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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登入頁面 

1-1首頁登入 

 

 

【操作說明】 

輸入帳號：帳號為登入亞昕系統之帳號。  

輸入密碼：密碼為登入亞昕系統之密碼。 

【注意事項】 

系統使用完畢務必登出，以免他人誤用造成自身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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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頁面說明 

2-1視窗說明 

 

【圖頁說明】 

1. 學校名稱：顯示學校名稱。 

2. 使用者資訊:顯示使用者資訊，點 可以進行登出。 

3. 系統功能區：目前顯示為主功能，可以點＋展開各項功能。 

4. 工作區：進行設定操作的工作區域或公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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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學生資料 

3-1自傳 

【功能位置】 

學生資料＼自傳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已上傳自傳記錄。 

2. 針對欲修改記錄點選[編輯]，可為該筆自傳進行編輯維護。 

 

2-1. 編輯自傳內的欄位資料，如自傳簡述。 

2-2. 若個人自傳文件已更新須重新上傳，可點選「自傳檔案」右側的『瀏覽』鈕，

再選擇檔案重新上傳。 

2-3. 按下『存檔』鈕後，編輯資料、新上傳自傳文件才會更新。 

3. 在[自傳檔案]欄位中點下檔案名稱可以預覽已上傳自傳文件。 

4. 點選『新增』，可以新增個人自傳。 

 

4-1. 設定「學年度」、「學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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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輸入「自傳用途」。 

4-3. 設定「撰寫日期」。 

4-4. 輸入「自傳簡述」、「自傳檔案說明」。 

4-5. 在「自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上傳檔案}視窗，依檔案存位置及選到檔

案後，點下『開啟舊檔』鈕。 

4-6. 點下『新增』鈕，即將上列填入資料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要編輯自傳相關資料時。 

2. 要重新上傳自傳文件時。 

3. 要新增自傳時。 

【功能說明】 

分用途、學年度、學期別建立自傳並上傳文件。 

【注意事項】 

建立自傳時，一定要上傳自傳檔案才可以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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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學習計畫 

【功能位置】 

學生資料＼學習計畫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已建立的學習計畫記錄。 

2. 針對欲修改記錄點選[編輯]，可為該筆學習計畫進行編輯維護。 

 

2-1. 編輯學習計畫中的欄位資料，如學習計畫簡述。 

2-2. 若個人學習計畫文件已更新須重新上傳，可點選「學習計畫檔案」右側的『瀏

覽』鈕，再選擇檔案重新上傳。 

2-3. 按下『存檔』鈕後，編輯資料、新上傳學習計畫檔案才會更新。 

3. 在[學習計畫檔案]欄位中點按檔案名稱可以預覽已上傳學習計畫文件。 

4. 點選『新增』鈕，可以再新增不同的學習計畫。 

 

4-1. 設定「學年度」、「學期別」。 

4-2. 輸入「學習計畫用途」。 

4-3. 點選「撰寫日期」。 

4-4. 輸入「學習計畫簡述」、「學習計畫檔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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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在「學習計畫檔案」右側點『瀏覽』鈕，{上傳檔案}視窗，依檔案存位置及選

到檔案後，點下『開啟舊檔』鈕。 

4-6. 點下『新增』鈕，便可儲存資料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要編輯學習計畫相關資料時。 

2. 要重新上傳學習計畫文件時。 

3. 要新增不同的學習計畫時。 

【功能說明】 

分用途、學年度、學期別建立學習計畫並上傳文件。 

【注意事項】 

建立學習計畫時，一定要上傳學習計畫檔案才可以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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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課程學習 

4-1學習成果填寫 

【功能位置】 

課程學習＼學習成果填寫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學生於該學年期有修習科目名稱，可點選修習方式，針對「學

期、補修、重修、重讀、轉學轉科、借讀」查詢學生在不同修習方式下的科目資

料；預設為當學期修習之資料。 

2. [上傳]欄位，提供學生上傳該科目的學習成果資料，可新增數量為管理端設定每門

科目可上傳的數量，如已上傳過資料，該數字會顯示剩下可上傳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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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可新增數量]進入新增該科目的學習成果填寫畫面，並填寫要輸入的成果簡述

及選擇要上傳的檔案資料後點選[新增]，步驟如下。 

3-1 學年期、修習方式、科目名稱，依外層查詢條件下點選要上傳的科目對應資料

自動帶入。  

3-2. 開課年級、修課學分，依所選科目的開課年級、修課學分顯示。 

3-3. 輸入該科目的「課程學習成果簡述」、「課程學習成果文件檔案說明」、「課程學

習成果影音檔案說明」。 

3-4. 在「課程學習成果文件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檔案}視窗中選擇欲上

傳文件。 

3-5. 在「課程學習成果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檔案}視窗中選擇欲上

傳影音檔案。 

3-6. 點『新增』鈕，將已建立內容及選擇檔案上傳。 

4. 在[操作]欄位，點選查詢，可查該科目學習成果填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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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送審中或認證成功的課程學習成果不可以再調整或重新上傳文件。 

4-2. 未送審課程可以再編輯內容或重新上傳文件。 

4-2-1. 在「課程學習成果簡述」、「課程學習成果文件檔案說明」、「課程學習成果

影音檔案說明」輸入欲增加或編輯內容。 

4-2-2. 點「課程學習成果文件檔案」右側『瀏覽』鈕可重選欲上傳文件。 

4-2-3. 點「課程學習成果影音檔案」右側『瀏覽』鈕可重選欲上傳影音檔案。 

4-2-3. 點『存檔』鈕，將已調整內容及新選擇檔案上傳，只有儲存更新還沒有送

審。 

4-2-4. 點『送審』鈕，除將已調整內容儲存及新選擇檔案上傳，且會使該課程的

學習成果及文件進入送審認證。 

5. 在[文件/影音檔案]欄中點選點檔案名稱可預覽上傳文件、影音檔。 

 

6. 點下『送審』鈕，可將課程及文件送審，由授課教師認證。 

【使用時機】 

1. 依科目新增要上傳的學習成果內容、文件。 

2. 調整未送審或被取消認證課程的學習成果內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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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詢已建立或欲新增課程的學習成果時。 

4. 欲刪除未送審或被取消認證課程的學習成果。 

【功能說明】 

提供填寫課程學習成果與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注意事項】 

1. 送審中或認證成功後的學習成果不可以再異動。 

2. 認證完成後，學生仍想再編輯時，可請科目授課教師”取消認證”，恢復可編輯後再

行修改並重新送審。 

3. 同學在填寫前請先詳讀網頁下方的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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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學習成果勾選 

【功能位置】 

課程學習＼學習成果勾選 

【操作說明】 

 
1. 頁面上方顯示截止日期。 

2. 進入功能系統會分學年度列出個人已建立學習成果並經認證成功的記錄。 

3. 在[文件]、[影音]欄位下點選檔案名稱可以再次預覽。 

4. 針對欲送交國教署學習成果的課程，在[勾選]欄位中勾選。 

5. 確定送交國教署學習成果課程的勾選無誤後，點下『確認勾選』鈕。 

【使用時機】 

在截止日前勾選欲送交國教署學習成果課程。 

【功能說明】 

勾選或變更欲送交國教署學習成果課程。 

【注意事項】 

經學校鎖定或已送交國教署的記錄不可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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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多元表現 

5-1幹部經歷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幹部經歷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登錄或已轉入的幹部記錄。(若是校內幹部未

顯示表示管理端尚未進行批次轉入)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或『編輯』，即可查看該

筆記錄的詳細資料。 

 

2-1. 同學自行建立的幹部經歷，需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的記錄才可進行

編輯。 



學習歷程管理系統(學生) 

第13頁 

 

2-2. 於 [單位名稱]、[開始日期]、[結束日期]、[擔任職務]、[內容簡述]、[證明文

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鈕可再新增個人的幹部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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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選擇欲加入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度及下一

學年度) 

5-2. 單位名稱(必填)：填入擔任幹部的團體單位。 

5-3. 開始日期(必填)：點選開始擔任幹部的日期。 

5-4. 結束日期(必填)：點選擔任幹部的截止日期。 

5-5. 擔任職務(必填)：填入擔任的幹部職稱，如小組長、組長、社長、經理等。 

5-6.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幹部主要工作內容。 

5-7. 幹部等級(必填)：下拉選擇幹部等級(國教署目前限定有班級幹部、社團幹部、

實習幹部、校外自治組織團體、其他幹部) 

5-8.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

文件。 

5-9.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名牌、幹部證明、聘書..等，以利

於辦識。 

5-10.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的影音

檔案。 

5-11.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如領取證書或人事頒佈等。 

5-12.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校外團體幹部經歷時。 

2. 欲修改個人的校外團體幹部經歷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幹部經歷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幹部經歷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或已轉入幹部經歷。 

【注意事項】 

1. 新增校外團體幹部經歷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若查詢校內幹部與事實經歷不符，請向學校相關單位反映，由管理老師進行修改。 

3. 欲新增幹部經歷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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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競賽表現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競賽表現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競賽表現。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或『編輯』鈕即可查看該

筆記錄的詳細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競賽表現才可以編輯。 

2-2. 於 [競賽名稱]、[項目]、[競賽領域]、[競賽等級]、[獎項]、[結果公佈日期]、

[內容簡述]、[團體參與]、[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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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競賽表現。 

 

5-1. 選擇欲加入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度及下一

學年度) 

5-2. 競賽名稱(必填)：填入參與競賽的名稱如區中會、世運。 

5-3. 項目(必填)：填入參與競賽的項目如田徑、鉛球..等。 

5-4. 競賽領域(必填)：下拉選擇競賽活動符合的領域(領域選項依國教署頒佈)。 

5-5. 競賽等級(必填)：下拉選擇道競賽等級(等級選項依國教署頒佈)。 

5-6. 獎項:填入得到的獎項如第一名、金牌、前十、優等.. 

5-7. 結果公佈日期：點選結果公佈日期 

5-8.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競賽內容。 

5-9. 團體參與(必填)：下拉選擇團體參與或個人參與。 

5-10.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

明文件。 

5-11.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獎狀、獎盃相片、獎牌相片等，

以利於辦識。 

5-12.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影音檔案。 

5-13.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如領取獎牌或大會頒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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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競賽表現時。 

2. 欲修改個人的競賽表現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競賽表現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競賽表現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競賽表現。 

【注意事項】 

1. 新增競賽表現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競賽表現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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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檢定證照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檢定證照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檢定證照。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或『編輯』鈕即可查看該

筆記錄的詳細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檢定證照才可以編輯。 

2-2. 於 [證照名稱]、[證照類別]、[分數]、[分項結果]、[獎項]、[取得證照日期]、

[證照字號]、[檢定組別]、[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欄位中進

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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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檢定證照。 

 

5-1. 選擇欲加入檢定證照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證照名稱(必填)：下拉選擇證照名稱(證照名稱為國教署頒佈)。 

5-3. 證照類別(必填)：下拉選擇證照類別(證照類別依國教署頒佈)。 

5-4. 分數：若欲建立證照有分數請填入。 

5-5. 分項結果：成績有多項者請依分項進行填報，分項間以半形,分隔。如觀念題

80,實作題 340、學科 65,術科及格。 

5-6. 取得證照日期(必填)：點選取得證照的日期。 

5-7. 證照字號：若證照有字號請填入 

5-8. 檢定組別：若檢定有分組別，請填入組別。 

5-9.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建立的檢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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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

文件。 

5-11.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證照相片、通知單等，以利於

辦識。 

5-12.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的影音

檔案。 

5-13.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4.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檢定證照時。 

2. 欲修改個人的檢定證照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檢定證照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檢定證照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檢定證照。 

【注意事項】 

1. 新增檢定證照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檢定證照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3. 內容簡述及證明文件需完整，才能勾選上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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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志工服務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志工服務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志工服務記錄。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即可查看該筆記錄的詳細

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志工服務才可以編輯。 

2-2. 於 [服務名稱]、[服務單位]、[開始日期]、[結束日期]、[時數]、 [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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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志工服務記錄。 

 

5-1. 選擇欲加入志工服務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服務名稱(必填)：填入參與志工服務的名稱。 

5-3. 服務單位(必填)：填入志工服務的負責單位。 

5-4. 開始日期(必填)：點選此項志工服務的開始日期。 

5-5. 結束日期(必填)：點選此項志工服務的結束日期。 

5-6. 時數(必填)：填入服務時數。 

5-7.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建立的志工服務內容。 

5-8.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

文件。 

5-9.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聘書、服務證明、時數表等，以利

於辦識。 

5-10.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檔案。 

5-11.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2.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志工服務時。 

2. 欲修改個人的志工服務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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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志工服務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志工服務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志工服務。 

【注意事項】 

1. 新增志工服務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志工服務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3. 內容簡述及證明文件需完整，才能勾選上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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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彈性學習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彈性學習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彈性學習記錄。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即可查看該筆記錄的詳細

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彈性學習才可以編輯。 

2-2. 於 [彈性學習時間類別(種類)]、[內容(開設名稱)]、[開設單位]、[每週節數]、

[開設週數]、 [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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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彈性學習記錄。 

 

5-1. 選擇欲加入彈性學習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彈性學習時間類別(種類) (必填)：下拉選擇類別(類別項目依國教署頒佈)。 

5-3. 內容(開設名稱) (必填)：填入彈性學習課程名稱。 

5-4. 開設單位(必填)：填入開課單如實習處、國文科、訓育組..。 

5-5. 開設週數(必填)：填入該彈性學習課程在學期中的總週數。 

5-6.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建立的彈性學習課程內容。 

5-7.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

文件。 

5-8.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個人課表、作業、專題報告等，以

利於辦識。 

5-9.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影音檔案。 

5-10.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1.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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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彈性學習時。 

2. 欲修改個人的彈性學習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彈性學習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彈性學習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彈性學習。 

【注意事項】 

1. 新增彈性學習記錄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彈性學習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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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職場學習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職場學習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職場學習記錄。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即可查看該筆記錄的詳細

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職場學習才可以編輯。 

2-2. 於 [職場學習類別]、[職場學習單位]、[職場學習職稱]、[開始日期]、[結束日

期]、[時數]、 [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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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職場學習記錄。 

 

5-1. 選擇欲加入職場學習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職場學習類別(必填)：下拉選擇職場學習類別(類別選項依國教署頒佈)。 

5-3. 職場學習單位(必填)：填入參與職場學習的單位。 

5-4. 職場學習職稱：填入在職場學習的職稱。 

5-5. 開始日期(必填)：點選職場學習的開始日期。 

5-6. 結束日期(必填)：點選職場學習的結束日期，若目前仍在實習，可填入目前日

期或學期結束日期。 

5-7. 時數(必填)：填入職場學習的總時數。 

5-8.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建立職場學習的內容。 

5-9.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

文件。 

5-10.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 

5-11.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的影音

檔案。 

5-12.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3.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職場學習時。 

2. 欲修改個人的職場學習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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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職場學習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職場學習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職場學習。 

【注意事項】 

1. 新增職場學習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職場學習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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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作品成果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作品成果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作品成果記錄。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即可查看該筆記錄的詳細

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作品成果才可以編輯。 

2-2. 於 [名稱]、 [日期]、 [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

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作品成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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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選擇欲加入作品成果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名稱(必填)：填入作品成果的名稱。 

5-3. 日期(必填)：點選作品成果完成的日期。 

5-4.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建立作品成果的內容。 

5-5.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

文件。 

5-6.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如聘書、服務證明、時數表等，以利

於辦識。 

5-7.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影音檔案。 

5-8.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9.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作品成果時。 

2. 欲修改個人的作品成果時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作品成果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作品成果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作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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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記錄。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或『編輯』即可查看該筆

記錄的詳細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資料才可以編輯。 

2-2. 於 [計畫專案]、[開設單位]、[課程名稱]、[開始日期]、[結束日期]、[學分

數]、[總時數]、 [內容簡述]、 [證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影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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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記錄。 

 

5-1. 選擇欲加入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

為學校設定學年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計畫專案：填入該課程的計畫專案名稱。 

5-3. 開設單位(必填)：填入負責此項先修課程的開設單位。 

5-4. 課程名稱(必填)：填入修習的先修課程名稱 

5-5. 開始日期(必填)：點選此項課程的開始日期。 

5-6. 結束日期(必填)：點選此項課程的結束日期。 

5-7. 學分數(必填)：填入修習此項課程的學分數，請填入阿拉伯數字。 

5-8. 總時數(必填)：填入修習課程的總時數，請填入阿拉伯數字。 

5-9.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此項課程的內容。 

5-10.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

明文件。 

5-11.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 

5-12.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由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的影音

檔案。 

5-13.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4.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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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機】 

1. 欲增加個人的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時。 

2. 欲修改個人的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功能說明】 

1.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及上傳證明文件

(影音)檔。 

2. 編輯已建立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3. 查詢已建立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 

【注意事項】 

1. 新增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2. 欲新增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課程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3. 內容簡述及證明文件需完整，才能勾選上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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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其它多元表現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其它多元表現 

【操作說明】 

 

1. 進入功能系統會列出同學在校期間已建立的其它多元表現記錄。(其它多元表現指

不在前列多元表現項目的活動表現) 

2. 在[編輯]欄位中對欲查詢記錄或欲修改記錄點下『查詢』或『編輯』即可查看該筆

記錄的詳細資料。 

 

2-1. 在學校開放學年度、截止日期前且未勾選送交國教署的其它活動才可以編輯。 

2-2. 於 [名稱]、[主辦單位]、[開始日期]、[結束日期]、[時數]、 [內容簡述]、 [證

明文件說明]、[影音檔案說明]中進行編輯。 

2-3. 在[證明文件]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文件。 

2-4. 在[影音檔案]右側點『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重選欲上傳的影音檔。 

2-5. 點下『存檔』鈕，將編輯內容儲存並將新選擇文件檔案或影音檔案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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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證明文件]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文件內容。 

4. 在[影音檔案]欄位中點選檔案名稱可預覽該影音檔內容。 

5. 點”新增”可再新增個人的其它活動記錄。 

 

5-1. 選擇欲加入其它活動的[學年度]、[學期別](下拉顯示的學年度為學校設定學年

度及下一學年度)。 

5-2. 名稱(必填)：填入參加活動的名稱。 

5-3. 主辦單位(必填)：填入負責此項活動的主辦單位。 

5-4. 開始日期(必填)：點選此項活動的開始日期。 

5-5. 結束日期(必填)：點選此項活動的結束日期。 

5-6. 時數(必填)：填入參與活動的時數，請填入阿拉伯數字。 

5-7. 內容簡述(必填)：簡單描述參與活動的內容。 

5-8. 證明文件(必填)：點下『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的證明文

件。 

5-9. 證明文件說明：簡略說明上傳證明文件。 

5-10. 影音檔案：點下『瀏覽』鈕，於{上傳文件}視窗中選擇欲上傳證明的影音檔

案。 

5-11. 影音檔案說明：簡略說明上傳影音檔內容。 

5-12. 按下『新增』鈕，將前述建立內容儲存並將選擇檔案上傳至系統中。 

【使用時機】 

5. 欲增加個人的其它多元表現時。 

6. 欲修改個人的其它多元表現或更新證明文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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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7. 學校設定學年度、截止日期前可以新增其它多元表現及上傳證明文件(影音)檔。 

8. 編輯已建立其它多元表現或重新上傳證明文件(影音)。 

9. 查詢已建立其它多元表現。 

【注意事項】 

10. 新增其它多元表現前，請先備好證明文件或影音檔。 

11. 欲新增其它多元表現前，請先詳讀頁面下方的說明內容。 

12. 內容簡述及證明文件需完整，才能勾選上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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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多元表現勾選 

【功能位置】 

多元表現＼多元表現勾選 

【操作說明】 

 
1. 顯示學校設定的勾選截止日期。 

2. 顯示學校設定學年度。 

3. 顯示已勾選(要送交國教署)的總數量/學校設定數量。 

4. 勾選欲設定勾選項目，以競賽表現為例。 

 

4-1. 顯示已建立的競賽表現記錄，若證明文件已上傳，才可以勾選要送交國教署。 

4-2. [勾選]欄位中點按，可以勾選或取消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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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勾選的數量將依第 4 步驟中勾選的筆數即時統計。 

6. 點『確認勾選』鈕，即儲存此次調整勾選的項目。 

【使用時機】 

變更或新增送交多元表現項目時。 

【功能說明】 

1. 變更/新增多元表現項目勾選。 

2. 帶入學校設定數量上限，統計已勾選數量。 

【注意事項】 

1. 請在學校截止日期完成勾選。 

2. 學校若已鎖定即不能再進行勾選的調整 

3. 內容簡述及證明文件需完整，才能勾選上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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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收訖明細 

6-1收訖明細查看 

【功能位置】 

收訖明細＼收訖明細查看 

【操作說明】 

1. 依學校上傳資料可以下拉選擇欲查看的學年期。 

2. 點選該學年期已匯入的類別。點選類別分為： 

2-1 修課記錄：即顯示修課記錄開放確認的日期時間、開放修改的期限及須確認項

目(項目後的”(13)”表示有 13 筆，"(0)”表示無資料)。 

 
2-2 課程學習成果：即顯示課程學習成果開放確認的日期時間、開放修改期限及須

確認項目(項目後的”(6)”表示有 6 筆，"(0)”表示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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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元表現：即顯示多元表現開放確認的日期時間、開放修改期限及須確認項目

(項目後的”(3)”表示有 3 筆，"(0)”表示無資料)。 

 

2-4 校內幹部經歷：即顯示校內幹部經歷開放確認的日期時間及須確認項目(項目

後的”(1)”表示有 1 筆，"(0)”表示無資料)。 

 

3. 其中，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若有上傳文件，會有符號提示。 

4. 欄位標題中若有"?" ，可將滑鼠移至該圖示，會顯示欄位說明。 

 

5. 在開放確認期間內，可以進行收訖明細確認。 

5-1.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提供確認資料是否正確外，於開放修改期限內，同學

可回原上傳課程學習、多元表現功能調整勾選要提交項目，但不提供修改上傳的內容

資料。修課紀錄、校內幹部經歷，僅提供回報資料是否正確，以下校內幹部經歷為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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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檢視該類別無問題時，點選確認資料皆正確；若有問題時，點選問題回報 

5-2-1 先勾選問題狀況：可勾選項目有「資料有多」、「資料有少」、「資料有誤」。 

5-2-2 描述問題狀況。 

5-2-3 點選『傳送』鈕。 

 

6. 當問題回報被處理完成時，於回報問題的類別下方，顯示處理狀況為『已處理』及

處理的敘述內容。 

【注意事項】 

點選確認後，即表示已確認資料無誤，不可以再回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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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下載專區 

7-1我的備份 

【功能位置】 

下載專區＼我的備份 

【操作說明】 

 
1. 設定欲匯出備份的學年度、學期別。 

2. 設定欲匯出的類型。 

3. 點選『匯出 EXCEL 清單(含附件)』鈕，可將要備份檔案產生一份壓縮檔。 

【使用時機】 

1. 欲下載或備份在校期間個人已建立的所有學習歷程及文件時。 

2. 欲下載或備份已勾選送交國教署的學習歷程文件及記錄時。 

【功能說明】 

1. EXCEL 匯出各學習歷程記錄及上傳檔案，並壓縮為 ZIP 檔。 

2. 下方以 WinRAR 程式開啟匯出的檔案為例。(依使用者電腦環境不同顯示可能不同) 

 
同學可以選擇儲存在固定位置，壓檔案中將校內幹部、自傳、學習計畫、不同類別的課程學

習成果、幹部經歷、競賽表現、檢定證照、志工服務、彈性學習、;職場學習、作品成果、

其它活動分資料夾存放，每資料夾下均會有該項的 EXCEL 清單及同學已上傳的證明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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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學年度、學期別不設定(為空白)時，表示學生在校期間的所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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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全校查詢 

8-1公告查詢 

【功能位置】 

全校查詢＼公告查詢 

【操作說明】 

 

顯示管理者設定公佈的公告內容。 

【使用時機】 

欲查詢學校公告內容時。 

【功能說明】 

顯示管理者設定公佈的公告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