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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進
階
攻
略

高職本命題:專業與興趣

解鎖學習歷程檔實做秘笈



怎麼做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歷程

同時結合

個人興趣 X 個人特質 X 科系所學能力

#尋找個人和科系的交集

#獨一無二展現亮點

#想出獨特主題



進階攻略：解鎖學習歷程檔案

重要性

軟體資源

蒐集項目剖析

檔案呈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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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的重要性

自主整理學習過程

更加了解自己優勢

取代過去學長姊在高三

才要準備的備審資料

升學制度轉變

招生管道名額增減

紀錄高職三年的軌跡

一步一腳印重質不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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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在升學路上的角色



學習歷程檔案在技專校院升學路上的角色
資料來源：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學習歷程檔案在一般大學升學路上的角色
資料來源：大學招生委員會



學習歷程檔案在升學路上的角色

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必採)

最多6件

其他課程最多3件



時間轉眼來到 2023年5月底……



1、你收到成績單，考的分數還不錯，自己
還算滿意，終於辛苦了一年，覺得真的
很值得，於是你開心的搜尋科大甄選需
要的資料…

2、你收到成績單，考的成績差強人意，好
像可以考上，但又好像沒什麼機會，於
是想甄選看看，於是你悶悶的搜尋科大
甄選所需要的資料…

3、你很努力選上選手，更認真參加全國比
賽，但就差那麼一點點，你沒有全國前
三名，於是你只能進入「技優甄審」，
然後你搜尋科大甄選所需要的資料…

是不是應該把握剩下的800天，好好善加利用…



從高一到大學的距離-解鎖學習歷程一步一腳印

高一 熟悉系統操作

善用文書軟體整合學習歷程心得

廣泛參與、自我探索

高二
掌握理想校系的需求、

專注課堂成果、參與多元活動

高三

升學

喜歡自己，找到人生舞台

展現專題能力、研究潛力

針對目標大學需求自行勾選提交備審資料

其他資料準備：如學習歷程自述、自傳、讀

書計畫等



蒐集項目大剖析

準備那些材料 ?
學習歷程檔案櫃

呈現怎樣的你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上傳/認證/勾選

專業科目

上傳認證很重要

學校課程的

成績/作業
幹部經歷、競賽紀錄、檢定紀錄

、志工紀錄、彈性學習、團體活

動、職場學習紀錄、作品成果

紀錄、其他活動紀錄等

自傳、讀書計畫、

心理測驗、健康狀

況、小論文資料、

體適能、大學端需

求、自主學習計畫

上傳、自主學習計

畫審核、出缺勤紀

錄、獎懲紀錄

多元表現
上傳/勾選

共同科目
擇優認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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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重要的事：

１．學習成果依規定期限

上傳及認證

２．多元表現隨時整理上傳
(件數無限制，學年結束後至多

勾選10件傳到中央資料庫)



該上傳什麼學習成果 ?

換位想想…

如果你是大學教授，在你選擇是否錄取該生進入科系時，

什麼樣的「學習成果」 ，是吸引你的….

1.你喜歡的科目 2.你擅長的科 3.展現特色的科目 4.有完整報告的科目



可以運用的元素有…

習作

講義

作品或

學習照片 考試卷

學習單
報告

投影片

影片

筆記

上面資料都可運用

但需要經過

整理與編輯



教授想看到課程學習成果的形式

考試卷

習作

報告

投影片

筆記

圖片/影片

作品照片

學習單 經過反思整理

有特色的作業

學期綜整

學習報告

要配合任課老師認證作業的

要求，整理編輯成完整的文件檔案上傳



如果你是教授…

打開檔案，看到這個,

心中會覺得……..…



思考一個問題

這也是學習歷程戰場上分辨優劣的關鍵

如果你只想

將作業翻拍或獎狀拍照上傳就好了嗎

那你和別人的差別又在哪



致勝關鍵：學習歷程+心得 !

致勝關鍵：

上傳的檔案務必編輯完整

編輯完整是什麼意思?

要有哪些元素?



1.文件檔案如何呈現?

2.影音檔是否必要

3.相關簡述的重要性

1.文件檔標配三元素：標題、文字、圖(照)片

2.上傳影音檔前先思考…

如果你是大學教授，你想花多少時間看影音檔?

3.相關簡述：考驗你是否能用

100字吸引教授想打開你的檔案！



作業翻拍、學習照片文字編輯

你的學習成果編輯元素可以加入那些材料呢

你可以參考下面問題來回答：
1.過程遇到哪些困難/如何克服

2.透過這堂課學到哪些新知識

3.還有哪些未來學習要增強的部分

4.我覺得最喜歡的是什麼…原因..

4.如何和生活或未來應用連結

5.學習後的啟發(興趣、能力結合…)

6.學習過程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心得反思
要寫什麼



呈現學習歷程檔案步驟拆解

01

紀錄歷程

02

描述過程

03

放入照片

04

學習反思

先將歷程
記錄下來

問自己哪些地方是從
不會到會、從生疏到
熟悉、從低階到高階、
從少量到大量。

將學習/活動
過程用150-

200字描述。

加入學習單/作
品/學習情況/操
作歷程…等照片，

並記得加入簡短
文字說明。

這個步驟最重要，
學習(活動)後，根
據自己想要表達的
主題寫下250-300
字的學習反思
(利用提問引導反思)



心得反思要

寫什麼透過「提問」方式進行反思
進階版引導

原來這個能力的養成是這樣？原來這個觀念的理解是這樣？
原來這幾個概念的關係是這樣？原來這個理論是這樣應用的？
原來生活中的OO有關係，原來與課本的OO有關！



呈現方式

初階版標配呈現

至少要有標題、文字、照片

進階版完勝呈現

1.封面/底面/統一版型

2.目錄/頁次

3.前言【約150~200字】

4.課程大綱/內容/流程

5.學習收獲/獲得經驗

6.心得反思【約250~300字】

7.相關證明【照片或圖片】

★提醒：如果是小組合力完成的作品，

一定要附上『分工表』簡單說明自己負責的部分。



學 習 成 果 的 優 秀 範 例 參 考















多元表現的項目這麼多，每間大學要採納的項目也不太

一樣，該怎麼準備呢…

1.如果可以針對你的目標校系準備當然最好。

2.如果還沒有確定未來科系可以先針對「幹部」、「社團」、「競賽」、「證照」

「服務學習」「特殊優良表現證明」著手，根據目前統計這幾項

是最多大學校系選擇採納的項目！

3.現在大學很重視外語能力證明：如TOEIC、GEPT、IELTS、TOEF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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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表現的呈現

建議先用word或ppt軟體

排版編輯完成後,使用PDF格式

存檔後再上傳！內容至少要有：

1.活動照片

2.證明文件

3.參與過程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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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元 表 現 的 優 秀 範 例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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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技巧-軟體資源
務必配合校內規劃

時程上傳(認證)及勾選

備份存檔

本學期認證截止日為
110/7/2(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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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https://e-portfolio.cooc.tp.edu.tw/Portal.do


軟體資源使用

編輯+PDF轉換

必備 MICROSOFT

WORD

Power Point

其他：如canva

也可以美美編輯

實用線上軟體介紹

掃描機替代方式-

 Office lens

縮小檔案、轉檔-

 SmallPDF、

 iLovePDF 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軟體應用懶人包



軟體資源 - 1

編輯+PDF轉換

必備 MICROSOFT

WORD

Power Point

其他：如canva

也可以美美編輯









善加利用PowerPoint也可完美編輯，多樣版型可以選擇，使用便利！
一樣可以儲存成PDF檔格式





除了WORD或PDF

也可以試試編輯軟體-Canva

版型有免費版

版型多種套用

超級簡單上手

適用電腦網站版或手機APP

https://www.canva.com/


1.選擇範本
2.編輯文字照片



3.添加元素

4.完成後儲存



實用線上軟體介紹

掃描機替代方式-

 Office lens

縮小檔案、轉檔-

 SmallPDF、

 iLovePDF
手機

下載Office Lens

軟體資源 - 2



2.轉檔壓縮-網站資源：Smallpdf



3.轉檔壓縮-網站資源：iLovePDF





最後溫暖提醒：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活動項目

四月份線上檢查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件數過少通知改善

並告知導師家長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全 天 工 作 坊

預 計 4 月 初 報 名
名額有限敬請密切注意

亮 點 飛 翔
學 習 歷 程 比 賽

4 月 開 始 報 名 繳 件
得獎者獎金優渥有獎狀
參賽者獲得參賽證明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108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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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