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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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 小五 

科目 國語 作文 數學 

任課 

教師 
黃思涵、洪雨致 黃思涵、洪雨致 黃思涵、洪雨致 

教學 

目標 

藉由課程內容學習生字、語詞、句型等內容，

同時由文章當中找出可學習之名言佳句及

做人處事的道理。 

將已學得的語文能力學以致用，書寫出４

００～５００字左右的文章，並熟練 

１．摹寫、引用、擬人法 

２．讀書心得報當、詳寫、略寫 

３．順敘法、倒敘法 

1.能理解分數、小數、百分率之間的換算計算方式及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能熟練小數除以整數的計算。 

3.能熟識幾合圖形、並熟練容積和容量。 

4.能熟練面積、體積、容積之間的單位換算。 

教學 

內容 

1. 為一本書留一種味道 

2. 讀書報告---佐賀的超級阿嬤 

3. 怎樣成為小作家 

4. 小兔彼得和波特小姐 

5.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6. 凝聚愛的每一哩路 

7. 一針一線縫進母愛 

8. 天涯若比鄰 

9. 尼泊爾少年 

10. 橘色打掃龍 

11. 根本沒想到 

12. 沉默的動物園 

13. 被埋葬了的城市 

14. 地下護衛軍 

1.我的夢想 

2.我最親愛的家人 

3.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 

4.制作一本小書 

1.分數的除法   

2.小數的乘法   

3.扇形 

4.正方體和長方體  

5.整數、小數除以整數  

6.生活中的大單位 

7.柱體、錐體和球體 

8.比率和百分率 

9.容積和容量 

10.怎樣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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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の夕暮れ  漢字の広場  固有種が教えてくれること［情報］統計資料の読み方   グラフや表を用いて書こう 

古典芸能の世界－語りで伝える  カンジー博士の暗号解読  古典の世界（二）  漢字の広場④ やなせたかし－アンパンマンの勇気 

あなたは，どう考える  冬の朝  生活の中で詩を楽しもう  方言と共通語  漢字の広場⑤ 

想像力のスイッチを入れよう  複合語  伝わる表現を選ぼう  この本，おすすめします  提案しよう，言葉とわたしたち 

日本語の表記  漢字の広場⑥  大造じいさんとガ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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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 小五 小五 

科目 體育 社會 英語 日社 

任課 

教師 
簡鸜道 黃思涵 李思賢 石岡優力 

教學 

目標 

透過體育課習得體

育技巧及知識並培

養其運動家精神 

藉由課程了解台灣近代歷

史演進 

(1)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奠定

良好的學習態度與方法。 

(2) 培養學生聽、說、讀、寫英語的基

本能力。 

(3) 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基本認識

與尊重，開展學生的世界觀。 

社会生活についての理解を図り、日本の国土 と歴史に対する理解と愛情

を育て、国際社会に生きる平和で民主的な国家・社会の形成者として必要

な公民的資質の基礎を養う。 

教學 

內容 

桌球/足球/馬

拉松/跳箱 

1.延續上學期鄭式治台的

歷史，這學期將講敘 19 世

紀後的台灣，日本殖民時

期的台灣，中華民國在台

灣。最後以台灣整體社會

變遷與文化作為結束。 

2.希望學生能藉由台灣的

教材，了解從中華民國角

度出發的歷史。並能尊重

不同立場對於歷史的不同

詮釋。 

 

（1）課本、習作 

（2）學習單、自製講義 

（3）投影片、影片、歌曲 

（4）桌遊 

2 わたしたちの食生活を支える食糧生産 

 ⑶水産業のさかんな地域 

 ⑷これからの食料生産 

3 工業生産とわたしたちのくらし 

 ⑴くらしや産業を支える工業生産 

 ⑵自動車工業のさかんな地域 

 ⑶日本の貿易とこれからの工業生産 

4 情報社会に生きるわたしたち 

 ⑴情報をつくり、伝える 

 ⑵情報を生かして発展する産業 

5 国土の環境を守る 

 ⑴環境とわたしたちのくらし 

 ⑵森林とわたしたちのくらし 

 ⑶自然災害から人々を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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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 小五 

科目 自然 電腦 圖工 

任課 

教師 
宋元惟 湯哲偉、陳志文 蘇冠菁 

教學 

目標 

1.培養對事物因果關係的理解與觀察力 

2.培養對事物因果關係的歸納與推理能力 

 

能認識機器人的零件。 

能組裝完成機器人。 

認識電池與動力。 

認識超音波感應器、變數版。 

認識 Flipcode 的基本設定。 

認識函式的使用方式。 

配合季節與節慶製作作品 

能與同學協力創作 

能欣賞他人作品 

能說明自己的作品 

 

教學 

內容 

10 月 第一單元 星星的世界 

11 月 第二單元 動物的生活 

12 月 複習  期中考 

1 月   第三單元 水溶液的性質 

2 月   第四單元 力與運動 

3 月   期末考 

機器人的奧妙。 

遙控機器人。 

機器人的靈魂之窗。 

機器人的思考邏輯。 

關於自動駕駛車的秘密。 

萬聖節 

秋天的獅子 

聖誕節 

賀新年 

作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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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小五六男 小五六女 

科目 音樂 傳文 傳文 

任課 

教師 
江素珍 謝賢榮 林淑姿 

教學 

目標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質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龍馬精神、

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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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內容 

第五單元：感恩的心  母親教我唱歌 認識三連音 認識樂器 英國管 

第六單元：民歌采風 各國民歌欣賞  1.紫竹調 2.荒城之月 3.可愛陽光 

第七單元：永恆的回憶  認識 F 大調終止式 1.萍聚 

第八單元：演奏生命節奏 認識切分音 野宴 

舞龍、舞獅 即興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