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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登入方式

使用台北市單一登入LDAP帳號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學生版)--



學習歷程檔案登入方式：
從學校首頁左側常用連結點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Step 1
進入「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點選「登入」



點選「登入」後，選擇「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LDAP服務」
Step 2



輸入預設帳號密碼後，按下登入

Step 3

(預設)
taivs+學號

(預設)
身分證後6碼

若帳號密碼忘記或有問題請洽本校電腦中心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若是使用手機連結進網頁
則會看此畫面 按這個

下拉選單再選擇「登入」

本系統目前並不是

設計於手機裝置使用。

上傳資料、送出認證、

勾選提交等正式操作

請避免使用手機操作，

確實使用電腦介面。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登入後會先看到這個畫面…



可以切換成我的學習狀態頁面-未來會顯示成績、獎懲及出缺勤



可以透過系統介面下載官方操作手冊參考



將頁面下拉後….

即可繼續使用及檢視自己

的學習歷程檔案櫃

手機操作方式
一樣，只是介
面顯示較窄



修課紀錄：學習成果每學期
上傳最多20件

多元表現：沒有上傳限制
(建議>10件)



會顯示已經上傳的件數當學期科目作業/作品
務必當學期上傳

學習成果上傳及認證 操作



點入上傳學習成果

會跳出這個畫面

學校已經

匯入你這學期的課程
步驟1：先點選課程名稱 步驟1

步驟2

步驟2：

可上傳學習成果的文件檔(PDF、JPG、PNG)

也可上傳影音檔(MP3、MP4)

上傳的內容除了作業本身之外

要記得加入「學習過程」心得

(相關簡述100字也很重要！)
文件(4MB)

影音 (10MB)

100字簡單描述很重要



認證學習成果操作

上傳完後
一定要從此進入
點「送出認證」老師才能幫你認證！

這個步驟很重要…

這個步驟很重要…

這個步驟很重要…



點入學習成果認證

會跳出這個畫面

檢視上傳作業

的認證狀態

重要步驟

務必點選「送出認證」

任科老師才會收到通知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勾選

學習成果

按時上傳學
習成果

學習成果
認證

學年結束後須勾選已認證之學習成果至中央資料庫

每學期可上傳並認證(最多20件) 學習成果 (高一上最多20件，高一下最多20件)

每學年至多會累積20*2=40件認證成果

學年(高一)結束後，須從通過認證

作品中勾選6件至中央資料庫封存~

(勾選時程請務必注意學校公告)



多元表現 上傳操作

各種校內及校外活動證明紀錄

上傳當學年

多元表現

勾選

多元表現

(當學年的多元表現當學年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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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表現」包含的內容 (校內外活動、證明文件皆可)

幹部經歷紀錄、競賽紀錄、檢定證照、志工服務、

彈性學習紀錄、團體活動紀錄、職場學習、成果作

品、先修課程、其他活動等。只要有上述相關資料都可以編輯好上傳~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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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以幹部經歷暨事蹟紀錄、檢定證照紀錄以及

志工服務 三個介面為範例說明，其餘項目皆可以此類推~

(當學年的多元表現當學年上傳)



範例：

點入幹部經歷暨事蹟紀錄

會跳出這個畫面

步驟1:將擔任幹部的各項欄位詳實填妥

步驟1

步驟2

步驟2：

上傳證明文件檔 (PDF、JPG、PNG)

上傳的檔案務必編輯完整，

內容附上幹部證明的文件及

編輯擔任幹部的反思心得(最重要)

同時也可上傳影音檔(MP3、MP4)
文件(上限4MB) 影音 (上限10MB)

100字簡單描述很重要



範例：點入檢定證照紀錄

會跳出這個畫面

拿到證照後就盡速填妥資料並上傳

步驟1

步驟2

上傳證明文件檔(PDF、JPG、PNG)

上傳的檔案務必編輯完整，

內容附上檢定證明文件及

取得證照的學習心得(最重要)

同時也可上傳影音檔(MP3、MP4)

100字簡單描述很重要

文件(上限4MB) 影音 (上限10MB)



範例：點入志工服務紀錄

會跳出這個畫面

步驟1:將各項欄位詳實填妥 步驟1

步驟2

步驟2：

可上傳文件檔(PDF、JPG、PNG)

上傳的檔案務必編輯完整，

內容附上志工活動照片、證明文件及

活動參與之反思心得(最重要)

同時也可上傳影音檔(MP3、MP4)

100字簡單描述很重要

文件(上限4MB) 影音 (上限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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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末)勾選

多元表現

上傳當學年

多元表現

每一學年結束後須勾選10件多元表現至中央資料庫

每學年不限制上傳數量，

學年(高一)結束後，須從上傳的資料中

勾選至多10件至中央資料庫封存~

(勾選時程請務必注意學校公告)

學年結束後(依照教務處公告日期)

勾選10件至中央資料庫封存。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的運作期程
錯過了，就來不及…

上學期
•按時上傳學習成果(最多20件) /多元表現 (不限制件數)

下學期
•按時上傳學習成果(最多20件) /多元表現 (不限制件數)

學年

結束

•勾選學習成果(至多6件) /多元表現 (至多10件)

勾選的內容將提交至中央資料庫封存



重要

重要

影音檔案(上限10MB)

文件檔案(上限4MB)

文件檔案(上限4MB)

影音檔案(上限10MB)



B

C

D

學習歷程檔案的四大資料

含校級/班級
社團幹部經歷

學生學籍資料

每學期修課狀況
含科目/學分數/成績

基本資料 學校登錄

修課紀錄 學校登錄

學習成果 學生上傳

多元表現 學生上傳

修習科目(有學分)  

作業作品或書面報告

幹部經歷、競賽參與、
檢定證照、志工服務、
自主學習、職場學習、
作品成果、其他活動。

每學期上傳最多 20件
學習成果需老師認證
每學年最多勾6件提交

上傳不限件數
多元表現不需老師認證
每學年最多勾選10件提交

A



1

2

1.歷程

學習歷程檔案的兩大精神

2.反思
知識態度技能的學習心得
得到哪些能力?未來如何發揮
遇到那些挫折?當時如何克服

學習過程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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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招生選材內涵

技專校院喜歡什麼學生 ? 一般大學喜歡什麼學生 ?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school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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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 英语八级

• BEC 高级

• IELTS 8分

• 计算机二级

• 精通各类办公软件，如PPT、word、

Excel

• 单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 单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 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 单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 单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 单击输入其他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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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查詢



亮點飛翔-學習歷程檔案比賽得獎作品欣賞

含學習成果組、多元表現組

得獎作品觀摩：https://reurl.cc/QdGm3Z

感謝參賽同學授權展示得獎作品，供師生一起欣賞學習！

https://reurl.cc/QdGm3Z
https://reurl.cc/QdGm3Z


111學年度技專升學篇-學習歷程檔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8H47JjMT0&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8H47JjMT0&t=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8H47JjMT0&t=5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