 
 
 
 

 
 
 
 
 
 
 
 
 
 
 

ELD 1 
职业与职业 

  



律师 会计师 护士消防员 教师 业务经理 
  

建筑师 旅行社厨师 警察警察 音乐人 

  

1. 高中毕业后，我想成为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可以帮助警察。 

3. __________________是在街上或遇到问题时帮助人们的人。 

4. 当您生病时，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告诉您可以吃什么药。 

5. 当您想去另一个国家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6. __________________可以帮助您在一月份纳税。 

7. __________________是演奏乐器的人。 

8. 当房屋发生火灾时，____会有所帮助。 

9. 弗洛雷斯先生是_____________，他也是_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__为每个人做美味的食物。 

11._________________确保人们在公司中工作。 

12.我在祖国的父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我祖父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 

14.我想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因为我想购买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 

 

 



ELD学习活动 
 1级  

 
ELP 6-8.10的学生将能够使用少量频繁出现的动词  
ELP 6-8.2学生将能够回答Wh-问题 
 

活动 

1. 日常例行 材料：纸和铅笔或 日记本  
 

 既然您已经放学了一段时间，那么您的日常工作就会有所不同。  
使用现在时态动词，定期写下您要做的事情。  
例如： 
每天，我… 
每天早上，我… 
每天下午，我….. 
每天晚上，我….. 
 

2. 日常 材料：纸和铅笔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用以下几个问题来写一段有关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简短文章。 
怎么了？ 
发生在哪里？ 
什么时候发生？ 
 

3. 描述生活用品 材料：纸和铅笔  

 环顾四周。写下您家中人们拥有的5个物品。 
例子：我有纸。 
我哥哥有一个玩具。 
 

4. 邻里的地点 材料：纸和铅笔  

       使用“有”和“有”来写附近的5个地方，  
       例如：“街上有一家商店。” 
 

5. 写一个熟悉的话题 材料：纸和铅笔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询问一个年长的亲戚过去记得的时间。写他们的日常任务。 



ELD学习活动 
 级别1的  

 
ELP 6-8.2 ELL将能够呈现简单的信息  
ELP 6-8.5 ELL将能够标记收集的信息  
ELP 6-8.10 ELL将能够使用频繁出现的动词  
 

活动 

1. 口头表达讲述 材料：无 

 讲述家庭成员。告诉这个人5个事实。  
使用像他是…还是她是…的句子 
 

。

2.  在“我的家庭 材料”中：铅笔和纸  

 想想您的家。告诉你你有什么。 
我有…。 
我哥哥有……。 
我姐姐有…… 
我们有…….. 
我家的成年人有……。 
 

3. 人体 材料：杂志，铅笔  

 画一个人，一根棍子就可以了。或者，您可以找到人的照片并标记身体部位。  

4. 国家（地区） 材料：地图，纸张和铅笔  

 考虑您要访问的国家。  
讲述有关该国家的5个事实。 
我想要_______。  
 

5. 喜欢和不喜欢的 材料：纸和铅笔  

 考虑一下喜欢和不 
我喜欢...的喜欢的东西。 
我不喜欢…… 
 

 家庭可以做的 
 

● “被遗忘的宝藏”是一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是一个已被讲述和复述多年的故事。向父母或祖父母
询问有关您的文化的民间故事。随时将其发送给您在Google课堂上的老师。  



ELD学习活动 
 1级的  

 
俄勒冈州的英语水平标准可帮助英语学习者说和写有关年级的复杂文学和信息文本与主题，交流有关熟
悉的文本，主题和经历的简单信息。  
 

活动 

1. 世界各地的冠状病毒 材料：纸，笔或铅笔  

 采访不在美国居住的朋友或家人。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冠状病毒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国家在正在做
什么 准备 和 应对 病毒方面？他们感觉如何，为什么？  
 

2. 冠状病毒漫画  材料：纸，笔或铅笔  

 将纸分成6个正方形。根据您的访谈答案，制作一个喜剧故事。绘制图片并使用语音气泡显示不同字符之间的
对话。  
  

3. 梦幻度假  材料：纸，铅笔  

 写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你想去哪里？您想在那里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去  
 

4. 写信 材料：纸，铅笔现在  

 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他们无法离开房屋或房间，他们感到悲伤和孤独。让我们为他们做点好事！给他们写一
封信。自我介绍。给他们发送积极的信息，并提醒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保存您的信件，您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将它们发送到 vanessagc@reapusa.org  在使用计算机时。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在家中，学生总是可以想象在计算机上学习。  
● 学生每天至少可以用第一语言阅读20分钟。 
● 学生每天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CNN 10。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学生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ELD学习活动 
 1级的  

 
俄勒冈州的英语水平标准可帮助英语学习者说和写有关年级的复杂文学和信息文本与主题，交流有关熟
悉的文本，主题和经历的简单信息。 
 

活动 

1. 家谱 材料：纸，笔，记号笔和照片（如果有） 

 学生应制作家谱。他们应该描述家庭中的人们：他们长什么样，住在哪里，为工作/娱乐做什么？例如：我的特
蕾莎修女长着棕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她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她在一家银行工作。她喜欢做饭，喜欢和猫在
一起。  

2. 在房屋贴上标签  材料上：纸，笔，胶带 

 用您的位置词汇和家庭词汇来写有关房屋中所处位置的句子。然后将句子粘贴到项目上。例如：冰箱在厨房
里。它在水槽旁边。  

3. 比较：时而后  材质：纸，铅笔或 钢笔 

 制作维恩图（两个圆圈相连），描述由于冠状病毒而您的生活如何相同和不同。将一个圆圈标记为“ NOW”，另
一个标记为“ THEN”或“ BEFORE”。有什么变化？什么保持不变？使用维恩图写下至少5个完整的句子。例如：
在放学之前，我妈妈在一家餐馆工作。现在餐厅关门了，她不能上班了。  

4. 我与_____有关 材料：：纸，铅笔  

 向家人询问有关您家人中从未认识的人的问题。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以什么着称？是什么
使这个人重要或有趣？尽可能多地写关于这个人的文章。例如：我与Pachacuti Yupanqui有关。他是印加帝国
的一位著名国王，居住于1438-1471年。他以建造马丘比丘闻名。他很有钱，我希望他为我节省了一些金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在家中，学生总是可以想象在计算机上学习。  
● 学生每天至少可以用第一语言阅读20分钟。 
● 学生每天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CNN 10。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学生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
会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ELD学习活动 
 2级  

 
ELL可以在口语和写作时根据目的，任务和听众来调整语言选择……..根据任务和听众的需要来适应新的
控制方式的语言选择，并开始使用经常发生的一般学术和特定内容对话和讨论中的单词和短语。 
 

活动 

1. 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资料：纸和铅笔 

 请家庭成员告诉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然后将其写在纸上。告诉我是什么使这个故事如此恐怖。  
 

2. 科学怪人访谈 材料：纸和铅笔。 

 如果您能够见面并与科学怪人交谈，您会问他什么。提出10个问题并将其写在纸上。 
 

3. 鬼故事调查 材料：纸和笔 

 通过电话与5个家庭成员或朋友交谈，问他们是否相信鬼是真实的。在提供的图表上跟踪他们的答案。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鼓励您的孩子每天至少用20分钟用他/她的母语阅读。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孩子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 与您的孩子分享公用事业和服务的支付方式以及金钱和财务的重要性。示例：显示您孩子的电费
单以及到期日和到期日。 

● 与您的孩子分享家人在美国和祖国所从事的不同工作和职业；询问您的孩子在任何工作和/或职
业领域的个人兴趣。示例：您将来想为工作或职业做什么？您想要什么样的车？  

 
 

 
 
 
 
 
 
 
 
 
 
 
 
 
 
 
鬼调查 
 

I. 通过电话与5个家庭成员或朋友交谈，并询问他们是否认为鬼是真实的。在提供的图表上跟踪他们
的答案。  

 



 
问题：您相信鬼魂吗？是的，不，为什么和为什么不呢？ 
 
 
名称  是 否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1. 
 
 
 
 

    

2. 
 
 
 
 

    

3. 
 
 
 
 

    

4. 
 
 
 
 

    

5。 
 
 
 
 

    

 
 
 

 
 



 
ELD学习活动 

2级 
 
英语学习者可以在说话和写作时根据目的，任务和听众来调整语言选择……..根据任务和听众的需求来选
择适应新的控制的语言选择，并开始使用经常发生的一般学术和内容对话和讨论中特定的单词和短语 
 

活动 

1. 来到美国 材料：纸和铅笔 

 在纸上，与您的父母谈论他们前往美国的旅程，并将其记录在纸上。向他们询问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所面临的挑
战以及他们对新国家的喜好。  
 

2. 比较和对比 材料：纸，铅笔，电视，广播或互联网， 

 通过在电视上收听或观看本地新闻或使用Internet（CNN10.com）比较和对比3个国家/地区。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请鼓励您的孩子每天至少用20分钟用他/她的母语阅读。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孩子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比较和对比国家 
ELD 2 

 



美国 其他国家 
（______________） 

其他国家 
（_____________）  

学生正在上学吗？为什么
或者为什么不？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要上学吗？为什么或
者为什么不？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要上学吗？为什么或
者为什么不？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LD学习活动 
 2级  

 
ELP的6-8.10学生将能够使用名词。 
ELP 6-8.2学生将能够提供有关熟悉主题的信息 
ELP 6-8.1学生将能够确定口头交流的主要主题  
 

活动 

1. 您过去时动词的故事 
 材料：纸和铅笔  

 现在您已经离开了上一段时间，用过去时态动词和过去时态短语讲述您完成的5件事。  
昨天我…。 
今天早上，我…… 
昨天下午，我……。 
上周，我….. 
前天，我…。 
 

2. 熟悉的主题 材料：纸和铅笔 

 想想您在ELD课堂上学习过的主题。写一个关于该主题的词网。 
 

3. 撰写详细 资料：无 

       想一想您熟悉的话题或运动。告诉家人。至少包含4个详细信息。  
 

4. 家庭面试 材料：无 

       面谈家人或致电朋友。向他们询问他们无法执行的活动。  
       写5句话。例子：她没有去电影院。  
 

5. 为故事提供标题 材料：报纸或新闻来源  

 听或阅读新闻中的故事。给那个故事写一个标题。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向一个年长的家庭成员询问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间，而这与正常的常规不同。  



ELD学习活动 
 级别2  

 
ELP的6-8.9 ELL可以按顺序叙述简短的事件序列。  
ELP 6-8.10 ELL可以产生复合句子。  
ELP 6-8。 2 ELL可以回答以下问题：  
 

活动 

1. 制作晚餐 材料：纸和铅笔  

 当您在家中时，看着或帮忙准备晚餐。写下他们的步骤清单。首先使用过渡词，然后是下一个，然后是最后一
个。 
例子：首先，我妈妈切了一只鸡。 
如果可以的话，请随时将其提交给您在Google课堂上的老师。 
 

2.  比较动物 材料：纸和铅笔 

 将纸分成两半。写出5个比较动物的句子。  
例子：鳄鱼皮很丑，但蝴蝶很美。  
 

3. 回答问题的 材料：纸和铅笔 

 考虑一下古老的文化或您在社会研究中学到的东西。 
列出谁，什么以及何时的详细信息。 
 

4. 过去时动词 材料：无 

 
 
请家庭成员向您展示一个动作。用过去时命名动作。 

5. 句子中的动词 资料：纸和铅笔  

 用动词写5个句子：做到，走过，感觉到，看到并告诉。  

 家庭可以做的 
 

● “被遗忘的宝藏”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是一个已被讲述和复述多年的故事。请家
庭成员告诉您来自您当地文化的民间故事。随时在Google课堂上与您的老师分享。  



ELD学习活动 
 2级的  

 
俄勒冈州的英语水平标准有助于英语学习者确定单词和短语的含义。学生应该能够以书面形式清晰地交
流思想。  
 

活动 

1. 世界各地的冠状病毒 材料：纸，笔或铅笔  

 采访不在美国居住的朋友或家人。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冠状病毒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国家在正在做
什么 准备 和 应对 病毒方面？他们感觉如何，为什么？  
 

2. 冠状病毒漫画  材料：纸，笔或铅笔  

 将纸分成6个正方形。根据您的访谈答案，制作一个喜剧故事。绘制图片并使用语音气泡显示不同字符之间的
对话。  
  

3. 梦幻度假  材料：纸，铅笔  

 写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你想去哪里？您想在那里做什么？你什么时候去  
 

4. 写信 材料：纸，铅笔现在  

 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他们无法离开房屋或房间，他们感到悲伤和孤独。让我们为他们做点好事！给他们写一
封信。自我介绍。给他们发送积极的信息，并提醒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保存您的信件，您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将它们发送到 vanessagc@reapusa.org  在使用计算机时。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在家中，学生总是可以想象在计算机上学习。  
● 学生每天至少可以用第一语言阅读20分钟。 
● 学生每天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CNN 10。  
● 讨论来自当地新闻的时事，并鼓励您的学生做出预测。示例：当所有商店再次营业时，您认为会
发生什么？您预计其他国家会发生什么？ 

 



ELD学习活动 
 2级的  

 
俄勒冈州的英语水平标准有助于英语学习者 确定单词和短语的含义。学生应该能够以书面形式清晰地交
流思想。  
 

活动 

1. 冠状病毒日记  材料：铅笔，纸或笔记本用纸  

 制作日记或使用已有的日记。每天写在日记里。回答以下问题：您的感觉如何？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该
病毒如何影响您的家人或您认识的家人？您从世界中学到什么？您有什么问题或疑虑？ 

2. 歌曲响应  材料：铅笔，纸，字典或翻译器以及一些音乐！  

 选择您喜欢的歌曲-用您的母语或英语。取一张纸并将其对折成一半。一方面，写下歌曲的词（歌词）。在论文
的另一面，“翻译”这首歌：这是关于什么的？感觉如何？它在您的脑海中描绘了什么文字或图片？您为什么认
为这个人选择写这首歌？它对世界有什么启示？  

3. 冠状病毒：短篇小说 材料：铅笔，纸或Google课堂作业！  

 使用您的5种感官（查看，品尝，听到，闻到，触摸）和情节元素（角色，环境，冲突，高潮和解决方案）来
编写有关该冠状病毒爆发期间生活的人的描述性短篇小说。它可以基于您的家庭，也可以是假的。例如：我的
短篇小说是关于一个住在西班牙的家庭。妈妈是医生，爸爸在书店工作。父亲失业，因为没人能去购物。当妈
妈生病时，家人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  

4. 阅读 材料：如果您没有书，那就看书或Newsela 

 选择一篇文章或书，每天阅读30分钟！如果您在家没有书，则可以去Newsela并阅读一篇文章。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学生应该在YouTube上观看CNN 10。  
● 学生每天应阅读30分钟。  
● 让您的学生“翻译” David Douglas网站上的信息和资源，以了解家庭在需要帮助获得食物或支付
租金时可以做什么。  



ELD学习活动 
 3/4级  

 
俄勒冈ELP（英语水平）标准强调学生 重述从头到尾的一系列活动。 学生还应该使用 过渡性的单词和短
语来连接事件和想法。 （但是，另一方面，最后，等等。）这些活动将侧重于学生说课活动和使用过渡
词。 
 

活动 

1. 日记帐分录约真实生活家 材料：铅笔和纸张或电脑 

 写一下你的一天日记帐分录。你做了什么？你吃了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将您的情况与世界各地或电视节目中
的其他人进行比较。您如何确保好好照顾自己？ （您是否在饮食上喝足够的水，锻炼，阅读，与亲人共度时光
，绘画，听音乐等？）请使用过渡词，例如：首先是，然后是下一个，然后是下一个，最后是等等。 

2. 关于您希望做什么的日记条目  材料：铅笔和纸或计算机 

  写一篇关于您希望做的事的日记条目！如果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或做任何事， 你 会怎么办？你会吃什么食物？
你会和谁在一起？详细描述所有地点，食物和人，并带有大量形容词（形容词）。 

3. 写一封感谢信或电子邮件 材料：铅笔和纸质（如果要通过邮件发送，请盖上信封和
邮票），或者如果要发送电子邮件，请计算机，向 

 写上医院工作人员，家庭成员，老师，朋友，还是亲人。感谢此人对他们和您的帮助。请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它
们对您很重要。确保包括标题（尊敬的先生……），结语（致以诚挚的谢意，等等）_和您的签名。  
例如： 亲爱的斯皮尔斯夫人，  

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感谢你。非常感谢您今年对我的帮助。你是 ___________。我很感谢________。
另外，_____。  
真诚，   阿丽亚娜重创 

4. 报纸文章 材料：铅笔和纸张或计算机 
 

 假装你是记者（有人谁的新闻写入）。写一篇有关冠状病毒的文章。利用您的家人/家人，新闻以及David 
Douglas的信息撰写有关冠状病毒的信息性故事。什么是Covid19？它是如何开始的？您认识有Covid19的人
吗？您的家人或家庭正在做什么以确保您的安全？别人在做什么？您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使用过渡词，
例如：（首先是后来，然后是下一个，另一方面是最后，等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每天至少阅读20分钟。可以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进行阅读。它可以是一本书，杂志，新闻文章或
任何其他类型的文本。阅读完毕后，总结与相处的人所学的内容。 

● 向孩子询问有关他们的好恶的问题。让您的孩子参与有关新闻，生活，家庭和讲故事的对话。
询问您的孩子对这些主题的看法。 

 
 



ELD学习活动 
 3/4级  

俄勒冈ELP（英语水平）标准的着重于学生 参加有关各种主题的对话。 学生应该能够 用完整的句子讲话，表达意
见并以他人的想法为基础。 这些活动将着重于学生与他人交谈并表达意见。  
 

活动 

1. 采访某人！ 资料：铅笔，纸或带键盘的计算机 

 创建10个问题，问一个 家庭成员， 您所住的人，或者您甚至可以通过电话采访朋友， 询问他们的生活。使用
问号写下这些问题，并留出空间写下他们的答案 
示例问题：  
-“您在哪里长大的？生活怎么样？”  
-“您以前是否经历过类似冠状病毒的爆发？”  
-“您对我有什么建议？” 
-感到压力时会做什么？ 
 
然后，写下给出的答案。请务必感谢您采访的人！ :) 
 

2. 写一个段落！ 资料：铅笔，纸或带键盘的计算机 

 
写一个有关您采访的人的段落（5句话）。回答以下问题：  
您从这个人那里学到了什么？您已经知道任何信息吗？您希望您会问他们什么？采访他们很尴尬还是容易？你
喜欢这个活动吗？ 
 

3. 讨论您的收藏夹！  资料：不适用全 

 句 与您的朋友，家人或您所住的人谈谈您最喜欢的事情（这可能是您最喜欢的视频游戏，书籍，电影，电视节
目，乐队，歌手，说唱歌手，运动，体育播放器）。 
确保您解释为什么这是您的最爱。假装您在争论中，您必须证明您的“事物”为什么是最好的！ 
句子框架： 
____（碧昂丝）________是最好的歌手，因为_____。其他歌手不比较____，因为___。例如， 
___________。此外，________。因此，_______显然是最好的... 
 

4. 写一个段落！ 材料：铅笔和纸或带键盘的计算机 

 现在，写下一段（最少5句话）以说明为什么这个东西/人/视频游戏等。是你的最爱。如果需要，可以使用上面
提供的句子框架。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每天至少阅读20分钟。可以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进行阅读。它可以是一本书，杂志，新闻文章或
任何其他类型的文本。阅读完毕后，总结与相处的人所学的内容。 

● 向孩子询问有关他们的好恶的问题。让您的孩子参与有关新闻，生活，家庭和讲故事的对话。询
问您的孩子对这些主题的看法。 



ELD学习活动 
 3/4级 

 
学生的学生将能够比较和对比两名受欢迎的运动员。 
 

活动 

1. 描述科比·布莱恩特 材料：纸和铅笔 

 向家庭成员描述科比·布莱恩特。他为什么出名？ 

2. 描述Roberto Clemente 材料：纸和铅笔 

 向家庭成员描述Roberto Clemente。他为什么出名？  

3. 比较科比和罗伯托的 材料：白皮书和铅笔 

 为科比和罗伯托绘制具有3-5个属性的维恩图。记住将它们的共同属性放在两个圆圈重叠的位置。  

4. 最喜欢的运动 材料：横格纸和铅笔或钢笔 

       创建一个图表，比较科比的篮球运动与罗伯托的棒球运动有何不同。  
  

5. 发表意见 材料：无 

 如果您像这两个名人一样有很多钱，在目前的情况下，您将用这些钱做什么？ 
 

 可以哪些家庭 
 

● 问学生罗伯托·克莱门特是谁，他们从中学到什么？ 
● 讨论两者都有哪些积极的特质。 
● 作为家庭，谈论谁或什么运动员是我们社区的榜样或榜样。您可以谈论任何运动，例如：足球，
篮球，足球。 



ELD学习活动 
 3/4级的  

 
学生 将能够以写句子 过去时的 肯定，否定和问题形式。 
 

活动 

1. 过去时动词  材料：纸和笔或钢笔 

 写下以下动词：  
● like = like  
● walk =走路的  
● 工作=工作 
● 谈话=说话的  
● 手表=观看 

2. 肯定句 材料：纸或笔记本和笔或钢笔 

 肯定 
写五个句子以肯定的形式。您需要为每个给定的动词写一个句子。 
范例：我喜欢昨天看的电影。 

3. 否定句 材料：笔记本和铅笔 

 以否定形式写过去时的五个句子。  
例子：我上周没工作。 

4. 过去式问题 教材：纸/铅笔 

 
 
使用提供的动词，以过去式书写五个问题。 
示例：您是否与您的妈妈谈论您的家庭作业？ 

5. 通话时间 资料：电话，纸笔计算机或您拥有的任何设备。 

 现在是时候与您的朋友交谈，并使用顶部或其他位置提供的动词说肯定，否定或问题。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您可以问您的儿子/女儿您如何使用英语的过去时。 
● 学生可以分享过去喜欢的事情。 
● 现在是谈论家庭内部重要事件的好时机。 
● 您可以谈论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改变您的生活。 



ELD学习活动 
 3/4级 

 
这些活动旨在满足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目标。学生将与家人互动，讨论和撰写日常生
活。  
 

活动 

1. 家庭散步和谈话的  材料：纸，铅笔  

 清单15列出要步行和练习时要“查找”的项目 社交 家庭。沿着清单走一遍，看一看就将其检查掉。讨论所见事
物。 （使用英语和母语进行练习）  

1. 枞树  
2. 红色花朵 
3. 院子标志 
4. 黄色汽车  

返回家中时，请使用过渡词（首先是，然后是，然后是最后）写下一段文字，记录您的走路和说话情况。以此
为期间COVID 19.的时候日记的一部分  

2. 该地图/谈论它/写 材料：纸，尺子，铅笔 

 使用你的技能和介词的知识，写的方向，使地图您的家庭或邻里。练习写句子来描述如何为不在那儿居住的人
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街道移到另一个街道。这个人能找到您的指路吗？  

1.  穿过前门到达厨房。  
2. 从厨房右转，继续经过浴室到达我的卧室。  
3. 要到达我的车库，请走下楼梯并穿过家庭房。  
4. 从铁轨上走，向西前往公园。您将在南部经过伯爵伯爵。继续到102nd Avenue。  

3. 观看/收听/编写  材料：电视，纸张，铅笔 

 观看教育性电视节目（PBS，发现等），记笔记并写下从该节目中学到的5个事实。做笔记后，写一段关于您
的学习的内容。写下您还有的问题。确保在完整的句子中包含细节。  

4. 游戏日 资料：  棋盘游戏，纸牌，骰子  

 一家人玩棋盘或纸牌游戏。  挑战：尝试仅使用一种语言：仅英语或仅母语。或父母会说英语/孩子只会讲母
语。  

5. 大声朗读练习 材料：书籍，杂志，文章 

 与家人或宠物大声朗读。选择一个故事，文章或书籍以朗读给其他人/动物。 通过Facetime向某人大声朗读。
这是提高英语流利度的好方法。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看电视或看电影。尝试学习新知识并讨论学习内容。使用“隐藏字幕”功能可以练习快速阅读
英语。  

● 每天阅读20分钟。阅读是提高阅读能力的最好方法。  



ELD学习活动 
 3/4级  

 
开发英语的学生应 练习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  
学生将 参加有关熟悉主题的对话，讨论和书面交流。学生将询问并回答相关问题。  
  

活动 

1. 礼貌地接听电话并留言。  材料：纸，铅笔，电话  

 与家人讨论如何礼貌地接电话。有什么方法可以接听电话？办公室或企业中的人如何应答电话而不是个人电
话？  

1. 你好。 （个人）  
2. 感谢您致电 Big Lots，这是（名称）。我怎样能帮到你？ （业务）  
3. 这是_____，我该如何帮助您？  

写下3种不同的脚本来接听电话。与家人或朋友练习。  
您可以留言并写电话号码或留言吗？那看起来和听起来像什么？  
消息示例：  

1.  我妈妈现在不在，我可以留言吗？  
2. ___现在很忙，我可以接您的电话号码，___会给您回电吗？  

2. 练习自我介绍和介绍别人。  材料：纸，铅笔 

 您如何在会议中或社区外向老师介绍自己或家人？你说什么？怎么说呢与家人一起练习介绍。尝试向所有家庭
成员介绍自己，并进行自我介绍。  
      1.嗨我的名字是 ______。很高兴见到你。  
      2.琼斯先生，我想向您介绍我的妈妈____。  

3. 爸爸，我想请你见见我的老师卡里略夫人。  

3. 阅读  材料：  书籍，杂志，报纸  

 选择一篇文章或书籍每天阅读30分钟！如果您在家没有书，则可以去Newsela并阅读一篇文章。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煮。轮流阅读说明。一起工作时说英语或母语。  
● 分享和讨论所有人的“玫瑰与荆棘”。好的是什么=玫瑰挑战是什么=刺 

 



 
 
 
选修课 



计算机学习活动 
 八年级  

 
有效传达信息和思想。对使用支持协作，学习和生产力的技术表现出积极态度。  了解和使用技术系统。 
 

活动 

1. 键盘技巧 材料： 计算机 

 如果您可以使用计算机，则可以进入这些键盘场所中的任何一个，并保持键盘技巧。尝试每天至少做20分钟。 
Typing.com，Typing俱乐部，Nitrotype.com。还有其他您也可以使用。只需进行一些良好的打字练习即可。  
 

2. 词汇建立技巧 材料：  图片（随附） 

 我已附上了我们字典中前13个单词所使用的幻灯片的图片。您可以研究这些内容，以便我们在对其进行测试时
就可以做好准备。 
 

 家庭可以做什么 
 

● 用这些单词测验您的孩子，看看他们是否知道。 

 





 
 



计算机学习活动 
八年级 

 
有效传达信息和思想。  对使用支持协作，学习和生产力的技术表现出积极态度。  了解和使用技术系
统。 
 

活动 

1. 键盘技巧 材料：计算机 

 如果您可以使用计算机，则可以进入这些键盘场所中的任何一个，并保持键盘技巧。尝试每天至少做20分钟。 
Typing.com，Typing俱乐部，Nitrotype.com。还有其他您也可以使用。只需进行一些良好的打字练习即可。  
 

2. PowerPoint 资料：装有PowerPoint，纸，笔或铅笔的计算机 

 向父母或兄弟姐妹解释如何使用PowerPoint。尝试包括如何将内容放入幻灯片，过渡，动画以及您能想到的其
他任何内容。如果合适，画一个图。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提醒您的孩子使用触摸打字技巧来学习他们的键盘技巧。  
○ 笔直坐在 
○ 地板上，脚平放在地板上 
○ 正确的手指指着 
○ 屏幕上的眼睛而不是键盘上的 

● 声音听孩子讲解PowerPoint的方法。 



计算机学习活动 
 八年级  

有效传达信息和思想。 对使用支持协作，学习和生产力的技术表现出积极态度。  了解和使用技术系统。 

活动 

1. 练习打字 材料：计算机 

 如果您可以使用计算机，则可以进入任何这些键盘输入站点并保持键盘输入技巧。尝试每天做15到20分钟。 
Keyboardingonline.com，Typing.com，打字俱乐部，Nitrotype.com。还有其他您也可以使用。只需进行一些
良好的打字练习即可。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为您的孩子提供一个坐下和练习打字的空间。 



合唱团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使用solfege技能来进行人声预热。 
俄勒冈音乐主持人标准2专注于艺术观念和作品的发展。学生可以使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学习技巧来创
建自己的重复人声预热模式。  
 

活动 

1.
有 
希望的热身 材料：纸，铅笔 

 考虑隔离结束后迫不及待要做的五件事。记下来。  
● 例子：和我的大家庭共进晚餐！ 

  
现在，让我们学习人声预热的音符。首先从“ Do”到“ So”唱歌，然后逐步退回：“ Do Re Mi Fa So So Mi Mi Do”
。 
现在，让我们在刚刚演唱的音符中添加歌词：“一旦这个夸大了，我就……”（Do Re Mi Fa So So Mi Mi Do）做
的 
然后说出您迫不及待想要每一件事一旦隔离结束，就做！ 
 

● 示例：“一旦隔离区结束，我将……----- [将与我的大家庭共进晚餐！]” 
 

2. 创建预热 材料：纸，铅笔 

 创建自己的预热！首先，演唱主要音阶（Do，Re，Mi，Fa，So，La，Ti，Do）。  
现在，写下这些注释的一些组合。我们在课堂上使用的常见示例：  
做-Mi-So-Mi-Do 
So-La-So-La-So-Fa-Mi-Re-Do在 
歌词中添加描述您的生活或您喜欢的食物或故事的歌词你选。唱歌吧！ 
 

3. 呼吸支持 材料：一些空的地板空间 

 想一想您最喜欢的合唱歌曲或热身。预热声音后，（可以的话，您可以在YouTube上进行预热，或者使用自己
喜欢的班级的预热，或者使用此数据包中的预热活动） 
 
躺下，平躺着，然后尝试唱歌通过这首歌。  
尝试一次良好的腹部呼吸来演唱歌曲的较长部分。 
如果您无法一次呼吸越过某个部位，请尝试一下，用唇钻（嗡嗡作响的嘴唇）进行尝试。那将迫使您使用更多
的空气，并更有效地进行调节。 
 

 什么家庭可以 
 

● 举办家庭音乐会！请您的孩子准备至少两首歌为家人唱歌。如果您的孩子不愿独自在家人面前唱
歌，那就一起唱歌吧！ 



合唱团的学习活动构成 
 八年级  

 
和表演是俄勒冈音乐学习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吸引了学生的大脑，并且创造一个
家庭般的东西就更好了！ 
 

活动 

1. 家庭歌曲 资料：纸，铅笔 

 作家庭歌曲。 
用纸和铅笔写下一些对家庭重要的事情。一旦您有了一些想法，就将其中的一些内容编成歌词，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使这些短语的最后一个词成为韵母。 
 
获得歌词后，将其设置为旋律！  
提示： 

● 如果您在思考旋律时遇到麻烦，请考虑一下我们唱歌的某些歌曲或您听过的某些喜欢的歌曲，然后将这
些旋律用作起点。更改旋律以使您的歌曲更好听些。  

● 如果您有互联网设备，并且以现有歌曲为基础，请使用卡拉OK曲目陪伴您的歌曲！您可以在YouTube
上轻松找到这些内容。 

2. 模仿项目 材料：纸，铅笔 

 写一些模仿歌词！ 
选择一首您很了解歌词的歌曲。  
在左列中逐行写下这些歌词。  
现在，在右边的一栏中写一些与原始歌词匹配的模仿歌词。  
为您生活中的某人表演这首模仿歌。  
 
提示： 

● 与原始内容的对比越多，则模仿歌就越有趣。  
使用非常悲伤的歌曲来编写非常快乐的歌词，或者使用非常高兴的歌曲来编写悲伤的歌词。  

● 确保每行使用相同数量的音节！  

3. 用音乐移动 材料：音乐播放设备（收音机，计算机等） 

 创建设置为您喜欢的音乐的身体打击乐器。 
使用手脚的不同组合来发出声音。例如，您可以拍手，拍打手指，用张开和闭合的嘴轻拍脸颊。 
 
选择4种不同的声音后，以适合您所播放歌曲的节奏安排它们。  
尝试对所选歌曲的诗句和合唱使用截然不同的模式。 
 
提示：  

● 不要太复杂！更改图案之前，请让图案重复至少四次。 
● 保持身体上不同的动作接近，以便您可以更轻松地执行这些动作。  
● 让您的节拍随音乐而流-随着音乐强度的上升和下降而增强和平静。  

 家庭可以做什么 
 

● 让孩子们在听音乐的同时听着唱歌就可以听。一起创作家庭歌曲！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合
体验，一旦您创建了它，就可以将其教给年轻的兄弟姐妹。  



对于带学习活动 
 8年级  

 
 
 

活动 

1. 听至少一个古典录音 材料：收音机，互联网，或记录，纸张和铅笔。 KQAC 89.9 FM 

 写下乐曲和作曲家的名字，并记下您对音乐的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想想可以使乐队变得更好的音乐想法/概
念。 
 

2. 收听至少一份爵士录音 
 材料：广播，互联网或录音，纸和笔。 KMHD 89.1 FM 

 写下乐曲和作曲家的名字，并记下您对音乐的喜欢或不喜欢的地方。想想可以使乐队变得更好的音乐想法/概
念。 
 

3. 练习乐器 材料：乐器和乐队音乐。 

 尝试记住行进音乐，练习音阶和练习书或讲义。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练习或听课。 
● 确保学生有资料。 
● 进行监控以确保他们已完成作业。 



交响乐团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构成简短的音乐结构。 
根据《音乐国家标准＃4》，按照特定准则进行音乐的编曲和编曲。这将教会学生使用他们的音乐理论知
识来写出自己的音乐。他们还将利用自己的演奏技巧来展示自己的作品。 
 

活动 

1. 编写4小节旋律 
 

材料：乐器，纸张（可能的话为职员纸）和铅笔 
*如果您没有职员纸，请使用笔记本纸并突出显示五行来制作音乐职
员。 

 
选择D大调或G大调，然后仅使用四分音符在该调号中写一个旋律。  小写四个笔记。如果音符在音乐谱号的
中线以下，则将词干向上写下；如果音符在中线的上方，则将词干向下写下。在乐器上弹奏旋律。如果您没有
乐器，请通过笔记进行交谈。 
 

2. 编写4小节节奏 
材质：乐器，纸张（如果可能，可以是职员纸）和铅笔 
*如果没有职员纸，请使用笔记本纸并突出显示五行来制作音乐职
员。 

 
用四分音符在开的A或开的D弦上写下4小节的节奏  ，八分音符 ，半音符 和整音符 。在乐器上
弹奏节奏。如果您没有乐器，请拍一下节奏。 
 

3. 编写音乐作品 
 

材料：乐器，完成前两个活动，纸张和铅笔 
*如果您没有工作人员纸，请使用笔记本纸并突出显示五行来制作音
乐工作人员。 

 结合前两个活动（节奏和旋律）。使用活动二中的节奏，但将旋律音符放到节奏中。用乐器弹奏您的作品。如
果您没有乐器，请按节奏讲解音符。 
 

4. 
构图和原始构图 

材料：乐器，纸张（如有可能，是职员纸）和铅笔 
*如果没有职员纸，请使用笔记本纸并突出显示五行来制作音乐职
员。 

 
使用谱号符号创建16小节组成 键签名和时间签名。使用您的乐器来表达您的想法，看看您是否喜
欢它。使用前三个活动来观察您特别希望保留在原始作品中的任何节奏或旋律线。  
额外：通过添加重复的符号，力度，第二部分或额外的措施来使其更高级。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为您的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 
● 鼓励您的孩子在家人面前表演。  



交响乐团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  

 
该活动与音乐内容标准9：了解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音乐有关。通过学习西方音乐作曲家和乐团的历史，
学生将学到更多有关音乐史的知识。学生还将写信以反思自己的经历。乐团学生是弦乐在我们世界中持
续发展的一部分。  
 

活动 

1. 创建音乐历史时间线 材料：纸，铅笔，记号笔， 

 使用以下音乐时代和该时代的作曲家创建时间线。  
巴洛克时期1600-1750年：珀塞尔，维瓦尔第，亨德尔，巴赫JS  
古典时期1750-1820年：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帕加尼尼浪漫时代1805-1910年：约翰·施特劳斯，舒曼，奥芬巴赫，克拉拉·维克·舒曼  
20世纪1900-目前：格什温，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约翰·威廉姆斯 

2. 撰写乐团历史的摘要 资料：纸，铅笔 

 以下是有关乐团的一些事实。事实有点混乱，因此您将需要使用时间轴并仔细阅读以使其恢复正常状态。请组
织他们以创建乐团历史的摘要/文章。您将需要为这篇文章写自己的开始和结束句子。 
事实：*浪漫时代为乐团带来了更多进步。 *在巴洛克时期之前是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开创了第一支
管弦乐队。 *在1800年代（古典晚期），形成了现代风格的乐器和管弦乐队。 *在浪漫主义时期，管弦乐队变
得更大，增加了全弦，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部分。 *现代乐团设有指挥指挥棒的现代指挥。 *文艺复兴
时期的早期乐团很小（10-20名音乐家），并且大多是弦乐。 *巴洛克时期的乐团包括一些早期的风和一些打击
乐器以及大键琴。 *今天，我们有很多音乐可供选择，以在管弦乐队中演奏。  

3. 撰写有关您最喜欢的乐团作品的文章 资料：纸，铅笔，您的音乐 

 写下您在乐队音乐会上表演的最喜欢的音乐作品。至少用8个句子讨论您为什么选择这篇文章来撰写。回答以
下问题：您何时演奏此乐曲？您一直喜欢这件作品吗？学习起来容易还是困难？您有成就感吗？是什么让这首
作品在您演奏的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撰写论文时，请参考以下词库：管弦乐队，动力学，皮兹卡托，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指挥，部分，练习，小节，节奏，语调，八分音符，独奏者，断音，重复，复音，
中音，中音，中音，钢琴，同步，高级和心情。  
 
 

 家庭可以做什么家庭 
 

● 可以帮助这些项目的建设。  
● 当学生展示自己的时间表，论文和表演自己喜欢的作品时，家庭可以成为支持者。 

 



设计和建造学习活动 
 8年级  

 
学生的学生知道如何使用故意的设计过程来产生想法，测试理论，创建创新的工件或解决真实的问题。  
 

活动 

1. 设计结构 材料：您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纸板箱，空厕纸卷，塑料容器，木
屑等 

 。用房子周围的材料建造与您一样高的东西。 
 

2. 飞行 材料：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纸板箱，空厕纸卷，塑料容器，木屑
等。 

 使用在房屋周围发现的材料建造能飞的东西。 
 

3. 建造桥梁 材料：您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纸板箱，空厕纸卷，塑料容器，木
屑等 

 。用房子周围的材料搭建一座桥梁。失败前查看它可以承受的重量。 
 

4. 游戏 资料：如果您可以使用计算机，请登录Code.org并创建一个游戏。 

 在Code.org上创建游戏 
 
 

 家庭可以做什么 
 

● 挑战家庭成员并参加建筑比赛。 



FACS学习活动 
 八年级  

 
这是您发挥创造力并制作一些自己一直想尝试做的食物的机会！ 
 

活动 

1. 为您的家人制作甜点  
（尝试这个古怪的蛋糕食谱） 

原料：1½杯子通用面粉* 1杯糖* 4汤匙无糖可可粉* 1茶小苏打* 1汤
匙白醋（苹果醋也可以用） ！）* 1茶香草精* 6汤匙植物油（任何
种类：玉米，低芥酸菜子，甚至橄榄油）* 1杯水 

 说明：将烤箱预热至350度。在未润滑的8英寸方形玻璃锅或陶瓷锅（或玻璃馅饼锅）中（不要使用金属！），
加入面粉，糖，可可粉，小苏打和盐。用叉子搅拌混合。在混合物中制作3孔，并在每孔中加入醋，香草和
油。将水倒入整个锅中，并与叉子混合均匀。烘烤26-30。用牙签检查是否煮熟。让其凉爽，或略微温暖！ 
（摘自browneyedbaker.com）摆放 
 

2. 桌子 材料：如果有，请使用餐垫和餐巾纸。创建一个美丽而温馨的桌

面。  

3. 为与您住在一起的人做一顿温暖的早餐。 材料：早餐食品食品 

 虽然谷类是不错的选择，但不要谈论谷物。类似于烤箱烤土豆，煎饼，华夫饼，炒鸡蛋，培根或素食香肠，水
果沙拉。这是新的一天的好方法。选择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花时间一起用餐的日子。 

  

 家庭可以做什么 
 

● 一起计划一顿饭。 
● 散步（同时保持社交距离规则），并找到一些漂亮的野花和树叶作为桌子的核心。尊重他人的财
产，并注意可能有毒的植物。 

● 如果您可以使用种子或蔬菜，请种一个花园。即使空间有限，也可以将西红柿和草药种植在阳台
或小露台上阳光充足的花盆中。 



学习活动  
 八年级FACS 

 
第2周的活动 

1. 只用3种成分制作一种简单可口的脆饼配方！ 
● 1杯无盐黄油，软化的 
● ½杯糖 
● 2杯通用面粉 
● 可选的添加成分：薰衣草芽（仅食品级），薄荷，磨碎的散叶茶（如柴或伯爵茶），橙色或柠檬皮
，葡萄干，坚果 

说明： 
1. 将烤箱预热至325度，在 
2. 黄油和糖中加入奶油直至糖松软。逐渐打入面粉。 
3. 将面团压入无油脂的9英寸圆形或方形烤盘中。用叉子刺。 
4. 烘烤至浅褐色，30-35。切成楔形或正方形，同时保持温暖。冷静。撒上糖粉。请享用！ 

改编自：家的味道。 

 

  

2. 在食谱或杂志中查找新食谱并制作。   

  

3. 检查烟雾探测器中的电池！  

  

  

 家庭可以 
 

● 每天与您的学生一起用餐。 
● 谈论来自您的文化的食物或喜爱的儿童食品。 
● 计划主题晚餐/电影之夜。 



工业技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活动 

1. 纸塔 材料：剪刀，6英寸胶带，1张8½英寸x 11英寸的纸，直尺 

 创建一个的 纸塔 尽可能高。最多只能使用一张纸和6英寸的胶带。可以根据需要剪切和/或修改纸张和胶带。  
 

不要立即放弃，请考虑如何修改纸张以在结构上进行改进。 
 

挑战您家人中的其他人以打破您的记录。 
 

看看是否能击败 David Douglas唱片：42” 
 

2. 纸悬臂 材料：剪刀，6”胶带，1张8½” x 11”纸，直尺 

 创建一个 纸悬臂 （想想其上的纸塔）侧面），将尽可能从桌子上伸出。最多只能使用一张纸和6英寸的胶带。
可以根据需要剪切和/或修改纸张和胶带。  

 
不要立即放弃，请考虑如何修改纸张以在结构上进行改进。 

 
挑战您家人中的其他人以打破您的记录。 

 
看看您能否击败David Douglas 唱片：36英寸 
 

 家庭可以做什么 
 

● 鼓励您的孩子参与 
● ？ 



工业技术学习活动 
 八年级 

 
 

活动 

1. 纸台 材料： 剪刀，6英寸胶带，1张8½英寸x 11英寸纸，直尺 

 创建 纸台 ，使桌面至少离您的表面至少3英寸建立它。它可以承受多少重量？尝试找到可以用来减轻体重的东
西（硬币/硬币最适合此活动，因为您可以慢慢添加更多来增加体重）。尝试改善您的设计。 

 
最多只能使用一张纸和6英寸的胶带。可以根据需要剪切和/或修改纸张和胶带。  

 
不要立即放弃，请考虑如何修改纸张以在结构上进行改进。 

 
挑战您家人中的其他人以打破您的记录。 
 

2. 纸椅 材料： 剪刀，1张8½” x 11”纸，紧固件（只能由纸和尺子） 

 制成制作 纸椅 可以承受最多的重量。 ONLY 上面列出的材料可用于（NO 胶带或胶水这个时间）。尝试找到
可以用来减轻体重的东西（硬币/硬币最适合此活动，因为您可以慢慢添加更多来增加体重）。尝试改善您的设
计。 
 
不要立即放弃，请考虑如何修改纸张以在结构上进行改进。 

 
挑战您家人中的其他人以打破您的记录。 

 
 家庭可以做些什么来 

 
● 鼓励您的孩子参与 
● ？ 



学习活动 
 八年级的  

 
这些活动要求学生应对各种任务，收集相关信息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联系。学生使用视觉媒体和写作进
行有效交流。 
 

活动 

1. 春季清洁 材料：相机，钢笔/铅笔 

 给自己或家人清洁照片，并写上“清洁怪胎”的标题。 

2. #worstcleaningexperience 材料：钢笔/铅笔，纸张，相机（可选） 

 写出您最差的清洁经验。回答5W和如何使您的短篇小说有趣。  
 
奖励：添加图片（绘画或照片） 
 

3. 前后 材料：相机，钢笔/铅笔（可选） 

 您最佳的清洁技巧是什么？查找需要清理或整理的东西。鬼脸或杂乱无章的任务会产生最佳结果。拍一张之前
和之后的照片。  
 
奖励：对于爱丽丝·奥特（Alice Ott）的学生-在“年鉴大街”的练习页上贴上您的照片标题，告诉我们您做了什么
，在我们的员工团队聊天中分享，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特里格女士。 
 

4. 梦想一点梦想 材料：纸，笔/铅笔 

 您想在明年的年鉴中看到哪些“梦想”？是什么使您的完美年鉴？记录2-3个梦。 
 

5. 最终主题挑战 材料：纸，笔/铅笔 

 能提出一个以年鉴为主题的主题（一个句子），该主题以字母表中每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头吗？完成后，您
应该有26个句子，AZ。尝试在您的某些主题句子中包括我们的吉祥物，学校的颜色，学校的名称和2020-2021
年。  
 

 家庭可以 
 

● 参加春季大扫除。父母，教您的孩子如何正确清洁和消毒您的房屋。  



《年鉴》的学习活动 
八年级英语 

 
写作是一种强大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扩展和加深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了解。学生将使用写作来思考
和思考与时事相关的给定主题。  
 

活动 

1. 不确定的时间 材料：纸，笔/铅笔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地理或特权如何，我们都在处理大量与众不同的感
觉。处理我们所有情绪的第一步是识别它们。盘点您所感受到的情绪。您可以用什么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已确定
的每种情绪？ 
 

2. 礼品走出了亏损 材料：纸，笔/铅笔 

 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都 放弃了 一些东西。但是这一刻 给 我们什么呢？反思并写下我们当前的社会动荡和与
他人的距离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会？  
 

3. WE 材料：纸，笔/铅笔 

 为什么您认为在最困难的时期，人们会寻求社区感和他人的支持？我们如何通过隔离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
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 
 

4. 积极改变的 材料：纸，笔/铅笔 

 使用这段时间来寻找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积极影响的方法。您将如何选择自己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您
将如何亲自建立社区并发挥影响力？  
 

5. 确定 材料：纸，笔/铅笔 

 许多人和组织正在奉献自己，自己的时间和资源来保护和照顾他人。在危机时期，谁是无名英雄？您如何向这
些人表示支持，同情和感激？ 
 

 家庭可以做什么 
 

● 如果您可以在线访问，请观看与这些反思性问题相关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OjjWh-8Iv0&feature=youtu.be 

● 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每天选择一个问题来集中精力，并尽自己的一份力来落实您全家提出的
任何好主意。  



重量学习活动具 
 八年级  

 
读写能力的人会表现出各种运动技能和动作方式的能力。  

 
活动 

1. 合作伙伴准备的 材料：有足够的锻炼空间 

 与某人锻炼，完成这些任务，一起完成这些任务，然后再进行下一组锻炼。 （20个起重器和20个腿抬高器）-
（20个深蹲和20个肩拍）-（20个刺和20个跳线）-（5个Burbures和10个您选择的） 
 

2 . 1分钟内有多少个？ 材料：计时器 

 推动自己完成尽可能多的重复动作，使用适当的形式。 1分钟内完成多少俯卧撑，1分钟内完成仰卧起坐，1分
钟内完成Burpees。您可以持有木板多长时间！ 
 

3. Ab Day 材料：计时器 

 20个腿抬高，20个V形仰卧起坐，20个自行车，20个蝴蝶踢，20个扭弯，每侧20秒侧板。完成列表 两次！可
以添加v-sit保持测试。 
 

4. 俯卧撑 材料：足够的健身空间，可以 

 如果需要修改俯卧撑。 10个常规俯卧撑，20个刺，10个宽俯卧撑，20个深蹲，10个窄的“ Diamond”俯卧撑，
20个侧向或反向刺，20个肩部水龙头，20个腿抬高 
 
 

 家庭可以做的事情与 
 

● 您的孩子一起锻炼如果您喜欢的话。 
● 向您的孩子询问他们正在做的各种运动以及如何使他们受益。 
● 向他们询问典型的举重课在学校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