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1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2/10/17~2023/3/22) 

年級 小一 小一 小一 小一 小一 

科目 國語 數學 日語 生活 說話 

任課 

教師 
莊靜芬、林淑姿 莊靜芬、林淑姿 山崎こずえ 莊靜芬、林淑姿 

莊靜芬、林

淑姿 

教學 

目標 

1.能拼讀國字注音符號。 

2.能正確寫出生字注音 。 

3.能回答課文相關內容 。 

4.能專心聆聽並覆述上 課內容 。 

5.能應用句型寫出語句 。 

6 .能達到聆 聽、背誦及轉 述重點的

能 力。 

7 .會簡單的日 常生活的口語 表達。 

 8.培養發表的 興趣及自信。  

9.能注意聆聽 及說話的禮 貌。 

1.認識 100 以內的數及 100 以內兩

數 的大小比較。 

2.認識及使用 1 元、5 元、10 元和 50 

元的錢幣。 

3.認識百數表並進行 2 個一數、5 個

一 數、10 個一數的數數活動。 3.認

識日曆、月曆和今天、明天、昨天 的

用語及其相互關係。 

4.解決和在 18 以內的加法/減法問題 

並用算式記錄解題的過程和結果。  

5.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二位數加一位 

數的問題。 6.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二

位數減一位 數的問題。 7.透過實際

操作，進行長度的間接比 較和個別單

位比較，並進行長度的合 成分解活

動。 

 8.認識「形狀」的意義。 

 9.依給定圖示，透過拼圖，進行平移、 

翻轉、比對...全等操作的練習。 

 10.能將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做分類與 

紀錄。 

１．漢字（送り仮名を含む）が

正しく読める・書ける  

２．適切な言葉遣いで話すこと

ができる  

３．正しい文法を用いて文章が

書ける（120 字程度）  

４．作文用紙の使い方を覚える  

５．物語の登場人物の気持ちや

情景を読み解くことができる  

６．説明文の内容を読み解くこ

とができる  

７．問いに対し、自ら考え、積

極的に回答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８．他の児童と協力しながら学

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1.能用多元的方式分享、傳遞訊息。 

2.理解生活周遭的訊息所代表的意義，並找出重要 

訊息。 

3.觀察並記錄植物的外貌特性及生長狀況。 

4.能把觀察到的動植物畫下來。 

5.能遵守規則和禮儀，和同學開開心心一起玩。 6.能

找出手做玩具的缺點，並找出方法來改進玩 具，或

發現優點提供他人來改善玩具。  

7.能觀察身邊物的色彩與生活的關聯。 

8.能做出不同顏色的混色效果。  

9.能說出天氣熱時，應注意哪些事情以保護自己。 

10.能把自己對夏天的觀察、感受或期待畫出來。 

11.能對下雨前的自然現象有所察覺。 

12.能發現水有浮力的特性。 

・能達到聆 聽、

背誦及轉 述重

點的能 力。 

 ・會簡單的日 

常 生 活 的 口 語 

表達。  

・ 培 養 發 表 的 

興趣及自信。 

 ・能注意聆聽 

及 說 話 的 禮 

貌。 

教學 

內容 

第一課 太陽是充電機 第二課 春雨

是什麼顏色 第三課 山中音樂會 第

四課 書是我的好朋友 第五課 風喜

歡和我玩 第六課 鄰居的小孩 第七

課 畫畫 第八課 給松鼠的卡片 第九

課 張奶奶的寶貝 第十課 井裡的小

青蛙 第十一課 吃星星的小鴨子 第

十二課 快樂不止一半 

第一單元 數到 100 第二單元 18 以

內的加法 第三單元 長度 

第四單元 18 以內的減法 第五單元 

圖形和形體 第一~五單元複習 期中

考 第六單元 幾月幾日 第七單元 錢

幣 第八單元 二位數的加減 第九單

元 做紀錄 第六~九單元複習 期末考 

教科書「こくご 一下 ともだ

ち」 

漢字「あかねこかんじスキル１

ねん上・下」 

いずれも最後まで 

第一單元 訊息的傳達 第二單元 美麗的春天 第三

單元 玩具總動員 第四單元 美麗的彩色世界 第五

單元 夏天與端午 第六單元 雨和水 

聆聽練習 

看圖說話 

造句練習 

自我介紹 

問答練習 

 



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 111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2022/10/17~2023/3/22) 

年級 小一 小一 小一 小一 小一 

科目 英會話 圖工 體育 傳文 音樂 

任課 

教師 
ジャンジェ 惠美理 莊靜芬 元田昌子 謝賢榮 張瑞銘 

教學 

目標 

To know and recognize all the 

alphabet, to be alble to use 

classroom language, to be 

able to sing and chant in 

English, and to be able to 

have simple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1、認識彩繪創作的工具媒材 

2、能欣賞高更的畫作，並能

提自己的審美觀 

・短縄 

・ボール運動 

・器械体操 

一意専心、精神一到 

( 一 所 懸 命 に 頑 張 っ

て、出来ること・出来

たこと。) 

一、能夠了解音的高低 

二、認識五線譜 

三、節奏練習 

教學 

內容 

Learn the alphabet from Nn to 

Zz 

Learn classroom language such 

as take out your book and repeat 

after me  

Sing and chant in English 

1、現實的空間的關係、色彩

的原理、動態的結構。 

2、訓練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

力。 

3、在美術活動中大膽的採用

各種造型方式，並藉助語言

表達自己的想法。 

・いろいろな跳び方を知り諦め

ず最後までやり遂げる 

・サッカー、ドッチボール  他者

を思いやりチームで協力する 

舞龍、舞獅 一、國歌、國旗歌、校歌練習。 

二、日本歌曲、季節歌曲教唱。 

三、課本上教學、夏天的夜晚、

下雨、瞎子聽鈴、春天到了、

春姑娘、蝴蝶、春神來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