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餐大附中國中部
領域

課程
本國語文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九年級成績評量方式
定期評量 40%

三次定期評量

平時評量 60%

1.筆試(40%)
2.習作、學習單、分組報告、 上課表現、學習態度、口頭評
量納入平時成績加扣分。
作業訂正、作文簿(60%)
1. 聽力 20%

語文

2. 口說 20%
英語

三次定期評量

備註

3. 讀寫 20%
4. 學習態度 20%
5. 作業 20%

1. 讀寫成績由任課老師於期
末擇優平均之。
2. 聽力評量以英聽教材評量
為主。
1.作業成績： 取習作與其他
指定作業之成績平均為評 量
依據。

數學

數學

地理

三次定期評量

三次定期評量

1.作業成績(20%)
2.平時測驗(20%)
3.分組學習(10%)
4.平時表現(10%)

2.平時測驗： 取個人所有平
時測驗中分數由高到低排 列
後前 50%的平均值為評量依
據。
3.分組學習： 含學生分組表
現、上台解題及報告等。
4.平時成績： 含上課表現、
學習態度、口頭評量等內容為
評量依據。

1.學習態度(20%)

1.筆試取前十高分數平均

2.筆試(40%)

2.滿 90 分集一個章，滿十格

3.作業、筆記本(40%)

平時成績加一分
3.筆記本地圖繪製列入必計
分數

社會

歷史

三次定期評量

1.學習態度(10%)
2.小考成績(40%)

1.小考成績取前 5-8 次高分予

3.作業分數、講義、學習單

2.根據上課態度、講義、作業

(50%)
1.筆試(25％)
公民

三次定期評量

2.題本(25％)
3.習作(25％)
4.學習單(25％)

以平均
完成度，予以加減分
1.平時評量成績各項各取前
5~7 高加以平均
2.平時上課表現、學習態度、
口頭評量將納入平時成績加
扣分

小考成績 25% 筆記 10% 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自然

三次定期評量

習態度 10% 實驗操作 5% 分
組報告 5% 繪圖 5%
1. 平時測驗(20%)

健康

三次定期評量

2. 作業成績(20%)
3. 日常表現(20%)
1. 定期評量因故無法測

健康與體育
體育

術科測驗(40%) 第二次定期
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田
徑、排球、羽球、桌球、 籃
球、足球、體操，擇二)

驗，評量成績暫以 0 分 計
1. 出席狀況(10%)
算，補考後更改，無 故未考
2. 學習態度(30%)
3. 上課服裝、課程參與、 認
以 0 分計。
知測驗(20%)
2.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 彈
性處理為原則。
1. 出席狀況、學習態度

藝術與人文

音樂

1. 期中成績(50%)

(20%)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彈性 處

2. 期末成績(50%)

2. 作業(40%)

理為原則。

3. 小考(40%)

表演藝術(西餐實務)

生涯發展

綜合活動

閱讀與寫作

1.期中成績(50%)
2.期末成績(50%)

1.學習態度(20%)
2.上課表現(40%)
3.實作心得與作業(40%)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彈性處
理為原則。
1.定期評量成績由教師任選

1.期中成績(20%)

1.學習態度(30%)

2.期末成績(20%)

2.作業 (30%)

1.期中成績

1.閱讀測驗(40%)
2.習作、學習單、分組報告、 上課表現、學習態度、口頭評
量納入平時成績加扣分。
作業訂正、作文簿(60%)

2.期末成績

項目自行評定。
2.平時成績由老師彈性處理。

1.作業及筆試成績取前 10~15
人文探索

三次定期評量

1.筆試(40%)
2.作業(60%)

高加以平均
2.學習態度是否良好將納入
平時成績加扣分

三次定期評量
生活外語

小考成績 20% 筆記 20% 學
習態度 20%
1. 作業與實驗(30%)

自然奧秘

三次定期評量

彈性課程

2. 紙筆測驗(24%)
3. 學習態度(6%)

趣味數學

1. 筆試

1. 平時測驗(20%)

2. 作業

2. 作業成績(30%)

3. 實作

3. 日常表現(10%)

1. 定期評量成績由老師選擇
項目評定。
2. 平時評量次數由老師彈性
處理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量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老師所公佈之資料為準；平時評量次數得由各班任課老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更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理更正，逾時恕不受理。
三、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零分計
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量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不可抗力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列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量結果均符合下列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領域達丙等以上，或三年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領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每學期均符合下列規定，或三年級第二學期符合下列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數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數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量結果不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年級第二學期因罹患重大疾病致不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
議通過者，發給畢業證書。

國立高餐大附中國中部
領域

課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九年級成績評量方式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1.筆試(40%)

本國語文

三次定期評量

2.習作、學習單、分組報告、
作業訂正、作文簿(60%)
1. 聽力 20%

語文

2. 口說 20%
英語

三次定期評量

3. 讀寫 20%
4. 學習態度 20%
5. 作業 20%

備註
上課表現、學習態度、口頭評
量納入平時成績加扣分。
1. 讀寫成績由任課老師於期
末擇優平均之。
2. 聽力評量以英聽教材評量
為主。
1.作業成績： 取習作與其他指
定作業之成績平均為評 量依
據。

1.作業成績(20%)
數學

數學

三次定期評量

2.平時測驗(20%)
3.分組學習(10%)
4.平時表現(10%)

2.平時測驗： 取個人所有平時
測驗中分數由高到低排 列後
前 50%的平均值為評量依據。
3.分組學習： 含學生分組表
現、上台解題及報告等。
4.平時成績： 含上課表現、學
習態度、口頭評量等內容為評
量依據。

地理

三次定期評量

1.學習態度(20%)

1.筆試取前十高分數平均

2.筆試(40%)

2.滿 90 分集一個章，滿十格平

3.作業、筆記本(40%)

時成績加一分
3.筆記本地圖繪製列入必計分
數

1.學習態度(10%)
社會

歷史

三次定期評量

2.小考成績(40%)
3.作業分數、講義、學習單
(50%)

1.小考成績取前 5-8 次高分予
以平均
2.根據上課態度、講義、作業
完成度，予以加減分。
1.平時評量成績各項各取前

1.題本(45％)
公民

三次定期評量

2.習作(45％)
3.多元評量(分組報告)(10％)

3~4 高加以平均
2.平時上課表現、學習態度、
口頭評量將納入平時成績加
扣分

小考成績 25% 筆記 10% 學習
自然與生活科技

自然

三次定期評量

態度 10% 實驗操作 5% 分組
報告 5% 繪圖 5%
1. 平時測驗(20%)

健康

三次定期評量

2. 作業成績(20%)
3. 日常表現(20%)
1. 定期評量因故無法測 驗，

健康與體育
體育

術科測驗(40%) 第二次定期評 1. 出席狀況(10%)

評量成績暫以 0 分 計算，補

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田徑、排 2. 學習態度(30%)

考後更改，無 故未考以 0 分

球、羽球、桌球、 籃球、足球、3. 上課服裝、課程參與、 認 計。
體操，擇二)

知測驗(20%)

2.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 彈性
處理為原則。

藝術與人文

音樂

1. 期中成績(50%)
2. 期末成績(50%)

1. 出席狀況、學習態度 (20%)
2. 作業(40%)
3. 小考(40%)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彈性 處
理為原則。

表演藝術(西餐實務)

生涯發展

綜合活動

閱讀與寫作

1.期中成績(50%)
2.期末成績(50%)

1.學習態度(20%)
2.上課表現(40%)
3.實作心得與作業(40%)

平時成績次數由老師彈性處
理為原則。
1.定期評量成績由教師任選項

1.期中成績(20%)

1.學習態度(30%)

2.期末成績(20%)

2.作業 (30%)

1.期中成績

1.閱讀測驗(40%)
2.習作、學習單、分組報告、 上課表現、學習態度、口頭評
量納入平時成績加扣分。
作業訂正、作文簿(60%)

2.期末成績

目自行評定。
2.平時成績由老師彈性處理。

1.作業及筆試成績取前 10~15
人文探索

三次定期評量

1.筆試(40%)
2.作業(60%)

高加以平均
2.學習態度是否良好將納入平
時成績加扣分

生活外語

三次定期評量

小考成績 20% 筆記 20% 學習
態度 20%
1. 作業與實驗(30%)

自然奧秘

三次定期評量

彈性課程

2. 紙筆測驗(24%)
3. 學習態度(6%)

趣味數學

1. 筆試

1. 平時測驗(20%)

2. 作業

2. 作業成績(30%)

3. 實作

3. 日常表現(10%)

1. 定期評量成績由老師選擇
項目評定。
2. 平時評量次數由老師彈性
處理為原則。

【注意事項】：
一、定期評量之測驗範圍依當時學校或任課老師所公佈之資料為準；平時評量次數得由各班任課老師依授課情形斟酌實施。
二、學生成績如有錯誤，需於成績單上所註明之更正截止日前至教務處辦理更正，逾時恕不受理。
三、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零分計
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高雄市國民中學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學生成績評量辦法第十二條)
(一)因公、喪請假或不可抗力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列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其超過部分七折計算。
四、學生修業期滿，評量結果均符合下列條件時，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一)每學期均有二個以上學習領域達丙等以上，或三年級第二學期有三個以上學習領域達丙等以上者。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每學期均符合下列規定，或三年級第二學期符合下列規定經審委會審核通過者：
1.曠課未超過五十節。
2.功過相抵後未超過三大過。
3.事、病假及曠課節數合計未超過每學期上課節數二分之ㄧ。
修業期滿評量結果不符前項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學生於三年級第二學期因罹患重大疾病致不符前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提審委會審
議通過者，發給畢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