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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角色篇 

我是學生，我要做什麼？  

我是學生家長，我可以做什麼？ 



 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108學年度開始皆建置學習歷程檔案 

►因應108課綱課程實施，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架構改變，強調素養 

導向、跨科/跨領域統整學習、探究與實作等，同時也增加校訂 

必修、多元選修等類型的課程，透過學習歷程檔案的累積，系統 

化地逐步整理學習成果，可以更全面的了解自己在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的學習結果。 

 
由108學年度入學 

高級中等學校的學 

生開始喔 



我是學生，我要做什麼？ 

上傳 勾選 

 瞭解學習歷程檔案對自己的重要性。 

 
 學會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相關操作。 

 參與各項學習活動，積極探索出自己的興趣， 

並找到生涯定向，逐步累積自己的學習經歷。 

 
 配合學校規劃之時程，上傳和勾選自己 

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我是學生家長，我要做什麼？ 

關心 鼓勵 

 瞭解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 

 透過孩子的課程學習成果，瞭解孩

子在學校 課程的學習情況。 

 鼓勵孩子多元展能，積極參與各項學

習活動， 發現自己的興趣，並找到生

涯定向。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目的篇 
108課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改變了什麼？  

為什麼要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有什麼作用？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有哪些相關法規？ 



108 課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改變了什麼？ 

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特殊教育班等課程規劃，另依各該實施規範/課程綱要辦理。 

1.調降必修學分，調 

高選修學分比重 

2.新增校訂必修 

3.增加選修課程類型 

4.新增彈性學習時間 

1.調高部定實習科目 

學分數 

2.新增「技能領域」 

實習科目 

3.增加多元選修類型 

4.增加彈性學習時間 

1.調降必修學分，調 

整選修學分 

2.調整校訂必修學分 

數 

3.新增彈性學習時間 

4.新增學術學程專題 

實作 

普高 

108學年度正式實施（108.8.1起） 

 
技高 綜高 

新 單科 
增    

1.以特定核心學科領 

域為主課程，發展 

一般科目或專業科 

目，奠立特定學門 

知能的拓展與深化 

2.新增彈性學習時間 



為什麼要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降必修、增選修 

強調加深加廣選修銜接 
大學多元進路 

以核心素養為導向 
組織課程 

強調跨領域、實作、 
專題與體驗 

無法單以紙筆 
測驗進行評量 

共同考科 
比重下降 

 

適性揚才 學生學習歷程 
重要性提升 

普通型 



為什麼要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調整專業群科 
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 

增加部定技能領域科目 

強調專題實作及跨科 
之統整型、探究型課程 

以科專業能力規劃 
校訂多元選修課程 

無法單以紙筆 
測驗進行評量 

統測考試範圍 
調整 

 

適性揚才 學生學習歷程 
重要性提升 

技術型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有什麼作用？ 

展現個人特色 

和適性學習軌跡 

回應新課綱 

課程特色 

呈現考試難以 

評量的學習成果 

協助學生生涯 

探索及定向參考 

１ 

２ 

３ 

４ 

回應新課綱課程特色 
學生修習各類課程所產生的課程學習成果及 
多元表現，是學生學習表現真實展現，也是 
學校課程實施成果的最好證明。 

呈現考試難以評量的學習成果 
尊重個別差異，重視考試成績以外的學習歷程， 
呈現學生多元表現。 

展現個人特色和適性學習軌跡 
鼓勵學生定期紀錄並整理自己的學習表現， 
重質不重量，展現個人學習表現的特色亮點 
與學習軌跡。 

協助學生生涯探索及定向參考 
學生透過整理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可以 
及早思索自我興趣性向，逐步釐清生涯定向。 

一步一腳印，累積學習歷程紀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認識篇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哪些資料？  

我的學習歷程檔案是怎樣被蒐集保存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那些資料?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生學籍資料 

(含幹部紀錄) 

修習科目學分數和學業 

成績、課程諮詢紀錄 

修習科目(具學分數)  

作業作品或書面報告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 

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 

學校負責登錄 學生自己上傳 學生自己上傳 學校負責登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項目詳細內容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項目 內容 項目 內容 

基本資料 
學生學籍資料 
(含校級、班級及社團幹部紀錄) 

基本資料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學校每學期提交 

 
修課紀錄 

學校報經各該主管機關備查之課程計 
畫所開設、有採計學分之科目/課程學 
業成績及課程諮詢紀錄 

 
修課紀錄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不 
包括課程諮詢紀錄 
●學校每學期提交 

 
課程學習 
成果 

（需任課教師認證） 
前款科目/課程產出之作業、作品及其 
他學習成果 
●每學期學生上傳時間及件數由學校自 
訂 

 
課程學習 
成果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學生自一學年上傳至學校平

臺之課程學習成果，勾選至
多6  件，由學校每學年提交 

 
多元表現 

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及其他表 
現 
●學生上傳時間及件數由學校自訂 

 
多元表現 

同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資料 
●學生自一學年上傳至學校平臺 

之多元表現，勾選至多10件，  
由學校每學年提交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檔案格式、大小 

資料項目 檔案格式類型 內容說明 
(檔案大小或簡述文字之字數) 

課程諮詢紀錄 
(只限校內平臺)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2MB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課程學習成果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2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5MB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多元表現 

證明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2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5MB 

外部連結：文字 - 

簡述：文字 每件100個字為限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是怎樣被蒐集保存的？ 

提交 

上傳 

由學校在規定 

的時間內提交 

勾選 課程學習成果 
(經任課教師認證) 

多元表現 

【註】學習歷程學校平臺可能形式： 

校務行政系統 + 校內學生學習歷程紀錄模組 

直接整合於校務行政系統 

教育部建置的平台 

學校建置的平台 

基本資料 

登錄 

修課記錄 

1 

2 

3 

4 

學校在提交前會請同學 

勾選要提交的檔案 

每學年提交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進路篇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如何協助我做生涯定向? 

大學技專端如何取得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為 

備審參考資料?  

運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產出升學備審資料有

什麼優點? 



學習歷程檔案可以怎樣幫助學生生涯定向？ 

普通科學生 

透過生涯輔導、課程諮詢， 
以及學習歷程檔案的蒐集、 
檢視與反思，逐年定向生涯 
及大學學群。 

探索 

高一 

適性 

高二 

定向 

高三 

專業群科學生 

透過生涯輔導、課程諮詢， 
以及學習歷程檔案的蒐集、 
檢視與反思，強化跨班、 
跨科及跨群等多元選修課 
程的學習，展現專業領域 
學習成果。 

綜合高中學生 

透過生涯輔導、課程諮詢， 
以及學習歷程檔案的蒐集、 
檢視與省思，可以更適性 
的選擇學術學程或專門學 
程，進一步銜接大學或技 
專校院之進路發展。 

專業核心 多元選修 跨域深化 

高一 高二 高三 

試探    分化  專精 
高一  高二 高三 

生涯 
探索 

課程 
諮詢 

修課和 
參與活 
動 

學習歷 
程檔案 
蒐集及 
反思 

藉由學習歷程檔案的 

檢視思考生涯定向 



大專校院端如何取得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升學備審資料? 

介接 

上傳其他資料 

提供備審 

課程學習成果：大學至多3件；技專至多9件 

多元表現：至多10件 

大學或技專校院校校系 

同學有勾選的課程學習成 

果及多元表現，大學或技 

專校院校系才看得到。 

(學習歷程自述、自傳或讀書計畫) 

 
1 勾選 

2 



什麼時候大專校院端會告訴大家，想看哪些學習歷程? 

三階段公布大專校院申請或甄試參採學習歷程內容及期程 

108年 
4月 

108年 
8~11月 

109年 
4月 

補充公布全國各校系「學習歷程」 
備註、自傳(含學習歷程自述)及讀 
書計畫與「其他」等欄位說明；另 
大學校院「參採考科」(數學考科) 。 

研訂大專校院招生參採學習 
歷程內容之結構化表格暨敘 
寫範例；向各大專校院校系 
進行調查 

公布全國各校系研訂「學習 
歷程」審查重點涵蓋範圍 。 



運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產出升學備審資料有什麼優點? 

各學期(年)分期上傳 
高三下再勾選產出 



國立交通大學  中學人才培育計畫 

https://nctu.347.com.tw/cooperation/index.php?osch_id=131&agent_prjno=286
https://nctu.347.com.tw/cooperation/index.php?osch_id=131&agent_prjno=286
https://nctu.347.com.tw/cooperation/index.php?osch_id=131&agent_prjno=286








中學生.png




                          中學生:閱讀心得寫作 
                                               小論文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實際操作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自一學年上傳至學校平臺之課程學習成

果，勾選至多6 件，由學校每學年提交 

多元表現 ●學生自一學年上傳至學校平臺之多元表現，勾

選至多10件， 由學校每學年提交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Step1. 
點選此處進行課程學習成果 
檔案上傳 

顯示可上傳檔案總數， 
數量校管理者可調整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Step2. 
選擇檔案，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Step3. 
點選此處將上傳之檔案送出給授課教
師認證，送出後則不可再編輯或刪除 

Step4. 
系統跳出視窗供學生下拉認證教師，下拉選
單項目帶出校務系統學生已被配置的授課
教師名稱，一次僅能指定一位授課教師作認
證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指定完成並送出後即鎖定; 若學生選錯 
老師認證則由老師「認證失敗」退回後 
才可重選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勾選課程學習成果 

列出授課教師『認證成功』之檔 
案，每學期可勾選選三筆，提交 
至全國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可將已勾選清單匯出 

按「確認送出」按鈕後; 系統跳
出視 窗列出勾選送出的項目，再
次按「確 認送出」後; 才正式送

出勾選資料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介面 



    授課教師認證 
課程學習成果 
授課教師介面 



授課教師認證 
課程學習成果 
授課教師介面 



多元學習表現 
學生介面 



多元學習表現 
學生介面 





揚子中學學習歷程檔案服務平台 
http://163.27.238.10/ 
 
帳號密碼與天方校務系統相同 

http://163.27.23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