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六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計分標準 

及比例 
定期 

50% 

平時 

50%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語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測驗評量之。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實踐 10﹪ 

(三)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

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作業 10﹪ 

(二)口語表達 10﹪ 

(三)實踐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

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

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評量 100% 

一、紙筆測驗 70% 

--習作作業 30% 

--紙筆測驗 40% 

二、實作評量 30% 

--口頭報告 20% 

--鑑賞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測驗評量之。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一、定期 50﹪ 

(一)第 1次 25﹪ 

(二)第 2次 25﹪ 

 

二、平時 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實踐 10﹪ 

(三)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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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課

程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自然科學)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實驗操作、觀察記錄、

小組互動表現、習作評量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
﹪(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

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實

驗操作、觀察記錄、小

組互動表現、習作評

量、上台發表)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上學期第 9週以「製作簡單的
樂器」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規劃下學期第 19 週以「永續經營

地球」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社會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

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

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定期評量 50% 

平時評量 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實作評量 30% 

--口頭報告 20% 

  --行為觀察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視

覺

藝

術 

--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

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二)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

之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四)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一、不定期 100﹪ 

(一)實作 25﹪ 

(二)鑑賞 25﹪ 

(三)作業 25﹪  

(四)實踐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 不定期 

一、平時 

(一)表演：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評量

之。 

(二)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

之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四)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一、不定期 100﹪ 

(一)表演 25﹪ 

(二)鑑賞 25﹪ 

(三)作業 25﹪  

(四)實踐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 不定期 

一、平時 

(一)表演:就學生表演活動評量之 

(二) 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

現評量之 

一、平時 100％ 

(一)表演:60％ 

(二)實踐 4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 不定期 

一、平時 

(一) 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

材內容測驗評量之。 

一、平時 100％ 

(一) 紙筆測驗 30％ 

(二) 晤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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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晤談：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

程，了解學生反應情形評量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三) 實踐 4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 不定期 

一、平時 

1.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

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2.晤談：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程，

了解學生反應情形評量之。 

3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內

容測驗評量之。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晤談 20％ 

3.紙筆測驗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

現評量之。 

(二)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

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一、不定期 100﹪ 

(一) 實踐 50﹪ 

(二) 實作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延平小文青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

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二) 實作評量       

50% 

資訊 E點通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

解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二) 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

量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一、平時 100﹪ 

(一)實作 50﹪ 

(二)作業 30﹪ 

(三)實踐 20﹪ 

芝麻開門～延平

小飛番展風華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三)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測驗評量之。 

(一)實踐 20﹪ 

(二)作業 30﹪ 

(三)紙筆測驗 50﹪ 

國際新視野 依單元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

單 50﹪(學習單、作

業) 

(二)實作評量 50﹪

(口頭報告、實際操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 

作、作品製作、行為

觀察) 

法定教育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一)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三)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測驗評量之。 

(一)實踐 20﹪ 

(二)作業 30﹪ 

(三)紙筆測驗 50﹪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五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計分標準 

及比例 
定期 

50% 

平時 

50%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語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書面報告、聽力與口

語溝通、行為觀察 

一、定期 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 50﹪ 

(一)紙筆測驗：30﹪ 

(二)實作：10％ 

(四)閱讀：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作業 10﹪ 

(二)口語表達 10﹪ 

(三)實踐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

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

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

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

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

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平時 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 

(二)作業 20﹪ 

(三)口試 30﹪ 

(四)上台發表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行為觀察、實際操

作 

一、定期 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 50﹪ 

(一)紙筆測驗：30﹪ 

(二)實作：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

活

課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自然科學) 

次 不定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定期 50％ 

(一)第 1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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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一)紙筆測驗：依教學目標與教材

內容測驗評量之。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四)報告:就學生閱讀、觀察、實

驗、調查等，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

評量之。 

(五)上台發表：就學生閱讀、觀察、

實驗、調查等，所得之結果上台發

表。 

(二)第 2次 25﹪ 

 

二、平時 50﹪ 

(一)紙筆測驗 10﹪ 

(二)實踐 10﹪ 

(三)作業 10﹪ 

(四)報告 10﹪ 

(五)上台發表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社會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

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

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定期評量 50% 

平時評量 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實作評量 30% 

--口頭報告 20% 

  --行為觀察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視

覺

藝

術 

0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實作：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鑑賞、行為

觀察、口頭報告 

一、平時 100﹪ 

(一)實際操作：30％ 

(二)作品製作：30﹪ 

(三)鑑賞：20％ 

(四)口頭報告 10％ 

(五)行為觀察：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0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實作： 

實際操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 

一、平時 100﹪ 

(一)實際操作：40％ 

(二)展演：30％ 

(三)鑑賞：20％ 

(四)行為觀察：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表演:就學生表演活動評量之 

(二) 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二、平時 100％ 

(一)表演:60％ 

(二)實踐 4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

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習單、作業、

紙筆測驗、檢核表) 

(二)實作評量 50﹪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

語溝通、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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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

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紙筆測驗、檢核

表) 

(二)實作評量 50﹪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

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0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學習單 

(二)實作評量：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行為觀察 

一、平時 100﹪ 

(一)學習單：40％ 

(二)書面報告：30％ 

(三)口頭報告：20％ 

(四)行為觀察：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上學期第 14.15 週以「大自然

受傷了」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規劃下學期第 11.12 週以「戶外活

動樂趣多」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延平小文青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

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三) 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 
(四) 實作評量       50% 

資訊 E點通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平時 

(一)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

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二) 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

評量之。 

一、平時 100﹪ 

(一)實作 50﹪ 

(二)作業 30﹪ 

(三)實踐 20﹪ 

國際新視野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50﹪

(口頭報告、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行為

觀察) 

芝麻開門～延平

小飛番展風華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 
(二)實作評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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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法定教育 
依各議題課程評

量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

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

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

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二)實作評量 50%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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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四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計分標準 

及比例 
定期 

50% 

平時 

50%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語 2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20﹪     

(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觀察) 

(三)閱讀成績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2次 
不定

期 

一、定期： 

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

品製作、展演。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

﹪(學習單、習作作業、

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口

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

通、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0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或其他方式。 

平時評量 

一、紙筆測驗 70% 

--作業 30% 

--紙筆測驗 40% 

二、實作評量 30% 

--口頭報告 20% 

--鑑賞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學

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聽力與口

語溝通、實際操作、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

活

課

程 

自然與 

生活科

技 
(自然科

學) 

2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

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實驗操作、觀察記錄、小

組互動表現、習作評量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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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上學期第 20週以「家庭中的電池
用品」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規劃下學期第 9 週以「我們周遭常見

的昆蟲介紹」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實驗操

作、觀察記錄、小組互動表

現、習作評量、上台發表) 

社會 2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習

作作業、紙筆測驗) 

(二)實作評量 20﹪(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行為觀察) 

每位學生上台發表搭配書面報告將

觀察探討家鄉傳統生活與現代生活

的不同處。 

(四/社)第四單元家鄉的生活作息 

第一課傳統的生活作息/第二課現代

的生活作息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視

覺

藝

術 

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20﹪(學

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80﹪(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學

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70﹪(聽力與口

語溝通、實際操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次 
不定

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

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

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

習單、作業、紙筆測驗、檢核表) 
(二)實作評量 50﹪(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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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20﹪(學

習單、評定量表) 
(二)實作評量 80﹪(聽力與口

語溝通、實際操作、展演、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次 
不定

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

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

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20﹪(學

習單、檢核表) 
(二)實作評量 80﹪(聽力與口

語溝通、實際操作、行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校本課程-

在地美食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

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

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學

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70﹪(口頭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國際新視野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

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

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50﹪(口頭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資訊 E點通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平時 

(一)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決

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二) 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平時 100﹪ 

(一)實作 50﹪ 

(二)作業 30﹪ 

(三)實踐 20﹪ 

延平小文青 
依課程主題評

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

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

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 

    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 

    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 

    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 

(五) 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六) 實作評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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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依各議題課程

評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

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50﹪(口頭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製作、行為觀察)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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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三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計分標準 

及比例 
定期 

50% 

平時 

50%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語 2次 不定期 

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定期評量：50﹪ 

  --第一次 25% 

    --第二次 25% 

平時評量：50﹪ 

一、平時作業 10% 

二、課堂參與 20% 

三、團隊合作 20% 

四、閱讀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2次 不定期 

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定期評量：50﹪ 

  --第一次 25% 

    --第二次 25% 

平時評量：50﹪ 

一、平時作業 10% 

二、課堂參與 20% 

三、團隊合作 20% 

四、觀察評量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

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

他方式。 

平時評量 

一、紙筆測驗 50% 

--作業 20% 

--紙筆測驗 30% 

二、實作評量 50% 

-- 說話 20% 

-- 聽力 10% 

-- 閱讀 10% 

  -- 上台發表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上學期第 21 週,將課文-5.去

旅行情境改寫成劇本並演出。 

規劃下學期第 20 週,將課文-5.踅

夜市情境改寫成劇本並演出。 

數學 2次 不定期 

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定期評量：50﹪ 

  --第一次 25% 

    --第二次 25% 

平時評量：50﹪ 

一、平時作業 10% 

二、課堂參與 20% 

三、實作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

活

自然與 

生活科技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一、定期：50﹪ 

(一)第 1 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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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自然科學)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實驗操作、觀察記錄、

小組互動表現、習作評量或其他方式。 

(二)第 2 次：25﹪ 

二、平時：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
﹪(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

驗) 

(二)實作評量 20﹪(實驗操

作、觀察記錄、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上台發表)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上學期第 21週以「磁鐵在生
活中的應用」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規劃下學期第 20週以「動物的溝

通方式」蒐集資料上台報告 

社會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

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

他方式。 

定期評量 50% 

平時評量 50% 

一、紙筆測驗 20% 

二、實作評量 30% 

--口頭報告 20% 

  --行為觀察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視

覺

藝

術 

次 不定期 

 (一)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

他方式。 

平時評量 100% 

(一)實際操作 40% 

(二)作品製作 40% 

(三)鑑賞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

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鑑賞 

平時評量 100% 

(一) 展演 50% 

(二) 互動評量 25% 

(三) 紙筆測驗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0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

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學習單、作業、

紙筆測驗、檢核表) 

(二)實作評量 50﹪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

語溝通、行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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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0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

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

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紙筆測驗、檢核

表) 

(二)實作評量 50﹪

(聽力與口語溝通、行

為觀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0次 不定期 

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學習單 30% 

口語表達清晰 30% 

台風穩健 30% 

當個有禮貌的聽眾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110(上)第二週、110(下)第十二

週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校訂課程 依課程主題評量 

1.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2.實作評量：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 

一、平時作業 30% 

二、課堂參與 30% 

三、團隊合作 20% 

四、實作 20% 

英語課程 依課程主題評量 

1.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或 

其他方式。 

2.實作評量：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 

一、平時作業 30% 

二、課堂參與 30% 

三、發音 20% 

四、台風 20% 

資訊課程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

解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二) 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

量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

現評量之。 

一、 實作 50﹪ 

二、 作業 30﹪ 

三、 實踐 20﹪ 

法定議題 
依社團類別/單

元主題評量 

1.紙筆測驗及表單： 

採用學習單、紙筆測驗或其他方式。 
2.實作評量：聽力與口語溝通。 

一、平時作業 30% 

二、課堂參與 30% 

三、團隊合作 20% 

四、實作 20% 

延平小文青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

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 

(七) 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 
(八) 實作評量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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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

觀 

    察或其他方式。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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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二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定期 

50% 

平時 

50% 

計分標準 

及比例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

語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紙筆測驗 20﹪ 

2.作業 2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

語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一、平時 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30﹪ 

(二)作業 20﹪ 

(三)口試 30﹪ 

(四)上台發表 20﹪

(第二課朗讀課文及

第五課吟唱課文歌

曲)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紙筆測驗 20﹪ 

2.作業 2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活課程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

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

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

平時 10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紙筆測驗 30﹪ 

2.作業 3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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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方式。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

育 

健

康 

1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 10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 作業 5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1

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 10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 動機與態度 5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國際新視

野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50

﹪(學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50﹪(口頭報

告、實際操作、作品製作、行為

觀察) 

校本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

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

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

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

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平時 100％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 

1. 動機與態度 50﹪  

(二) 實作評量 

1.實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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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

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

察或其他方式。 

 依課程主題評量   

 
依社團類別/單元

主題評量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臺南市延平國小 110學年度一年級學生各領域暨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計畫 
課

程

類

型 

領

域 
課程 

評量次數 

評量方式內容說明 計分標準 

及比例 
定期 

50% 

平時 

50% 
是否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

文 

本國語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

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 

(二)第 2次：25

﹪ 

二、平時：50﹪ 

紙筆測驗 20﹪ 

實作+上台 10﹪ 

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第一冊第二單元快樂的生活 

第六課外星人 

第八課紅紅的春 

第二冊第參單元有你真好 

第八課給松鼠的卡片 

英語 0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0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口語評量：能正確唸讀課文、單字與句   

              子。 

(二)聽力評量：能聽懂老師所提問的單字或 

              句子。 

(三)表演評量：能表現出主題的情境或意涵 

(四)作業評量 :能書寫正確閩南語的作業。 

平時：100﹪ 

口語 30﹪ 

聽力 30﹪ 

表演 20﹪ 

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

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 

(二)第 2次：25

﹪ 

二、平時：50﹪ 

紙筆測驗 20﹪ 

實作 10﹪ 

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活課程 0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

量表或其他方式。 

平時： 

紙筆測驗 40％ 

實作+上台 50％    

作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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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第一冊第五單元-玩具總動員 

1.我們的玩具王國 
2.玩具同樂會 

第六單元新年快樂 

1.新年到 
第二冊第一單元-我愛看書 

2.快樂小書蟲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0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

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 

紙筆測驗：50﹪ 

實作評量：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0次 不定期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

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

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

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

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

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

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

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

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平時： 

紙筆測驗：50﹪ 

實作評量：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國際新視野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

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

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口頭報告、聽力

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

或其他方式。 

平時：100﹪ 

(一)紙筆測驗及表

單 50﹪(學習單、作業) 
(二)實作評量 50﹪

(口頭報告、實際操作、作

品製作、行為觀察) 

芝麻開門～延平

小飛番展風華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評

量之。 

(二)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決

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平時：  

口試 20﹪ 

實作 30﹪ 

作業 30﹪ 

檔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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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之。 

(四)檔案：就學生之學習成果資料評

量之。 

閱讀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評

量之。 

(二)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決

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三)學習單：就學生書寫閱讀單之評

量 

融入國語科作業

評量 20﹪中 

 
依社團類別/單

元主題評量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備註】 

   1.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說明評量計畫。 

   2.各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之詳細記分標準，應說明於每次定期評量前的評量通知單 

   3.成績評量請詳閱108.12.24函頒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依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

異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 

◎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

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

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與其他資料及相關

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