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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優質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經驗交流論壇實施計畫 

一、緣起 

新課綱自 108 學年度實施以來，「學習歷程檔案」記錄學生高中階段的成長

軌跡，在學習與升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學習歷程檔案」能夠展現學生的個人特

色、成長潛力、學習態度、適性學習等，進行生涯探索與定向，並呈現紙筆測驗

無法評量的能力及特質。以數位化、結構化與認證化的資料，提高備審資料的可

信度，在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下，豐富學生個人的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展現學生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核心素養。因此從 111 學年度起，大學

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技優甄審入學等升學管道，皆新增「學習歷程檔

案」作為第二階段甄試備審資料審查項目，是大學選才連結高中育才、重視學生

學習表現歷程的重要參考。為提升高中師生對於「學習歷程檔案」的理解，特辦

理本次論壇，邀請技專校院教授、技術型高中教師及學生進行交流，期能藉由多

元角度的意見探討與分享，有效引導學生完備學習歷程檔案，落實新課綱「適性

揚才」的理念。 

二、目的 

(一)提供技專校院與專業群科師生對話交流的平臺。 

(二)促進各高級中等學校瞭解技專校院考招策略的規劃與方向。 

(三)引導學生如何展現豐富多元的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四)實踐學習歷程檔案的理念，提供具體可行的方法與策略。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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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本論壇分北區、中區及南區辦理，各分區辦理時間及地點如下表，請就近

報名參加。 

(二)分區活動流程及交通接駁請參閱附件。 

分區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縣市別 

北區 
112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綜 202演講廳 

花蓮縣、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

金門縣 

中區 
112年 3 月 2 日 

(星期四)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國際會議廳 

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雲林縣 

南區 
112年 3 月 23 日 

(星期四) 

國立臺南高商 

視聽教室 

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 

 

五、參加人員 

(一)專業群科教師及學生 

(二)技專院校教授代表 

(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及相關承辦人員 

(四)111 學年度本方案之縣市主管機關代表 

六、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以「論壇」方式進行，邀請國內技專院校教授代表，以如何完備學

習歷程檔案為題，與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及學生進行對話與意見交流。 

七、報名方式 

(一)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cXQrwmuXbn88L3gB7 

https://forms.gle/cXQrwmuXbn88L3g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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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日期：北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2月 2 日（星期四）截止；

中區及南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2月 17日（星期五）

截止。 

(三)報名對象：高級中等學校，每校 1 位教師及 2 位學生一同參與。 

(四)參與錄取公告： 

1.各場次依報名先後順序，篩選 40 校參與。 

2.北區場次錄取學校名單預計於 112 年 2 月 3日（星期五）、中區及南區

場次錄取學校名單預計於 11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公告於高職優質

化資訊網及 e-mail 報名參與之帶隊教師。 

(五)如有相關報名疑義，請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02-

77495945、02-77493392。 

八、其他 

(一)本實施計畫所需費用由本署核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職優質化相關計畫

項下經費支應。 

(二)參與本活動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及學生，其所需之差旅費得由各校 111學

年度高職優質化計畫或學校經費支應。 

(三)參加人員請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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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職優質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經驗交流論壇 

北區活動流程 

 

時間：112年 2 月 9 日（星期四）10 時至 12時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圖書館綜合大樓 2樓綜 202 演講廳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與談人 

09:30 ~ 10:00 報  到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10:00 ~ 10:1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10:10 ~ 11:50 

主題論壇： 

「為什麼」及「做什麼」--- 

如何完備學習歷程檔案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主任 

與談人： 

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林祐正副執行長 

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工作圈 

林清泉委員 

○○○○○○ 

11:50 ~ 12:00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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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論壇位置圖及交通方式 

 

※北區場次因地處交通便利處，不提供接駁，請自行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 

和平校區：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古亭站：『古亭站』4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 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台電大樓站：『台電大樓站』3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搭乘 18、235、237、278、295、672、907、和平幹線(原 15)至「師大站」或「師大

綜合大樓站」。 

◎國道一號: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國道三號: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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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職優質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經驗交流論壇 

中區活動流程 

 

時間：112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10 時至 12時 

地點：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50號）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與談人 

09:30 ~ 10:00 報  到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10:00 ~ 10:1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劉福鎔校長 

10:10 ~ 11:50 

主題論壇： 

「為什麼」及「做什麼」--- 

如何完備學習歷程檔案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主任 

與談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傳房教務長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建宏校長 

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工作圈 

林清泉委員 

11:50 ~ 12:00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臺中市立臺中家商 劉福鎔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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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論壇位置圖及交通方式 

 

※中區場次交通方式： 

◎搭乘高鐵，請轉乘火車至臺中火車站後，再步行前往。 

◎搭乘火車者，請步行前往會場。 

◎自行開車者，學校備有停車位，若車位已滿，需請自行至附近停車場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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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職優質化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經驗交流論壇 

南區活動流程 

 

時間：11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0 時至 12時 

地點：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視聽教室 

（臺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327 號）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與談人 

09:30 ~ 10:00 報  到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10:00 ~ 10:1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國立臺南高商 黃耀寬校長 

10:10 ~ 11:50 

主題論壇： 

「為什麼」及「做什麼」--- 

如何完備學習歷程檔案 

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主任 

與談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謝淑玲教授副校長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林建宏校長 

技術型高中課程推動工作圈 

林清泉委員 

11:50 ~ 12:00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 

國立臺南高商 黃耀寬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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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論壇位置圖及交通方式 

 

 

※南區場次交通接駁時間及地點： 

◎臺南高鐵站：112年 3月 23日(星期四) 09:20 於 2號出口提供接駁車。 

◎臺南火車站：112年 3月 23日(星期四) 09:30 於後站出口提供接駁車。 

※自行開車前往： 

◎南下方向： 

高速公路國道 1號仁德交流道(327K)右轉接東門路(往台南方向)→東門路直行 3.2

公里至林森路左轉→林森路直行過林森地下道接健康路→健康路直行約 900公尺

即可抵達臺南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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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方向： 

高速公路國道 1號仁德系統(330K)處接 86 東西向快速道路往西(往臺南方向)→86

東西向快速道路直行 3.7公里至臺南/湖內交流道下右轉省道台 1 線往北(往臺南方

向) →省道台 1線直行 3.9公里至國民路左轉→國民路直行 1.7公里接南門路繼續

直行→於南門健康路口向左轉即可抵達臺南高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