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漢城華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係由韓國漢城華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研議小組，依據中華民國國民教育法 

施行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及高級中學規程第四十二條規定，配合韓國華僑社會及學校情 

形之特殊性訂定。  

第二條  

韓國漢城華僑中學初中部、高中部學生成績考查，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本辦法未 

規定者，須經本校校務會議參照中華民國教育法令議決辦理。 

第三條  

學生成績考查，應本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原則，依操行、一般學科、 

藝能學科及體育學科分別辦理。 

第四條  

學生成績考查，分定期考查與日常考查，其內容應兼顧認知、情意及技能等領域。 

第五條  

學生成績之日常考查，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以獎勵及輔導為原則，並依各 

學科及活動性質，得就下列方式選擇辦理： 

一.紙筆測驗：就學生經由教師依教學目標、教材內容所編訂之測驗  考查之。 

二.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考查之。 

三.表演：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考查之。 

四.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及解決問題等行為表現考查之。 

五.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考查之。 



六. 設計製作：就學生之創作過程及實際表現考查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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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資料蒐集整理：就學生對資料之蒐集、整理、分析及應用等活動考查之。 

九. 鑑賞：就學生由資料或活動中之鑑賞領悟情形考查之。 

十. 晤談：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程，了解學生反應情形考查之。 

十一.自我評量：學生就自己學習情形、成果及行為表現，做自我評量與比較。 

十二.同儕互評：學生之間就行為或作品相互評量之。 

十三.校外學習：就學生之校外參觀、訪問等學習活動考查之。 

十四.實踐：就學生之日常行為表現考查之。 

十五.其他。 

第六條  

學期成績為落實實際分數，任課教師將學期成績核算完竣後，繳至教務處，由教務處 

以 A、B、C、D、F五分制評量其各學科成績在該班之等第，並將實際分數與等第登 

記於學籍卡中，A、B、C、D為及格，F為不及格，凡成績等第為 F者，必須參加補 

考，若俟後經補考及格者，於該學科處標示 P，表示經補考及格，然不修改其原始等 

第及原始分數。 

第七條 A、B、C、D、F 五分制評量等第，依下列標準辦理： 

五分等第 

班平均 F D C B A 

0-44 0-19 20-39 40-59 60-79 80-100 

45-49 0-26 27-44 45-62 63-81 82-100 

50-54 0-32 33-49 50-66 67-82 83-100 

55-59 0-39 40-54 55-69 70-84 85-100 

60-64 0-46 47-59 60-72 73-86 87-100 

65-69 0-52 53-64 65-76 77-87 88-100 

70-100 0-59 60-69 70-79 80-89 90-100 



 第八條  

學生各科（項）成績考查結果，採百分計分法。於每次段考結束後兩星期內，將一般 

學科之實際分數及操行之各項紀錄，以成績通知書乙紙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學期結束 

後兩星期內，將操行、一般學科、藝能學科、體育學科之實際分數及等第，以成績通 

知書乙紙通知家長及監護人。 

 

第二章 操行成績之考查 

第九條  

學生操行成績考查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六十分為及格，並標示甲、乙、 

丙、丁之等第。 

第十條  

學生操行成績之考查，以八十分為基本分數，並依照導師考核之實際分數、出席考勤 

及獎懲結果規定之標準，分別予以加減分數，核計實得分數，累積分數超過一百分者 

以一百分計，另由學校予以獎勵。 

第十一條  

導師考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部頒之「訓育綱要」、「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 

「生活教育實施方案」及「國民生活須知」等規定，並參酌學生之智力、性向、興 

趣、家庭環境、社會背景等因素，依下列各款資料或紀錄，予以綜合審慎評定分數。 

一.導師平日觀察學生個別行為及談話紀錄。 

二.教職員對於學生行為之觀察及紀錄。 

三.學生自我反省及互相檢討之紀錄。 

四.訪問學生家庭紀錄。 



五.輔導室彙送之資料或紀錄。 

六.學生校外活動之資料或紀錄。 

七.其他有關資料。 

第十二條  

導師考核之實際分數依下列各款予以加分： 

一.達九十五分者加五分。 

二.達九十分而未達九十五分者加四分。 

三.達八十五分而未達九十分者加三分。 

四.達八十分而未達八十五分者加二分。 

五.達六十分而未達八十分者加一分。 

六.未達六十分者不予加減分數。 

第十三條 操行等第之評量 

一.實得分數達八十分者為甲等。 

二.實得分數達七十分而未達八十分者為乙等。 

三.實得分數達六十分而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 

四.實得分數未達六十分者為丁等。 

 

第十四條  

學生出席考勤結果依下列各款標準加減分數： 

一.學期全勤（無曠課、事假、病假、遲到）者加三分。 

二.榮譽章一枚加 0.二五分。 

三.曠課一小時者減 0.五分。 

四.事假一小時者減 0.一分。 



五.病假一小時者減 0.0 五分。 

六.升、降旗無故缺席者減 0.二五分。 

七.集會無故缺席者減一分。 

八.集會請假者，以事假、病假二小時予以減分。 

九.喪假不予減分。 

十.每學期事、病假併計超過全學期時數三分之一者應辦理休學。 

   十一.第一次累積曠課達一星期（其間未經辦理任何請假手續）者著記大過乙次，  

第二次再累積曠課達一星期者另著記大過乙次，依次累計，屢誡不悛者， 

則予以留校察看或勒令退學處分。 

第十五條 學生之獎勵與懲罰依下列之規定： 

一.獎勵： 

1.記優點。 

2.記嘉獎。 

3.記小功。 

4.記大功。 

5.特別獎勵。 

二.懲罰： 

1.記缺點。 

2.記警告。 

3.記小過。 

4.記大過。 

5.特別懲罰。 

三.學生所受獎懲，須填入學生成績通知書中，如其懲罰達大過者應隨時以書面 



通知家長。 

第十六條  

導師於考核操行成績時，獎勵部分以不超過小功乙次為原則，懲罰部分得報請 

訓導處議處。 

第十七條  

學生獎懲結果，依下列各款標準加減分數： 

一.記大功者，每次加七分。 

二.記小功者，每次加二分。 

三.記嘉獎者，每次加一分。 

四.記優點者，每次加 0.五分。 

五.記大過者，每次減七分。 

六.記小過者，每次減二分。 

七.記警告者，每次減一分。 

八.記缺點者，每次減 0.五分。 

九.記儀容不整者，每次減 0.五分。 

十.學期中若累計三次小功或三次小過者，以大功乙次或大過乙次計算，均以加減七 

分為計分原則,不重覆加減分數。 

第十八條  

操行成績每學期計算一次，成績未達六十分者，應經訓導會議為退學與否處分之決 

議，並報由校長核定後執行。 

第十九條  

經留校察看處分之學生，如有獎懲事由發生時，仍依本章有關規定處理，但達記過處 

分者應予退學。 



第三章 一般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條  

一般學科係指除體育、電腦、音樂、美術、輔導活動等各學科而言。 

第二十一條  

 

一般學科各項成績考查及所占比例，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成績考查，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 

             

二.一、二年級第一、二學期及三年級第一學期，每學期舉行兩次段考 及一次期考 

 

之定期考查。 

             

三.每次段考、平時考查、期考各占百分之二十五。 

             

四.學期成績為兩次段考、平時考查、期考百分比之和為學期成績。 

             

五.初中部三年級第二學期及高中部韓大班三年級第二學期，僅辦理第一次段考 

 

及一次期考之定期考查，所占比例為段考、平時考查各占百分之三十，期考百分 

 

之四十，並以段考、平時考查、期考百分比之和為學期成績。 

六.高中部回國班三年級第二學期，僅辦理一次期考之定期考查，第三次模擬考試， 

視為段考成績處理，所占比例為段考、平時考查各占百分之三十，期考占百分之 

四十，並以段考、平時考查、期考百分比之和為學期成績。 

 

第四章 藝能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二條  

藝能學科係指電腦、音樂、美術、輔導活動而言 

第二十三條  



藝能科各項成績考查及所占比例，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成績考查，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 

二.每學期至少舉行一次定期考查。 

三.認知、情意部分各占百分之二十五，技能部分占百分之五十。 

 

第五章 體育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四條  

體育為獨立之學科，於計算升、留級或能否畢業時，不在計算範圍之內。 

第二十五條  

體育成績考查及所占比例，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成績考查，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六十分為及格。 

二.每學期至少舉行一次定期考查。 

三.運動技能占百分之六十，運動精神及學習態度占百分之三十，體育常                  

識占百分之十。 

四.以八十分為基本分數，再就出席體育課、課外運動、運動比賽、體育表演、努力情 

形、紀律行為、服務精神等之表現增減其分數。 

五.學年成績之計算，以第一、二學期平均之。 

六.學年成績不及格時，若第一學期成績不及格，而達三十分，第二學期成績及格，兩 

學期平均及格者，其第一學期不及格之成績以及格論。 

第二十六條  

身體障礙，不適隨班上課之學生應經教務處核准，由體育教師另行設計活動，其體育 

成績不得低於六十分。 



第二十七條  

體育學科之學年成績不及格者，予以留級處分。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二十八條  

學生定期考查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立即補考（不可以原 考卷測試）， 

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理。但無故缺考者，不准補考，其缺考學科之成績以零分計 

算。補考成績依下列規定計算： 

一.因公、喪假或不可抗力事件缺考者，按實得分數計算。 

二.因事、病假缺考者，其成績如為六十分或未達六十分，以實得分數計算， 超過六

十分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以七折計算後相加。 

第二十九條  

一般學科與藝能學科之學期成績不及格者，依下列各款辦理補考： 

一.第一學期成績等第為 F者，於第二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舉辦補考。 

二.一、二年級第二學期成績未達留級規定標準者，其 F等第之學科於下學年度開學後 

一個月內舉辦補考。 

三.一、二年級第二學期成績已達留級規定標準者，其 F等第之學科於下學年度開學前 

一個星期內舉辦補考，以決定其留級與否。 

四.第三款之補考日期訂定後，將記載於成績通知書中。 

五.三年級第二學期成績等第為 F者，另定日期舉辦補考。 

六.於三年級第二學期之補考辦理完竣後，另定日期舉辦六學期各科學期成績等第仍為 

F 者之補考，以決定其畢業與否。 

第三十條  



考查學生升留級，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其每週授課時數計算。（例：國文每週授課六小 

時、理化每週授課四小時、音樂每週授課一小時。） 

二.各學科（含一般學科與藝能學科）成績符合下列各項情形之一者，准予升級。 

1.各學科均及格者。 

2.F 等第學科時數之和未達學科總時數之五分之三者。 

3.已達留級規定標準，經補考後，其 F等第並未標示 P之學科時數之和未達學科總時 

數五分之三者。 

三. 成績未達第三十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之標準者，應予留級重讀。 

第三十一條  

考查學生能否畢業，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於舉辦六學期各科學期等第仍為 F之補考結束後辦理。 

二.三學年中所有學科，皆分上、下學期各以其每週授課時數計算。 

三.畢業成績（含一般學科與藝能學科）符合下列各項情形之一者，准予畢業。 

1.各學科均及格者。 

2.六學期中 F等第之學科，經最後一次補考後，並未標示 P之學科時數之和未達六 

學期所有學科總時數二分之一者。 

四.畢業成績未達第三十一條第三款第二項規定之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五.學生如無法達到第三十一條第三款第二項規定之標準者，經取得家長或監護人之 

同意後，得准延長修業年限一年。 

六.三學年成績未達畢業標準者，得以結業資格參加畢業典禮。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成績證明書之發給，依下列各款辦理： 

一.在學生或畢業生若申請成績證明書時，教務處僅開具五分制之等第成績，並於各學 

科等第處標示百分比，F等第之學科經補考及格時，則標示 P。 

二.若需要實際分數成績證明書時，經教務處同意，可發給實際分數與五分制等第並列 

之成績證明書。然 F等第之學科雖經補考及格，僅標示 P，並不修改其原始分數。 

三.本辦法發布施行後之在學生或畢業生，俟後申請成績證明書時，悉依第三十二條之 

規定辦理。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之修改及廢止，須經校務會議之決議，並報由校長核定後執行。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須經校長同意簽署，自發布日施行。 

 

附註： 

一. 本辦法自民國九十年三月十四日發布實施以來，將屆四年， 因而組成「韓國漢城 

華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修改小組」，依照當初研擬本辦法時，決議逐步提昇 

學生學業程度之目標及配合教育環境之變遷，召開兩次會議討論修改，於民國九 

十三年十二月三日經校務會議通過。茲將修改及新增條款之原文臚列於下： 

＊ 第三章 一般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條（修改） 

         原條文：一般學科係指除體育、電腦、音樂、美術等各學科而言。 

＊ 第三章 一般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一條 第六款（修改） 



          原條款：高中部回國班三年級第二學期之兩次模擬考試，視為第一、二次 

段考成績處理。 

＊ 第四章 藝能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二條（修改） 

      原條文：藝能學科係指電腦、音樂、美術而言。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二十九條 第六款（新增）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一款（修改） 

      原條款：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一科計算。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二款 第 2項（修改） 

      原條款：F等第之學科未達五分之四學科者。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二款 第 3項（修改） 

      原條款：已達留級規定標準，經補考後，其 F等第並未標示 P之學科未達 

五分之四學科者。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修改） 

      原條款：於三年級第二學期補考結束後辦理。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二款（修改） 

      原條款：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一科計算。兩學年之學科，以 

四科計算。三學年之學科，以六科計算。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三款 第 2項（修改） 

     原條款：六學期中 F等第之學科經補考後，並未標示 P之學科未達二分之 

一者。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六款（新增） 

     二.自九十三學年度第二學期始，適用新修訂之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三.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學年度之畢業標準，因未能完全適用新修訂之 



辦法，得由校長視未達畢業規定標準學生人數之多寡，在不低於舊有規 

定之原則下，權衡畢業標準。 

     四.九十三學年度之升留級標準，因未能完全適用新修訂之辦法，得由校長 

視留級人數之多寡，在不低於舊有規定之原則下，權衡留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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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查辦法 修改定案 

◎修改部分 

＊ 第三章 一般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條 

      原條文：一般學科係指除體育、電腦、音樂、美術等各學科而言。 

      修改條文：一般學科係指除體育、電腦、音樂、美術、輔導活動等各學科 

而言。修改緣由：初中部已增輔導活動新課程。 

＊ 第三章 一般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一條 第六款 

      原條文：高中部回國班三年級第二學期之兩次模擬考試，視為第一、二次 

段考成績處理。修改條款：高中部回國班三年級第二學期，僅辦理一次期 

考之定期考查，第三次模擬考試，視為段考成績處理，所占比例為段考、 

平時考查各占百分之三十，期考占百分之四十，並以段考、平時考查、期 

考百分比之和為學期成績。 

修改緣由：因回國升學甄試已提前舉行，無暇辦理兩次模擬考試。 

＊ 第四章 藝能學科成績之考查 第二十二條 

      原條文：藝能學科係指電腦、音樂、美術而言。 

      修改條文：藝能學科係指電腦、音樂、美術、輔導活動而言。 

      修改緣由：與第二十條同。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二十九條 增第六款 

      增第六款文：於三年級第二學期之補考辦理完竣後，另定日期舉辦六學 

       

期各科學期成績等第仍為 F者之補考，以決定其畢業與否。 

      修改緣由：為補救升留級標準（五分之三）與畢業標準（二分之一）間之 

差距。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一款 



      原條文：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一科計算。 

      修改條款：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其每週授課時數計算。 

（例：國文每週授課六小時、理化每週授課四小時、音樂每週授課一小時。） 

      修改緣由：以別主、副學科之重要性，期使學生打好基礎學科之根基。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二款 第 2項 

      原條文：F等第之學科未達五分之四學科者。 

      修改條款：F等第學科時數之和未達學科總時數之五分之三者。 

      修改緣由：自實施本辦法以來，發現有成績過差之同學，在未升上三年級 

      之前已註定其無法畢業（已超過三學年總學科的二分之一），究 

      其原因乃在於五分之四（升級）與二分之一（畢業）其間差距 

      懸殊而致。並依照研討本辦法時議決事項中：實施之初將升留 

      級標準列為最寬鬆之標準（五分之四），俟後逐步愈加嚴格， 

      以便提昇學生之學業程度。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條 第二款 第 3項 

      原條文：已達留級規定標準，經補考後，其 F等第並未標示 P之學科未達 

五分之四學科者 

      修改條款：已達留級規定標準，經補考後，其 F等第並未標示 P之學科時 

數之和未達學科總時數五分之三者。 

      修改緣由：與三十條 第二款同。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 

      原條文：於三年級第二學期補考結束後辦理。 

      修改條款：於舉辦六學期各科學期等第仍為 F之補考結束後辦理。 

      修改緣由：與三十條 第二款同。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二款 

      原條文：一學年之學科，分上、下學期各以一科計算。兩學年之學科，以 

      四科計算。三學年之學科，以六科計算。 

      修改條款：三學年中所有學科，皆分上、下學期各以其每週授課時數 

計算。 

     例：國文每週授課六小時、理化每週四小時、音樂每週授課一小時。） 

          修改緣由：與第三十條 第一款同。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第三款 第 2項原條文：六學期中 F等 

第之學科經補考後，並未標示 P之學科未達二分之一者。修改條款：六學 

期中 F等第之學科，經最後一次補考後，並未標示 P之學科時數之和未達 

六學期所有學科總時數二分之一者。修改緣由：與第三十條 第一款同。 

＊ 第六章 成績考查結果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增第六款文：三學年總成績未達畢業標準者，得以結業資格參加畢業 

典禮。 

      修改緣由：以正極少數家長認為參加畢業典禮即表示畢業之錯誤觀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