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Tzu Chi Academy, Irvine
2015-2016 學年度教學進度表 Class Schedule
班級： 六年慈班班

教師：許美玲 老師

tzuchixulaoshi@gmail.com

714-734-2321

課程內容：
日期

8/30/15

週
次

1

學校行事曆

預定教學進度 / 人文課活動 / 靜思語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課 part 1
開學日：各班家長會、補註冊、才
手寫作業：p. 1-6
藝班調班。
錄音打字作業：無 (了解並練習使用電腦錄音與漢語拼
音打字)
人文主題：課堂禮儀及家長會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課 part 2
Labor Day

9/6/15

2

手寫作業：p. 7-12
錄音打字作業：無

正常上課。中文班教師提交幹部名
人文主題：友愛、接納，不排斥同學
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3VWc5rZiI
靜思語：以誠待人，則人人可親，人人可愛
才藝班調班截止。

9/13/15

3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課 part 3
手寫作業：p. 13-18

10:30AM 慈少簡介及 AP Chinese 說 錄音打字作業：無
明會 at HLG(八至十年級)。
人文主題：友愛 (這不是我的皮夾子嗎？)
靜思語：以誠待人，則人人可親，人人可愛

9/20/15

4

地震暨緊急狀況疏散演習 1111:30AM。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二課 part 1
手寫作業：p. 25-30
錄音打字作業：無
人文主題：竹筒歲月
靜思語：愛與感恩是善的循環

全校家長座談會（9 AM – 10:30
AM, HLG 教室 ) ，幼慈、幼濟及
9/27/15

5

新家庭家長務必參加。
慈少相見歡，2-5PM 在橙縣聯絡
處，慈少家長及學生需出席 。
中秋節。9/28 教師節。

8/29/15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二課 part 2
手寫作業：p. 31-36
錄音打字作業：“吃包子” - 構思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竹筒歲月
靜思語：愛與感恩是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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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二課 part 3
手寫作業：p. 37-42
10/4/15

10/11/15

6

將竹筒發至新學生或需要再申請的
學生。

錄音打字作業：吃包子” - 構思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堅持，勇氣 (朱邦復的故事)
靜思語：信心、毅力、勇氣三者具備，則天下沒有做不
成的事。

放假 (教育年會)
日 放假 (教育年會暨教育人文營) 。 手寫作業：p. 19-24, p. 43-48
錄音打字作業：“吃包子” - 交 故事打字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二課總複習
手寫作業：第一~二課複習作業共六頁
正常上課。

10/18/15

7

錄音打字作業：“吃包子” –修改故事
人文主題：堅持，勇氣 (德里克.雷德蒙)
靜思語：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Do not under estimate yourself; everyone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進度：期中考 (範圍：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二課)
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三課 part 1

10/25/15

8

正常上課。 期中考。

手寫作業：p. 49-54
錄音打字作業：“吃包子” –交 故事錄音
人文：因期中考暫停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三課 part 2
手寫作業： p. 55-60

11/01/15

9

日光節約時間結束，往回撥慢一小
錄音打字作業：“紅襪子” - 構思故事內容
時（2AM -> 1AM）。
人文主題：堅持 (影片：雷德蒙)
幼慈幼濟至聯絡處上人文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8aSp3HXVQ
靜思語：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三課 part 3
正常上課。

11/08/15

10

手寫作業：p. 61-66
錄音打字作業：“紅襪子” - 交 故事打字
人文主題：感恩
靜思語：要感恩幫助我們的人，也要感恩接受我們幫助
的人

11/15/15

11

正常上課。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四課 part 1
手寫作業：p. 73-78
錄音打字作業：“紅襪子” –修改故事
人文主題：感恩
靜思語：天天感恩，日日知足

8/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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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四課 part 2
手寫作業：p. 79-84
11/22/15

12 正常上課。

錄音打字作業：“紅襪子”–交 故事錄音
人文主題：去貪就簡 (影片：球鞋)
靜思語：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11/29/15

日

放假（11/26 Thanksgiving 感恩
節）。

錄音打字作業：無
手寫作業：p. 67-72,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四課 part 3

12/06/15

12/13/15

活動處與老師討論結業典禮暨人文 手寫作業：p. 85-90
13 成果展草案。
錄音打字作業：無

14

三慈三濟至聯絡處上人文課。

人文主題：去貪就簡 (影片：廚餘桶的秘密)
靜思語：如果人人能節省惜福，貧窮就不存在。

正常上課。

進度：六慈六濟至聯絡處上人文課

六慈六濟至聯絡處上人文課。
手寫作業：p. 91-96
「校內詩詞朗誦、演講比賽」報名 錄音打字作業：無
開始。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三~四課總複習
手寫作業：第三~四課複習作業共六頁

12/20/15

15 正常上課

12/27/15

日

1/03/16

日

人文主題：善解
靜思語：愛別人如自己，將我心比他心

放假（Winter Recess 12/21 – 1/3） 手寫作業：無
。
閱讀作業：第一至四課課文
放假（Winter Recess 12/21 –
1/3）。

錄音打字作業：“南極的禮物” - 構思故事內容
進度：期末考 (範圍：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一~四課)

1/10/16

結業典禮暨人文成果展節目定案。
手寫作業：
SAT 中文模擬考試報名開始。
16
錄音打字作業：“南極的禮物” - 交 故事打字
「校內詩詞朗誦、演講比賽」報名
人文主題：善解
截止。
靜思語：一個缺口的杯子，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它，它仍
然是圓的。

1/17/16

8/29/15

17

期末考、第一學期結束。
校內詩詞朗誦、演講比賽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五課 part 1
手寫作業： p. 97-102

（1/18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錄音打字作業：“南極的禮物” - 修改故事內容
人文：因期末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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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24/16

1/31/16

週
次

18

學校行事曆

預定教學進度 / 人文課活動 / 靜思語

第二學期

第二學期

發第一學期成績單、郵寄學分班
英文成績單。

19 正常上課。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五課 part 2
手寫作業：p. 103-108,
錄音打字作業：“南極的禮物” - 交 故事錄音
人文主題：歲末祝福的緣起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五課 part 3
手寫作業：p. 109-114
錄音打字作業：“快樂的花斑馬” - 構思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歡喜有緣 - 福慧紅包說明與意涵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六課 part 1

2/07/16

學校新春活動。竹筒回娘家。才
20 藝班不上課
2/8 - 農曆新年

手寫作業：p. 121-126
錄音打字作業：“快樂的花斑馬” - 交 故事打字
人文主題：助人
靜思語：要把好心化做行動，才能成就好事。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六課 part 2

2/14/16

21 正常上課。

手寫作業：p. 127-132
錄音打字作業：“快樂的花斑馬” - 修改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合作
靜思語：人人和心、合力，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六課 part 3

2/21/16

22 正常上課。2/22 農曆元宵節

手寫作業：p. 133-138
錄音打字作業：“快樂的花斑馬” - 交 故事錄音
人文主題：合作
靜思語：人人和心、合力，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五~六課總複習

2/28/16

23

正常上課。
九/十慈至聯絡處上人文課

手寫作業：第五~六課複習作業共四頁
錄音打字作業：“兔子的門” - 構思故事內容
人文：因期中考暫停

8/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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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6

SAT 中文模擬考試（HLG 教
24 室）。

進度：其中考
手寫作業：p. 139-144
錄音打字作業：”兔子的門” - 交 故事打字
人文主題：反省
靜思語：與人相處猶如照鏡子，要鏡中人笑，自己要先
笑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七課 part 1

3/13/16

手寫作業：p. 145-150
錄音打字作業：“兔子的門” - 修改故事內容

25 期中考。日光節約時間開始，往
人文主題：反省
前撥快一小時（1AM -> 2AM）。
靜思語：把他人拿來做自己的鏡子，看到優點可以自我
鞭策，看到缺點則自我反省。

3/20/16

正常上課。聯合會春季學術比賽
26 ，Arcadia High School。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七課 part 2
手寫作業：p. 151-156
錄音打字作業：“兔子的門” - 交 故事錄音
人文主題：反省
靜思語：把他人拿來做自己的鏡子，看到優點可以自我
鞭策，看到缺點則自我反省。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八課 part 3

3/27/16

27 正常上課。

手寫作業：p. 157-162
錄音打字作業：“小貓和小狗” - 構思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仁愛
靜思語：要比誰更愛誰，不要比誰更怕誰

4/03/16

日 春假（3/28 – 4/3）。4/5 清明節。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八課 part 1

4/10/16

2016－17 學年度註冊資料發至各 手寫作業：p. 169-174
28 班。
錄音打字作業：“小貓和小狗” - 交 故事打字
才藝班作品展。

人文主題：仁愛
靜思語：有愛心，就能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八課 part 2

4/17/16

舊生及舊生 sibling 註冊開始。
29 老師提供識字比賽學生名單。
全校成果展排演。

4/24/16

舊生及舊生 sibling 註冊本週截
30 止。
全校成果展排演。

8/29/15

手寫作業：p. 175-180
錄音打字作業：“小貓和小狗” - 修改故事內容
人文主題：仁愛
靜思語：有愛心，就能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八課 part 3
手寫作業：p. 181-196
錄音打字作業：“小貓和小狗” - 交 故事錄音
人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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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七~八課總複習
手寫作業：第七~八課複習作業共六頁
5/01/16

注音班新生及轉學新生註冊。
31 識字比賽。
全校成果展排演。

閱讀作業：第七至八課課文
錄音打字作業：無
人文主題：行善、行孝 - 製作母親節卡片
靜思語：1. 讓父母歡喜安心就是孝順
2. 心中有愛也要行中有愛

學校三節合一浴佛慶典暨孝親感
恩會。
5/08/16

32 期末考。
注音班新生及轉學新生註冊。

進度：期末考 (範圍：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七~八課)
錄音打字作業：無
人文主題：行善、行孝 - 孝親感恩會

才藝班最後一節課。
5/15/16

5/22/16

8/29/15

日 放假 (IUSD Junior Olympic)。

33

爾灣人文學校十八週年結業典禮
暨人文教育成果展，才藝班靜態
成果展。發學生暑假作業、學生
成績單、學分班英文成績單。

放假

結業典禮暨人文教育成果展，發學生成績單、暑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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