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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評量計畫 

宜蘭縣立南山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 

貳、 目的： 

   一、提昇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專業知能，落實多元評量之實施。 

   二、激發學生多元潛能，拓展學生學習能力。 

參、 具體辦法： 

一、配合學校整體課程計畫與各年級教學進度，擬定各年級學習領域評量計畫，

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實施。 

二、評量採多元評量方式，其內容、方式、各項評量採計比重等相關資訊，於開

學後配合學校課程計畫公告於學校網頁，以提供家長與學生相關資訊，並於

適當時間，以口頭或書面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三、學期成績計算方式：  

1.每次定期學習評量總成績，為定期評量和平時評量成績各占百分之五十。 

2.學期總成績，為各次定期學習評量總成績總和之平均。 

3.定期評量方式：每學期實施二次定期評量，採紙筆測驗 

  平時評量參考項目與相關比重： 

（1） 習作與作業報告 30％ （2）平時測驗 40％（3）學習態度表現 30％ 

附註: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居家線上學習期間，若

遇定期評量，則採多元評量方式辦理(含線上學習、非同步線上學

習等)。 

多元評量參考項目如下： 

（1）線上測驗(學習單)、問題解決、技能、實作參與、報告、作品

製作、展演或其他方式 60％ 

（2）線上學習期間態度表現 40％ 

2.定期評量紙筆試卷仍須繳交，以因應復課時採用紙筆測驗進行定期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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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提升紙筆測驗評量品質，本校針對相關領域學科，安排命題與審題作業小

組，並於開學後兩週內經領域小組研討後，確定相關人員編配，以進行試題

編制與審題作業。相關領域小組人員分配如附件一。 

 五、試題編制過程，除進行教材內容分析外，依「教學內容」和「認知歷程層次」  

來規劃雙向細目表，以進行命題規劃。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作等

層次試題適當分配，以確定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命題作業初步完成後，須經

審題與修正作業完成後，方可進行評量作業。作業表單如附件二。 

六、評量作業完成後，命題教師應進行評量結果分析，以提供相關領域小組課程

研討之用，並作為後續補救教學與教學精進之依據。 

    

     教學組長:許健于            教導主任:許靜色            校長:陳季寧 



3 

評量規劃參考表(一)：各領域通用 

 
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說明 評量活動舉例 

(一)鑑賞 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鑑

賞領悟情形考查之。 

1.給予同儕作品表現之評價 

2.其他 

(二)晤談 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程，了解

學生反應情形考查之。 

1.口頭回答 

2.口試 

3.其他 

(三)報告 就學生閱讀、觀察、實驗、調

查等所得結果之書面或口頭

報告考查之。 

1.閱讀圖表說出圖意 

2.調查報告書 

3.觀察記錄 

4.其他 

(四)表演 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考查之。 1.以戲劇、歌唱、律動等多元型式，呈現

學習成果。 

2.其他 

(五)實作 就學生之實際操作及解決問

題等行為表現考查之。 

1.繪製圖、表、畫 

2.製作模型 

3.踏查、訪問等 

4.其他 

(六)資料蒐集

整理 

資料蒐集整理：就學生對資料

之蒐集、整理、分析及應用等

活動以學習成長檔案呈現考

查之。            

1.上網蒐集資料 

2.學習資料之檔案彙整 

3.其他 

(七)設計製作 就學生之創作過程及實際表

現考查之。 

1.學習資料或作業的整理或設計 

2.其他 

(八)作業 就學生各種習作簿考查之。 1.習作 

2.回家功課 

3.學習單 

4.其他 

(九)紙筆測驗 就學生經由教師依教學目標

及教材內容所自編之測驗考

查之。 

1.定期成績考查試卷 

2.平時小考試卷或學習回饋 

3.其他 

(十)實踐 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考查

之。 

1.學生能運用所學於生活中例如：學生運

用繪製地圖之能力，繪製出一張從家裡

到學校的路線圖。 

2.其他 

(十一)其他 除上列所列之評量方式外，其

他適用於教學內容或活動中

之評量方式。 

1.學習態度(學生學習參與度、合作表現等

等) 

2.檔案評量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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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小 109 學年度    領域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審題教師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審題教師   

備註： 

1、 本學年度各學期定期評量次數為 ２ 次。 

2、 請命題老師應於考前先行提供命題架構計畫表給領域召集人，轉發給領域內授課

教師，以確認命題範圍與各單元主題（概念）評量分配比重是否恰當。 

3、 請命題老師於定期評量兩週前提供命題架構與評量內容給審閱小組進行審題作

業。 

4、 命題老師完成命題與審閱作業後，請於一週前將試題與評量架構表擲交教務處，

進行試卷印製與備查。 

5、 定期評量試題檢核表內容依各領域研討結果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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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學評量試題檢核表 

學期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評量別：□第 1次評量  ■第 2次評量   

年 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科 別：□國語文 □英語 □數學 □自然□社會 □健體 

 

序號 項目 檢核事項（符合者請在□內打） 

1 命題 

□評量架構分配妥適，各教學內容與不同認知層次試題皆能妥

適分配。 

□命題時能依據教學內容設計命題，坊間出版社之試題僅供參

考，未直接引用。 

□命題字體使用正體字，字體、大小及是否加列注音符號，均

已注意能配合學生年段需求。 

□答題形式多元，有選擇題型，也有不同類型之非選擇題型。 

□與去年(或近兩年)題目比較，避免直接複製相同試題。 

□難易度兼顧，避免全面偏向艱澀或過易。 

□整體通過率預測為     %。 

命題老師簽名：           

2 審題 

□符合。 

建議事項： 

                            

審題老師簽名：           

   

命題與審題注意事項： 

   ■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離開電腦前應確認試題檔案全部清除，並注意網路

芳鄰資源分享問題。 

■考前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與保密，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 

檢核表請於   月   日（星期 ）下班前，與雙向細目表及紙本試卷一併交回教務

組彙整；另將其電子檔繳交至本校雲端硬碟。 

教務組簽收：                     送達時間： 

 

 

 



6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定期評量試題雙向細目表 

科目： ＯＯ   班級： Ｏ忠   命題老師： ＯＯＯ  
一、教材版本：        

二、測驗題型與配分： 

1. 題：   ％    

 

三、測驗時間：40分鐘 

四、雙向細目表： 

 

教材內容 
試題 

型式 

記憶 了解 應用 分析 評鑑 創造 
合計(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題數 配分 

 

              

              
              
              
              

合計(配分)        

 

              

              
              
              

合計(配分)        

合計(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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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能力檢測向度 

 

項目 內容 內容百分比 項目百分比 

字音 

字型 

詞語 

字音(新、易混淆、一字多音)  

 

字型、寫國字(選出正確的字)  

改錯別字  

部首(筆畫)並造詞  

字詞語(詞性、詞意)選圈填配對  

近義(相似)詞、反義(相反)詞  

翻譯 
字詞義  

詩、詞、文句  

句子 

與 

寫作 

詮釋句子(涵義、觀點)  

 

改寫、續寫、擴寫、縮寫  

短語練習(照樣寫一寫)  

造句 
單詞  

句型  

標點符號  

修辭  

句子重組  

看圖寫作  

短文寫作  

應用文  

閱讀 

理解 

特定訊息  

 
推論  

大意、主旨  

結構、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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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定期評量ＯＯ領域 Ｏ 年 忠 班成績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分數           

座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