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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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就學生是否依教師指

示完成課堂測驗。 

(二)實踐：就學生是否能依教師指示

完成操作。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之。 

(四)口語: 就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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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口語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運用接力方式唸唱課文，熟悉課文及

語詞，並進行每位學生語詞抽考。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作業 20﹪ 

(三)實踐 20﹪ 

(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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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生是否依教師指

示完成課堂測驗。 

(二)實作：就學生是否能依教師指示

完成操作。 

(三)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之。 

(四)口頭:就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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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0﹪ 

(三)作業 10﹪ 

(四)口語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

活

課

程 

社會、自然

藝術與人文 
2次 不定期 

◎定期：紙筆測驗：定期評量 2次 

◎實作: 完成老師指定任務，分組上

台進行創作表演(學校地圖、情境劇、

故事創作)、分享。 

◎作業：習作訂正及完成、作品呈現

(輕質土作品、紙炮、美麗的夏天)。 

一、定期 50% 

◎第 1次 25% 

◎第 2次 25% 

二、平時 50% 

◎實作 30% 

◎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音樂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次 不定期 

學生透過實作、思考、上台表演、解

決問題，了解健康的重要性並養成良

好生活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40％ 

2.實踐 30％ 

3.鑑賞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次 不定期 

學生實際操作(闖關活動、指定動作)

與解決問題，同學上台相互分享學

習，藉由活動能主動探索並養成運動

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實踐 20％ 

3.鑑賞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鎮海 E起來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口語：就學生各種上台發表。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三)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決

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一、平時 100％ 

1.實作 30％ 

2.實踐 30％ 

3.口語 40％ 

悠遊鎮海城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作業：校園安全地圖、社區地圖。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三)實作：辨識螃蟹及鳥類，完成任

務關卡，分組介紹家鄉完成發表，並

上台分享。 

一、平時：100﹪ 

(一)作業 30% 

(二)實踐 30﹪ 

(二)實作 40﹪ 

議題 
(其他類課程)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一、平時 

(一)作業：完成學習單。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三)實作：依自己的情況回答問題，

並上台分享。 

一、平時：100﹪ 

(一)作業 30% 

(二)實踐 30﹪ 

(二)實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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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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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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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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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習目標，所編

之測驗評量之。 

(二)實作：能正確讀出認讀字、能使

用字典查閱生字、能仿寫日記、正確

書寫信封資訊並能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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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二)實作 20﹪ 

(三)作業 1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一、平時： 

(一)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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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實踐 30﹪ 

(三)作業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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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習目標，所編

之測驗評量之。 

(二)實作：能依據題意解決生活問

題、能依據實物比較大小、能上台口

頭發表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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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5﹪ 

(三)作業 1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生

活

領

域 

生活 2次 不定期 

◎實作: 是否能準時繳交、是否實際

參與組內討論、發表內容是否切合主

題、發表時的態度是否大方。 

◎美勞作品：作品完成度、創意度、

環境整理、是否按時繳交。 

◎影片觀賞：是否專心聆聽觀賞、是

否能正確回答觀後討論。 

一、定期 50% 

◎第 1次 25% 

◎第 2次 25% 

二、平時 50% 

◎紙筆測驗+作業

10% 

◎實作 25% 

◎美勞作品 10% 

◎影片觀賞 5%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藝術與 

人文 
(藝術)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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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透過實作、思考、上台表演、解

決問題，了解健康的重要性並養成良

好生活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40％ 

2.實踐 30％ 

3.鑑賞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次 不定期 

學生實際操作(闖關活動、指定動作)

與解決問題，同學上台相互分享學

習，藉由活動能主動探索並養成運動

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實踐 20％ 

3.鑑賞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次 不定期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悠遊鎮海城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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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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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生各種學習單、紀錄

單、表單評量之。 

(四)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平時：100﹪ 

(一)實作 50﹪ 

(二)鑑賞 10﹪ 

(三)作業 30﹪ 

(四)實踐 10﹪ 

鎮海 E起來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數位英語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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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字母電子書、打字遊

戲，並分享感想心得。 

(三)作業：完成學習單。 

(四)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平時：100﹪ 

(一)口試 20﹪ 

(二)實作 30﹪ 

(三)作業 30﹪ 

(四)實踐 10﹪ 

議題 
(其他類課程)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一、平時 

(一)作業：學習單。 

(二)實踐：能專心欣賞影片及聆聽繪

本內容。 

(三)實作：能依據影片內容討論問

題、能說出男女生身體構造不同之

一、平時：100﹪ 

(一)作業 30% 

(二)實踐 30﹪ 

(三)實作 40﹪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處、能說出 113及 110作用、能以口

語及肢體動作表達感謝、能說出家暴

及性騷擾的應對方法、能說出並以實

體資源物進行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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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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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課學生分組完成心智圖，小組上台

發表:看著心智圖，說出課文大意和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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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就就學生是否能依教師

指示完成操作。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三)口語: 就學生上台發表。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二)第 2次：25﹪ 

二、平時：50﹪ 

(一)口語 20﹪ 

(二)實作 10﹪ 

(三)作業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運用接力方式唸唱課文，熟悉課文及

語詞，並進行每位學生語詞抽考，期

末進行創意本土語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作業 20﹪ 

(三)實踐 20﹪ 

(四)表演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在各單元中，藉由不同種類的練習題

型來讓學生上台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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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

課

程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自然科學) 

次 不定期 

在課堂中不定時口頭問答、小組遊

戲，心得分享來進行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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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業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C9-4 學校各年級成績評量計畫(國小) 

社會 2次 不定期 

◎口試:是否正確回答出老師的問

題、音量是否足夠、態度是否大方。 

◎討論、實作：是否能準時繳交、是

否實際參與組內討論、發表內容是否

切合主題、發表時的態度是否大方。 

◎資料蒐集整理：是否準時繳交、蒐

集內容是否切合主題。 

◎影片觀賞：是否專心聆聽觀賞、是

否能正確回答觀後討論。 

一、定期 50% 

◎第 1次 25% 

◎第 2次 25% 

二、平時 50% 

◎紙筆測驗+作業

20% 

◎口試 5% 

◎討論、實作 10% 

◎資料蒐集整理

10% 

◎影片觀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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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創意度與製作手

法的熟練度 

(二) 鑑賞：欣賞藝術家的作品與討

論 

(三) 實踐:上課學習態度 

一、不定期 100﹪ 

(一)實作 50﹪ 

(二)鑑賞 25﹪ 

(三)實踐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次 不定期 

(一) 作業: 畫音符及各式各樣的音

樂符號 

(二) 實作:樂器演奏、肢體律動 

(三) 鑑賞：欣賞影片及音樂並討論 

(四) 實踐:上課學習態度與專心度 

(五) 測驗: 紙筆與樂器測驗 

一、不定期 100﹪ 

(一)作業 20﹪ 

(二)鑑賞 20﹪ 

(三)實踐 20﹪ 

(四)測驗 15% 

(五)實作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次 不定期 

(二)鑑賞：欣賞表演 

(三)實踐：學習態度、專心度 

一、不定期100﹪ 

(一)鑑賞50﹪ 

(二)實踐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不定期 

能簡單說出如何照顧自己或照顧他

人，並用實作的方式與其他同學分享 

一、平時 100％ 

(一) 口試 50％ 

(二) 作業 20％ 

(三) 實作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不定期 

能簡單說出該項目運動之動作要

點，並能簡單示範並操作。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實踐 20％ 

3.鑑賞 10％ 

4.口試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無 不定期 

分組進行小組單元任務，運用合作技 

巧，共同完成任務，並規劃工作進行

上台報告或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2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10﹪ 

(四)表演 30% 

(五)報告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鎮海文學館 依課程主題評量 

學生能收集相關資料並設計問題、小

書製作、設計創意蚵料理，以及成果

發表。 

1.砲台攻略問題

20% 

2.小書製作 20﹪ 

3.學習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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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4.文章剪報 20﹪ 

5.口頭報告 20﹪ 

悠遊鎮海城 依課程主題評量 

分組進行討論完成砲台故事、拍照製

作明信片、上台解說砲台 PPT；完成

主題學習單、創意蚵藝品，最後製作

出創意蚵料理。 

1.作業 30% 

2.實踐 10% 

3.實作 40% 

4.鑑賞 20% 

鎮海 E起來 依課程主題評量 

平時： 

 (一)實作：就就學生是否能依教師

指示完成操作。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學習單評量

之。 

(三)口語: 就學生上台發表。 

(四)實踐:學生能解決問題之能力。 

1.作業 30% 

2.實踐 10% 

3.實作 40% 
4.口語 20% 
 

 
依社團類別/單

元主題評量 
  

議題 
(其他類課程)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一、平時 

(一)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

之。 

(二)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三)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與解決

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一、平時：100﹪ 

(一)作業 30% 

(二)實踐 30﹪ 

(二)實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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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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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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期紙筆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不定期。 

(二)實作： 

1.摘要課文大意完成心智圖。 

2.仿寫童詩，完成童詩創作。 

3.發表家鄉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以家鄉特色為題，進行創作。 

4.蒐集並發表不同文化的成年 

  禮。 

    5.應用曼陀羅思考法及六何法， 

      摘要閱讀文本大意及課文大 

      意。 

    6.將文本改寫成劇本，進行話劇 

      表演。     

    7.發表並分享自己的夢想。 

    8.能閱讀有關臺灣名人的傳記並 

      發表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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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20﹪ 

(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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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評

量之。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之。 

(三)實作：課堂問答及課堂表現。 

(四)紙筆測驗： 

一、定期：50﹪ 

(一)第 1次：25

﹪ 

(二)第 2次：25

﹪ 

二、平時：50﹪ 

(一)口試 15﹪ 

(二)作業 10﹪ 

(三)實作 15﹪ 

(四)紙筆測驗 10

﹪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運用接力方式唸唱課文，熟悉課文及

語詞，並進行每位學生語詞抽考，期

末進行創意本土語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作業 20﹪ 

(三)實踐 20﹪ 

(四)表演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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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2次 不定期 

學生分組選一個單元，設計該單元的

問題情境，其他組則解題，再由設計

組組員上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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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20﹪ 

(三)作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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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不定期 

透過觀察與親身體驗引發學生興趣，

以口說、紙筆紀錄、上台發表(水生動

物大探索、昆蟲的一生海報、飼養心

得)描述其發現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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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5﹪ 

(三)作業 1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社會 2次 不定期 

一、定期：定期紙筆評量 2次 

二、平時： 

(一)紙筆測驗：不定期。 

(二)實作： 

1.觀察、記錄並發表自己居住地方的 

空間型態及生活方式。 

2.蒐集、記錄並發表自己居住地方的

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及所

面臨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法與調適。 

3.學生能分組發表家鄉的節慶與節日  

的特色。 

4.舉例說明外來的文化、商品和資訊

如何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 

5.蒐集、記錄並發表不同民族的生活

方式。 

6.製作並發表自己家鄉的景觀地圖。 

7.訪問並發表長輩有關早期的家鄉生

活。 

8.蒐集家鄉人口數、組成、變遷及產

業活動現況資料，完成統計圖表，並

分組發表。 

9.蒐集交通運輸工具發展歷史的資

料，分享搭乘交通工具的經驗，並實

踐搭乘交通工具應注意的事項及安全

措施。 

10.分享網路線上自學的經驗，並發表

網際網路帶給生活的改變。 

11.藉由活動主動探索家鄉的問題並

培養熱愛家鄉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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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20﹪ 

(三)作業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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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 

人文 
(藝術) 

視

覺

藝

術 

次 不定期 

(一)作業 

(二)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

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不定期100﹪ 

(一)作業50﹪ 

(二)鑑賞25﹪ 

(三)實踐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次 不定期 

(六) 實作: 肢體律動與合唱 

(七) 鑑賞：欣賞影片音樂、同學的演

出並發表感想 

(八) 實踐：上課表現 

(九) 測驗: 筆試、樂器演奏 

一、不定期 100﹪ 

(一)實作 50﹪ 

(二)鑑賞 25﹪ 

(三)實踐 15﹪ 

(四)測驗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表

演

藝

術 

次 不定期 

(一)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評量之。 

(二)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

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三)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不定期100﹪ 

(一)鑑賞50﹪ 

(二)實踐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健康與體育 

健

康 
次 不定期 

能分享並討論運動與飲食的經驗，並

建立個人的健康行為，並用實作的方

式與其他同學分享 

一、平時 100％ 

(一)實作 40% 

(二)口試 30% 

(三)作業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次 不定期 

能簡單說出該項目運動之動作要點，

並能簡單示範並操作。 

一、平時 100％ 

(一)實作 70% 

(二)口試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次 不定期 

分組進行小組單元任務，運用合作技 

巧，共同完成任務，並規劃工作進行

上台報告或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10﹪ 

(二)實踐 10﹪ 

(三)作業 20﹪ 

(四)表演 30% 

(五)報告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鎮海文學館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實作： 

(一)水耕小書 

(二)四草達人專訪文章 

(三)四草本鋪的 DM 

(四)四草本舖新聞稿 

(五)四草美食遊記作文 

(六)綠色隧道遊記作文 

(七)溼地解說稿 

二、作業： 

學習單 

三、報告：   

(一)四草達人專訪 

(二)四草本舖新聞稿分享 

(三)溼地植物解說 

一、實作：50﹪ 

二、作業：25﹪ 

三、報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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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海 E起來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數位英語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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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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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100﹪ 

(一)口試 20﹪ 

(二)實作 30﹪ 

(三)作業 30﹪ 

(四)實踐 10﹪ 

悠遊鎮海城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實作：完成鎮海蔬 per鱻分享會

及紅樹林報導，上台分享。 

(二)作業：就學生各種學習單、紀錄

單、表單評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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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其他類課程)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一、實踐： 

(一)能尊重性別特質 

(二)能看重自己、尊重他人 

(三)能維護自我與尊重他人身體自主

權 

二、實作： 

(一)個人零用錢經驗分享 

(二)家庭支出調查 

(三)完成一項家務工作 

(四)完成一項環保工作 

(五)角色扮演遊戲 

(六)情緒急轉彎 

三、作業： 

    學習單、畫圖、卡片、海報 

一、實踐:30﹪ 

二、實作:40﹪ 

三、作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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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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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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組完成心智圖，小組上台發表:

看著心智圖，說出課文大意和主旨。 

(一)平時 50﹪ 

1. 紙筆測驗及 

   表單 50﹪ 

2.實作評量 50﹪ 

(二)定期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英語 2次 不定期 

學生分組各選故事一頁之內容，組員

分配角色和句子，使用教室內物品模

擬場景，依頁數順序演出故事內容。 

(一)平時 50﹪ 

1. 紙筆測驗及 

   表單 50﹪ 

2.實作評量 50﹪ 

(二)定期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運用接力方式唸唱課文，熟悉課文及

語詞，並進行每位學生語詞抽考，期

末進行創意本土語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作業 20﹪ 

(三)實踐 20﹪ 

(四)表演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學生分組選一個單元，設計該單元的

問題情境並表，其他組則解題，再由

組員上臺解題。 

(一)平時 50﹪ 

1. 紙筆測驗及 

   表單 50﹪ 

2.實作評量 50﹪ 

(二)定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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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不定期 

說明實驗的目的、步驟、結論，並發

表自己的心得和發現。 
(一)平時 50﹪ 

1.實作 10﹪ 

2.作業 10﹪ 

3.紙筆 30﹪ 

評量 50﹪ 

(二)定期 5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社會 2次 不定期 

分組進行小組單元任務，規劃出單元

重點整理，重點海報或 PPT 呈現，並

分配工作，上台指導重點畫線及解答

相關問題。 

(一)平時 50﹪ 

1.作業 20﹪ 

2.實踐 10﹪ 

3.紙筆 20﹪ 

(二)定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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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一)實作：實際操作與解決問題等 

(二)鑑賞：欣賞影片 

(三)作業： 

一、不定期 100﹪ 

(一)實作 25﹪ 

(二)鑑賞 25﹪ 

(三)作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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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上課表現  (四)實踐 25﹪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音

樂 
次 不定期 

(十) 作業: 蒐集資料 

(十一) 表演：輪流上台演奏、演唱  

(十二) 實踐：上課表現 

(四)測驗:筆試測驗、樂器吹奏 

一、不定期 100﹪ 

(一)表演 50﹪ 

(二)作業 25﹪ 

(三)實踐 15﹪ 

(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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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 

(二) 實踐：上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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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不定期 

學生透過實作、思考、上台發表(防毒

標語海報)解決問題，了解健康的重要

性並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40％ 

2.實踐 30％ 

3.鑑賞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次 不定期 

學生實際操作(指定動作、比賽)與解

決問題，同學上台相互分享學習，藉

由活動能主動探索並養成運動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實踐 20％ 

3.鑑賞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無 不定期 

分組進行小組單元任務，運用合作技 

巧，共同完成任務，並規劃工作進行

上台報告或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2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10﹪ 

(四)表演 30% 

(五)報告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鎮海文學館 依課程主題評量 

學生能創作童詩、製作小詩畫框書、

完成學習單、收集相關報導並完成剪

報，以及成果發表。 

1.童詩 20﹪ 

2.小詩畫框書 

  20﹪ 

3.學習單 20﹪ 

4.剪報 20﹪ 

5.口頭報告 20﹪ 

鎮海不思議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學生能創作廣告文案、製作小書、完

成宣傳海報、以及短劇創作和演出，

並且能夠參與課堂討論及發表。 

1.廣告文案 20％ 

2.小書 20％ 

3.宣傳海報 20％ 

4.短劇創作 20％ 

5.口頭發表 20％ 

鎮海 E起來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口試：能說明程式軟體的工作原

理或設定目的。 

(二)實作：能完成教師指導的動作、

實作步驟，以達到軟體運作的目的。 

 

一、平時：100﹪ 

(一)口試 30﹪ 

(二)實作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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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鎮海城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依課程主題評量 

分組進行討論完成砲台故事、拍照製

作明信片、解說砲台 PPT，進行上台

成果發表。 

1.作業 30% 

2.實踐 10% 

3.實作 40% 

4.鑑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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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鎮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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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個別完成作文板，學生上台發表:

利用作文板，說出課文分段大意、修

辭及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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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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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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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50﹪ 

(一)第 1次：25

﹪ 

(二)第 2次：25

﹪ 

二、平時：50﹪ 

(一)口試 2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本土語 次 不定期 

運用接力方式唸唱課文，熟悉課文及

語詞，並進行每位學生語詞抽考，期

末進行創意本土語表演。 

一、平時 100﹪ 

(一)口試 40﹪ 

(二)作業 20﹪ 

(三)實踐 20﹪ 

(四)表演 2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數學 2次 不定期 

學生分組選一個單元，設計該單元的

問題情境，其他組則解題，再由組員

上臺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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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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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分組根據實驗後的結果進行統整

後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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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10﹪ 

(二)作業 10﹪ 

(三)實踐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社會 2次 不定期 

依照主題設計任務或給予題目，將學

生分組，各組完成任務或報告後製作

海報或 PPT分組輪流上台報告。 

一、定期 50% 

1.第一次 25% 

2.第二次 25% 

二、平時 50% 

1. 紙筆測驗 20% 

2. 作業 10% 

3. 實作評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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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一)實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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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不定期 

(一) 表演：學生輪流上台演唱或吹奏 

(二) 作業: 搜尋資料與複習 

(三) 鑑賞：欣賞影片或音樂並與老師

之間互相討論想法 

(四) 測驗: 紙筆與樂器吹奏 

一、不定期 100﹪ 

(一) 表演 50﹪ 

(二) 作業 25﹪ 

(三)鑑賞 15﹪ 

(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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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評量 

(二) 實踐：上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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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透過實作、思考、上台發表(一天

菜單、行動短劇、社區改善計畫)解決

問題，了解健康的重要性並養成良好

生活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40％ 

2.實踐 30％ 

3.鑑賞 3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體

育 
次 不定期 

學生實際操作(指定動作、比賽、小馬

拉松賽、小鐵人)與解決問題，同學上

台相互分享學習，藉由活動能主動探

索並養成運動習慣。 

一、平時 100％ 

1.實作 60％ 

2.實踐 20％ 

3.鑑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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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綜合活動 次 不定期 

根據不同的主題，請同學上台分享自

己的經驗和心得。 

一、平時 100％ 

1.實作報告 70

％ 

2.自我評量 20

％ 

3.同儕互評 10％ 

▓規劃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悠遊鎮海城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依課程主題評量 

分組討論完成資料收集、logo設計、

完成影片進行成果發表及實地解說。 

主題關卡內容設計，並進行闖關活動。 

1.作業 30% 

2.實踐 10% 

3.實作 40% 

4.鑑賞 20% 

鎮海文學館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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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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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生各種學習單、紀錄

單、表單評量之。 

(四) 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

量之。 

一、平時：100﹪ 

(一)實作 50﹪ 

(二)鑑賞 10﹪ 

(三)作業 30﹪ 

(四)實踐 10﹪ 

鎮海 E起來 
(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 

數位英語融入 
依課程主題評量 

一、平時： 

(一)口試：能說明程式軟體的工作原

理或設定目的。 

(二)實作：能完成教師指導的組裝、

實作步驟，以達到運作的目的 

 

一、平時：100﹪ 

(一)口試 30﹪ 

(二)實作 70﹪ 

 

議題 
(其他類課程) 

依各議題課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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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作業: 就學生各種學習單、紀錄

單、表單評量之。 

一、平時：100﹪ 

(一)實作 40﹪ 

(二)實踐 30﹪ 

(三)作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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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