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2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3/4/10~2023/10/11) 

年級 小五 小五 小五 

科目 國語 作文 數學 

任課 

教師 
李思賢、楊麓騰 李思賢、楊麓騰 宋元惟、楊麓騰 

教學 

目標 

1. 願意開口說中文， 能用中文表

達自己的意思。 

2. 能運用課本所學的語詞，句型，寫

出完整的句子並運用在日常生活

中。 

1.透過生動描述，用

文字記錄難忘的比

賽。  

2.與想像連結，寫出

親身經歷的有趣的

夢。 

3.分組查閱相關資

料，完成「偉人傳

記」報告。 

一、熟練三位數乘法、末位是 0的乘法、三位數除以三位數、末位是 0的除法。  

二、理解因數、公因數、最大公因數意義與求法。  

三、能認識並理解正多邊形、三角形的特性。  

四、理解擴分、約分，運用通分解決異分母分數大小比較問題。  

五、認識線對稱圖形的意義並畫出對稱圖形。  

六、透過通分解決異分母分數的加法、減法問題。  

七、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八、能理解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面積公式，應用公式求出複合圖形面積。  

九、能使用分、秒、時、分、日、時進行乘除與單位換算。  

十、認識三位以上小數並進行大小比較，解決有關四位以內直式加減計算問題。 

教學 

內容 

ㄧ、 做人做事做長久  

二、孔雀錯了  

三、 折箭  

四、 服務人群  

五、 到南方澳去  

六、 護送螃蟹過馬路  

七、 海洋朝聖者  

八、 美，是一種感動  

九、 尋找藝術精靈  

十、 在黑暗中乘著音樂飛翔  

十一、 讀信的藍衣女子  

十二、 耶誕禮物  

十三、 漫遊詩情  

十四、我的書齋 

1.透過回憶，撰寫「難

忘的比賽」。  

2.發揮創意，進行「一

個有趣的夢」創作。  

3.透過資料蒐集，撰

寫「偉人傳記」並進

行報告。 

1乘法和除法    

2因數和倍數    

3多邊形      

4 擴分、約分和通分 

5 線對稱圖形    

6 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7 整數四則計算 

8 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積 

9 時間的乘除 

10 小數的加減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2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3/4/10~2023/10/11) 

年級 小五 

科目 日語 

任課 

教師 
高橋佳奈子 

教學 

目標 

⑴ 日常生活に必要な日本語の知識や技能を身に付けるとともに，日本の言語文化に親しんだり理解し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⑵ 筋道立てて考える力や豊かに感じたり想像したりする力を養い，日常生活における人と 

の関わりの中で伝え合う力を高め，自分の思いや考えを広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⑶言葉がもつよさを認識するとともに，進んで読書をし，日本語の大切さを自覚して思いや 

考えを伝え合おうとする態度を養う。 

教學 

內容 

教えてあなたのこと   かんがえるのっておもしろい    なまえつけてよ   漢字のなりたち   春の空 

きいて、きいて、きいてみよう   漢字の広場①   見立てる   言葉の意味がわかること   和語・漢語・外来語 

日常を十七音で   古典の世界（１）   目的の応じて引用するとき   みんなが過ごしやすい町へ   同じ読み方の漢字 

夏の夜   作家で広げるわたしたちの読書   カレーライス   からたちの花   どちらを選びますか   新聞を読もう 

敬語   たずねびと   漢字の広場②   漢字の読み方と使い方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2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3/4/10~2023/10/11) 

年級 小五 

科目 自然 

任課 

教師 
陳志文 

教學 

目標 

第１單元 太陽  

1.透過觀測、記録等方法了解太陽一天中的位置變化  

2.透過四季竿影的觀測資料説明四季日出、日落、日中天的變化並認識不同季節的氣溫與高度角的規律變化  

3.了解太陽是一顆會發光、發熱的恒星並知道太陽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知道太陽能的應用並認識有關太陽的計時工具及了解其計時原理  

第２單元 植物世界  

1.透過觀察、實驗了解各種植物的構造和功能  

2.知道植物可利用不同部位繁殖並且透過品種改良培育許多品種的植物，了解開花植物與不開花植物的特徴  

3.知道可以依據自訂的標準來分類植物及藉由二分法來分類植物  

第３單元 空氣與燃燒  

1.觀察日常生活中燃燒現象，知道有空隙的地方，燃燒比較旺盛  

2.操作胡蘿蔔丁與雙氧水混合的方法製造氧氣。  

3.知道氧氣具有幫助燃燒的特性，並認識生活中氧氣應用的例子  

4.利用醋與小蘇打粉的作用製造二氧化碳  

5.了解二氧化碳不具有助燃性，並認識澄清石灰水變混獨是檢驗二氧化碳的方法之一。  

6.認識生活中二氧化碳應用的例子  

7.了解「燃點」與燃燒的關係，並知道缺乏一種燃燒的要素（可燃物、助燃物、燃點），就可以滅火  

8.了解滅火的原理、火災的預防與逃生方法  

第４單元 聲音的探討  

1.察覺日常生活中的聲音  

2.觀察聲音的大小、高低的變化  

3.探究空氣柱的長短會影響聲音的高低  

4.能分辨毎個人説話的聲音不同  

5.由生活實例察覺音量過大或雜亂會使人身心受損  

6.執行噪音調査並研究改善的方法 



教學 

內容 

➀１－１ 太陽一天中的位置變化  

② １－２ 四季日升日落的變化  

③ １－３ 太陽對生活的影響  

④ ２－１ 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⑤ ２－２ 植物的繁殖 

 ⑥ ２－３ 植物的分類  

⑦ ３－１ 氧氣  

⑧ ３－２ 二氧化碳  

⑨ ３－３ 燃燒與滅火  

⑩ ４－１ 有聲世界 

 ⑪ ４－２ 聲音的變化  

⑫ ４－３ 噪音對生活的影響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2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3/4/10~2023/10/11) 

年級 小五 小五 小五 小五 

科目 體育 社會 英語 日社 

任課 

教師 
簡鸜道 錢婉瑜 李思賢 石岡優力 

教學 

目標 

學會球類-躲避球/田

徑-起跑姿勢/墊上運

動-跳箱的技能，並且

能夠熟練地應用於

比賽，了解基本規則

及基礎知識 

 

認識臺灣的地理環境、氣候

以及歷史。 

1. 願意開口說英文並奠定字彙和閱讀學習基礎。 

2. 藉由生活化、實用化及趣味化的教學情境

和學習活動與生活經驗連結，培養日常溝

通能力。 

社会的な見方・考え方を働かせ、課題を追究したり解決したり

する活動を通 して、グローバル化する国際社会に主体的に生

きる平和で民主的な国家及び社 会の形成者に必要な公民とし

ての資質・能力の基礎を次のとおり育成すること を目指す。 

教學 

內容 

球類 -躲避球 /田徑 -

起跑姿勢/墊上運動-

跳箱 

一、 認識我們的臺灣。 

二、 臺灣的自然環境。 

三、 規範面面觀。  

四、 早期的居民。  

五、 看見福爾摩沙。 

六、 唐山過臺灣。 

 

Starter Unit  

Unit 1 Where Are you going?  

Unit 2 What do you see?  

Unit 3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Dinner? 

Unit 4 How Do You Feel?  

Culture & Festivals 

1日本の国土と人々のくらし   

② 世界から見た日本  

②日本の地形や気候 

③さまざまな土地のくらし 

（1）あたたかい沖縄県に住む人々のくらし 

（2）低地に住む岐阜県海津市の人々のくらし  

2わたしたちの食生活を支える食料生産  

② 食生活を支える食料の産地  

②米作りのさかんな地域  

③ 水産業のさかんな地域 ④これからの食料生産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2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3/4/10~2023/10/11) 

年級 小五 小五 小五六男 小五六女 小五 

科目 音樂 圖工 傳文 傳文 電腦 

任課 

教師 
江素珍 黃思涵 謝賢榮 林淑姿 湯哲偉 

教學 

目標 

探索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的內

涵；在生活中，透過各種活動探索藝

術之美表達自己的感情，增加對藝術

的理解與關懷。 

1.能利用著色工具學習構圖上色

技巧 

2.能利用木工工具，學習簡單使用

方式 

3.能學習使用針線 

4.配合節日製作各種應景作品 

上敬下愛、

龍馬精神 

能體認身體各部位的 動能，並流

暢執行舞蹈 基本動作。 藉由藝

術活動之參與， 以提升團體合作

與生 活美感經驗。 對舞蹈文化

有初步的 認識。 

1. 使學生了解文書處理的

基本概念。 

2. 使學生能操作文書處理

軟體。 

3. 學生能尊重智慧財產權

觀念。 

教學 

內容 

第五單元 一第八單元  

歌曲：當我們同在一起 歡樂歌 我

的動物朋友 小白花 蝴蝶飛 拜年 

點仔膠 採蓮謠 この山光る 茶色

のこびん とんび オーラリー 牧

場の朝等  

樂典：認識反覆記號 認識銅管樂器 

認識音程 認識人聲的種類 認識三

拍子等  

作曲家：貝多芬 約翰 史特勞斯 韓

德爾等 

1.教室布置 

2.華僑總會繪畫比賽 

3.木工 布告欄 

4.福氣掛飾 

5.聖誕卡片 

舞龍 金旭飄舞慶豐收 1. Word 操作環境介紹 

2. 表格建立與編修 

3. 插入圖片與圖片編輯 

4. 圖文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