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110 年 8 月 31 日期初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6 月 28 日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三十條之

規定訂定之，本校學生成績之考查，除依該法之規定外，悉依本補充規定辦

理。 

二、本校學生成績考查，包括下列二類： 

（一）學業成績：採百分制評定，並得註記質性文字描述。 

學業成績評量，按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異，兼顧科目認知、技能及

情意之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之；其各科目

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之占分比率，由學校定之。 

前項多元評量，得採筆試、作業、口試、表演、實作、實驗、見習、

參觀、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自我評量、同儕互

評或檔案評量等方式辦理。 

（二）德行評量：依行為事實作綜合評量，不評定分數及等第；其項目如下： 

1.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

習慣、禮節、班級服務、社團活動、參與校內外競賽情形及對學校

聲譽之影響等。 

2.服務學習：考量學生尊重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素養、

體驗社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識及責任感等。 

3.獎懲紀錄。  

4.出缺席紀錄。  

5.具體建議。 

三、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之科目，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規定。 

（一）應修習學科：包括部訂必修、校定必修及校訂選修，由本校訂定課程

整體計畫實施之。 

（二）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週修習一節，或總修習節數達十八

節，為一學分。 

（三）團體活動為必修科目，但不計學分，評量應依據活動目標及學習內涵，

採用多元的評量方法。評量宜分工合作分層負責，班級活動由導師負

責評定，社團活動由社團指導老師負責評定，學生自治會活動、學生

服務學習活動由各處室或相關人員負責評定。評量結果由導師彙整，

適切參酌學生自評、同儕評量、家長評量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評量資料

實施總評。評量結果以文字描述為主，得視學校需要輔以等級呈現。 

四、本校學生學習評量，應以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培養學生

核心素養，促進學生適性發展為目的，並作為教師教學及輔導之依據。 

學業成績評量應按學生身心狀況發展及個別差異，兼顧科目認知、技能及情

意之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概分下列項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口試、筆試、作文、實驗、調查、採集及

報告等方式。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行。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由教務處排定時間統一舉行。 



（四）學生本人遇有重大傷病、懷孕或育有三歲以下子女之情形，為鼓勵其

自發勉力向學之意願，經學校審酌其實際情形後，得以專案採辦理個

別化教育計畫之評量方式定之。 

五、每一科目之學期成績，除課程標準另有規定外，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科目之成績評量經同一年段任教教師衡酌教學需求及配合教學進度

等因素，得調整評量方式、次數與佔分比例，惟須經學期初教學研究

會決議通過，簽請校長同意後公佈實施之。 

（二）藝能學科、無固定班級制課程及未舉行考試評量之科目之考試方式、

時間、地點由各任課老師另行安排實施，可分別依認知、技能、情意

等自訂分項成績，以每一單項比例不超過百分之五十為原則，由任課

教師評定。 

六、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乘以各該科目學分數所

得之總和，再除以總學分數。 

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以該學年度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成績平均之。 

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以該學年度該科目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之；學

生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應予補考者，其該科目學年學

業成績之計算，以其該科目該學年各學期原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錄計算，

不得與該科目重修或補修後之成績平均計算。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之計算，遇小數點時，採四捨五入法，取整數計算；學

期、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各科目學年學業成績之計算，取小數點後一位數，

第二位數採四捨五入法進入第一位數。 

七、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及格基準規定如下： 

（一）一般學生：以六十分為及格。 

（二）依各種升學優待辦法規定入學之原住民學生、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

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及基於人道考量、國際援助或其他特殊身

分經專案核定安置之學生：一年級以四十分為及格，二年級以五十分

為及格，三年級以後以六十分為及格。 

（三）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定入學之學

生：一年級、二年級以五十分為及格，三年級以後以六十分為及格。 

（四）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一

年級、二年級以四十分為及格，三年級以後以五十分為及格。 

身心障礙學生之學業成績評量，應依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學生因其居住地區或就讀學校發生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災害或其他

重大變故情形，學校認有調整前條所定學業成績及格基準之必要者，得擬具

計畫，經各該特定科目教學研究會及行政會議通過後調整之，並妥為保存；

其調整後之成績及格基準，不得低於四十分。 

前項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適用調整學業成績及格基準之學生姓名、學號、年級、科別、班級與

適用學期及學年。 

（二）學校已實施之多元評量執行策略及學生學習補救措施。 

學生學習成就差異分析、學習評量調整方案及調整之必要性說明。 

九、學生學期學業成績達第七條或前條所定及格基準之科目，授予學分。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未達第七條或前條所定及格基準之科目，其成績達下列基

準者，學校應予補考： 

（一）及格基準分數為五十分至六十分者：四十分。 

（二）及格基準分數為四十分至四十九分者：三十分。 

前項補考科目，其補考所得之成績，達第七條或前條所定及格基準者，授

予學分，並依及格基準分數登錄；未達及格基準者，不授予學分，並就原

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錄。 

學校每學期辦理補考，以一次為限。但學生因故不能參加補考，經學校核

准給假者，學校得審酌其請假事由後，准予補行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

之。 

學生學年學業成績達第七條或前條所定及格基準之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

均授予學分；其各學期成績仍應以該學期實得分數登錄。 

數學 A、數學 B、數學甲與數學乙，均為不同科目名稱；學生如於同一學年

之第一、二學期分別修習不同之前述科目，不計算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自然科學領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依下列方式配對科目實施學年學業總平

均（粗框灰底）： 

109學年度起入學適用 

（一）普通班 

科目 選修科目名稱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物理 

選修物理-力學一  2   

選修物理-力學二與熱學   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    2 

選修物理-波動、光及聲音   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2 

化學 

選修化學-物質與能量 1 1   

選修化學-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2  

選修化學-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1 1 

生物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  2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選修生物-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    2 

選修生物-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1 1 

地球科學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  2   

（二）數理資優班 

科目 選修科目名稱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物理 選修物理-力學一  2   



科目 選修科目名稱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選修物理-力學二與熱學   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    2 

選修物理-波動、光及聲音   2  

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    2 

化學 

選修化學-物質與能量  2   

選修化學-物質構造與反應速率   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2 

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2  

選修化學-有機化學與應用科技    2 

生物 

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 2    

選修生物-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2   

選修生物-生命的起源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1 1 

選修生物-生態演化及生物多樣性    2 

地球科學 選修地球科學-大氣、海洋及天文   2  

十、學生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

第七條或第八條所定及格基準之科目，得申請重修課程綱要規定應修習之部

定及校訂必修科目，未修習者應補修。轉學、轉科（學程）學生並得就應修

習之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以外科目，申請補修。 

學校辦理重修、補修之方式，依下列規定順序為之： 

（一）專班辦理：申請學生人數達十五人以上者，由學校開設專門班級，供

學生修讀；每一學分不得少於六節。 

（二）自學輔導：申請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人數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

自行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及教學；每一學分之面授指導

及教學節數，屬重修者，每一學分不得少於三節，屬補修

者，每一學分不得少於六節。 

（三）隨班修讀：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

修讀。 

前項各款之實施時間、課程內容及實際授課節數，由學校定之。 

重修、補修及延長修業期限學生之學業成績評量，應依第二條規定辦理。 

十一、學生依前條規定完成重修、補修後，其所得成績達第七條或第八條所定及

格基準之科目，授予學分；未達及格基準者，不授予學分。 

前項重修、補修後之科目成績登錄，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重修：達第七條或第八條所定及格基準者，依所定之及格基準分數登

錄；未達及格基準者，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錄。 

（二）補修：依實得成績登錄。 

十二、學生於定期學業成績評量時，因故不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評量，

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學校得審酌其請假事由後，准予補行考試或採其他方



式評量之；其評量方式、成績採計及登錄方式如下： 

（一）補考申請須於期初考、期中考、期末考日3日前附證明文件（含學務

處准假證明）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理。 

（二）臨時性之緊急狀況請家長親自或委請導師於學生期初考、期中考或期

末考請假當日先行知會教務處，並協助學生辦理申請補考程序，逾期

不予受理，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因公假（須經簽准）、重病（須檢附區域醫院住院證明）、直系親屬喪

亡（須附訃聞）或不可抗力請假（經請示校長同意）缺考者，其補考

成績得按實得分數計算。 

（四）一般事、病請假補考者，其成績如未超過60分者，依實得分數計算。

超過60分以上者，以60分計算。 

（五）補考日期：請學生於銷假結束後之第一節上課時間至教務處進行補考，

不另行通知，逾期不予辦理補考，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無故缺考且未經核准補考者，或核准補考卻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補考

程序者，成績均以零分計算之。 

（七）考試當日因身體不適由監考老師陪同至健康中心休息者，由校護知會

教務處，並請導師協助辦理補考程序，成績以（四）計算。 

（八）學生因公假、重大傷病或其它不可抗力等因素，得由導師協助具案佐

證簽准後，以缺考方式登錄成績（依規定調整計分比例），本方式應以

乙次為原則。 

（九）期末考之補考日不得超過學期成績結算日期。 

十三、學生各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之學分數，未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數二分之一

者，第二學期得由教務處提出名單，輔導其減修學分；其減修學分以六學

分為限。 

休學學生申請提前一學期復學者，準用前項規定。 

十四、學生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數，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數二分之一者，得

重讀；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分數，應包括該學年度結束前補考、重修及補修

後取得之學分。 

重讀時，學生成績以重讀之實得分數登錄；學生對於重讀前已修習且取得

學分之科目，於各學期開學日前由家長提出申請免修者，學校應准予免修，

該科目原成績列入重讀學期之成績一併計算；未申請免修而自願再次選讀

者，該科目成績，應就再次選讀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錄。對於重讀之學

生，學校應給予適當之輔導。 

學校為協助學生取得畢業應修學分數，應針對學生各學期學分取得情形，

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轉學生入學時、轉科（學程）學生轉科（學程）時及休學學生復學時，準

用前三項規定。 

十五、學校應建置學生學習支援系統，並依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結果進行分

析，作為學期中實施差異化教學及補救教學之依據，以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發揮學生潛能；其實施基準及方式，另行定之。 

十六、新生與轉學生入學前、轉科（學程）學生轉科（學程）前及休學學生復學

前，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科目，經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或經測驗及格

者，得列抵免修，其科目成績，依原成績或測驗成績登錄；未取得學分之



科目，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前項審查、測驗及學分抵免規定，另行定之。 

學生轉學、轉科（學程）經學校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學分抵免後，未符合第

十四條第一項得重讀規定而申請重讀者，學校得視該生學習狀況與學校編

班、班級人數等情形，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第一款規

定者，編入適當之年級。 

（二）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者，編入適當之年級、科（學程）。 

十七、資賦優異學生得依身心發展狀況、學習需要及意願，向學校申請縮短修業

年限；其辦理方式，應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八、學生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採認之國外學歷，

其在國外所修之科目成績，經學校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或經測驗及格

者，得採計成績或學分，其科目並得列抵免修。 

學生經學校核准後，赴國內、外公民營事業機構職場或就業導向之職訓機

構等場所進修、訓練、實習或學習，取得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證明，經學

校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者，得採計成績或學分，其科目並得列抵免修。 

學校辦理前二項學生學歷、成績證明、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之審查、測驗、

學分採計及赴國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習期間之認定，應依相關法規規定

為之。 

十九、學校得協調國內其他高級中等學校開設跨校選修之課程，並得與大專校院

合作開設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其課程得採數位遠距教學。 

二十、教師於學期成績登錄並計算後發現有誤時，應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並簽

報校長核准後，始可更正。 

學生對學期成績有疑義者，應於下一學期開學日起兩週內提出申訴申請，

逾期不予受理。 

學生對成績申訴答覆仍不服者，得送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裁決之。 

廿一、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數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數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

假而缺課之節數，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不納入計算。 

學生因懷孕或哺育幼兒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不扣

分；致缺課時數逾全學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

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學生缺課致影響課業時，學校應視其情形提供預警措施，並給予個別輔導。 

廿二、德行評量之獎懲，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二）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及大過。 

學生之獎懲，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並於學期結束時列入德

行評量。 

第一項之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依本校「學

生獎懲規定」實施。 



廿三、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流

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及喪假；其請假規定，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

理。 

學生缺課未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為曠課。 

德行評量之出缺席紀錄，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廿四、德行評量以學期為階段，由導師依第二條第二項各款規定，參考各科目任

課教師及相關行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行為事實記錄，並視需要提出具體

建議，經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後，作為學生適性輔導及其他適性教育處

置之依據。 

重修、補修學生及延長修業期限學生之德行評量，由學校依其修課情形，

並參酌一般學生之規定定之。 

廿五、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數達修習總節數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

十二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行適性輔導及適性

教育處置。 

學生曠課紀錄由學校於期末時，提供導師評量參考。 

廿六、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列規定處理： 

（一）符合下列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應修習總學分 180學分，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數為 150學分成績

及格，其中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至少需 102學分且成績及格；同

時選修學分至少需修習 40學分且成績及格。(111學年度起入學

學生，應修習總學分數 182學分) 

2.修業期間德行評量之獎懲紀錄相抵後未達三大過者。  

（二）修業期滿，修畢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

二十個畢業應修學分數，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廿七、學生重讀、轉學或復學時，因中央主管機關發布新課程綱要，致其適用之

畢業條件已變更者，由學校從寬就變更前後畢業條件擇一適用，並進行學

分抵免及核計。 

廿八、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