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 隆 市 暖 暖 國 小 1 1 0 學 年 度 六 年 級 期 末 評 量 調 整 計 畫 

壹、畢業成績計算(依據本校成績評量辦法) 

一年級成績 x10% 

二年級成績 x10% 

三年級成績 x15% 

四年級成績 x15% 

五年級成績 x25% 

六年級成績 x25% 

 

  



貳、六年級期末評量調整方案： 

一、原成績計算方式=(平時成績 x60%)+(定期成績 x40%) 

二、因應疫情調整為：平時成績 100% 

1.班級：六年忠班 

科目 授課教師 評量細項 比例 備註 

國語 

數學 
粘麗菁 

上課表現 30% 

準時上線(課) 

有事要先請假 

發言針對課程內容 

課程參與度 

作業繳交與用心程度  30% 

按時繳交 

字體整齊 

數學算式條列清楚 

錯誤的地方是否有訂正 

缺交的部分是否有補齊 

線上評量測驗 40% 
國語 5-11課 

數學 4-7單元 



自然 詹書豪 

上課表現(出席、提問、發言) 30%  

作業：第三單元 1(因才網) 

第三單元 2(因才網) 

30% 

測驗：第三單元(表單) 40% 

社會 郭雅筑 

上課表現(出席、發言) 20%  

作業 

習作(2-1-3-3)  

課堂學習單(2-1-2-2) 

課堂學習單(3-1-3-3) 

40%  

測驗 

2-1隨堂測驗 

2-2隨堂測驗 

2-3單元隨堂測驗 

40  

英文 謝欣樺 

300單考試共 7次成績 平時 10% 

平時成績 100% 

300單模擬考 平時 10% 

上課、功課繳交態度 平時 30% 

單元小考 平時 10% 

英練簿 平時 10% 

期末口試、cool English 平時 30% 



國際接軌 謝欣樺 
英習 U1-U4共 5次成績 平時 50% 

平時成績 100% 
上課學習態度 平時 50% 

體育 詹書豪 

上課表現(出席、提問、發言) 50%  

作業：籃球學習單(表單) 

羽球學習單(表單) 

美式躲避球學習單(表單) 

50% 

  音樂 陳正宜 
直笛測驗兩次平均 50%  

樂器分組討論報告 50%  

美勞 劉家暉 

上課表現 

(出席、發言、團隊合作及互助…等) 
40% 

 

課堂作業、實作。 

1. 穿針引線我真行(錢包製作) 

2. 色彩變化繽紛樂(水彩教學) 

3. 生活好物動手做(磁鐵製作) 

4. 剪紙剪紙多花樣(圖形剪紙) 

5. 徐徐微風風鈴搖(風鈴製作) 

6. 構圖繪畫一把罩(素描刻畫) 

7. 拼拼湊湊美麗圖(拼貼畫作) 

8. 健康促進要注意(海報製作) 

9. 看我超級變變變(不織布創作) 

10. 裝飾小物簡單做(班級櫃裝飾) 

60% 

 

 



2.班級：六年孝班 

科目 授課教師 評量細項 比例 備註 

國語 

數學 
廖琇瑩 

線上測驗 

1.國語第 5-11課 

2.數學第 4-7單元 

40%  

回家作業 

1.國語:生字、圈詞、國習、國語練習簿 

2.數學:數課、數習、數學練習簿 

40% 

1.按時完成 

2.準時上傳繳交 

3.確實訂正 

課堂發言 20% 

1.準時上線 

2.遵守課堂秩序 

3.答題正確 

自然 詹書豪 

上課表現(出席、提問、發言) 30%  

作業：第三單元 1(因才網) 

第三單元 2(因才網) 
30% 

測驗：第三單元(表單) 40% 



 

社會 郭雅筑 

上課表現(出席、發言) 20%  

作業 

習作(2-1-3-3)  

課堂學習單(2-1-2-2) 

課堂學習單(3-1-3-3) 

40% 

 

測驗 

2-1隨堂測驗 

2-2隨堂測驗 

2-3單元隨堂測驗 

40% 

 

英文 謝欣樺 

300單考試共 7次成績 平時 10% 

平時成績 100% 

300單模擬考 平時 10% 

上課、功課繳交態度 平時 30% 

單元小考 平時 10% 

英練簿 平時 10% 

期末口試、cool English 平時 30% 

國際接軌 謝欣樺 

英習 U1-U4共 5次成績 平時 50% 

平時成績 100% 上課學習態度 

 
平時 50% 



體育 詹書豪 

上課表現(出席、提問、發言) 50%  

作業：籃球學習單(表單) 

羽球學習單(表單) 

美式躲避球學習單(表單) 

50% 

音樂 陳正宜 
直笛測驗兩次平均 50%  

樂器分組討論報告 50%  

美勞 劉家暉 

上課表現 

(出席、發言、團隊合作及互助…等) 
40% 

 

課堂作業、實作。 

1. 穿針引線我真行(錢包製作) 

2. 色彩變化繽紛樂(水彩教學) 

3. 生活好物動手做(磁鐵製作) 

4. 剪紙剪紙多花樣(圖形剪紙) 

5. 徐徐微風風鈴搖(風鈴製作) 

6. 構圖繪畫一把罩(素描刻畫) 

7. 拼拼湊湊美麗圖(拼貼畫作) 

8. 健康促進要注意(海報製作) 

9. 看我超級變變變(不織布創作) 

10. 裝飾小物簡單做(班級櫃裝飾) 

60% 

 

 

  



3.班級：資源班(平時成績 x60%)+(定期成績 x40%) 

科目 授課教師 評量細項 比例 備註 

資源班 

抽離國語 

楊大龍 

上課表現、停課前作業 60% 

 停課期間作業 20% 

線上測驗 20% 

資源班 

抽離數學 

楊大龍 

上課表現、停課前作業 60% 

 停課期間作業 20% 

線上測驗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