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葳格高級中學製 

學生學習歷程 
操作說明—教師場 

說明單位：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 



學習歷程基本觀念、新課綱專區說明、學生學習歷程平台操作 

教務處 01 

多元表現（志工服務、團體活動）上傳及勾選作業說明 

學務處 02 

課諮師知多少、多元表現執行成果心得分享、ColleGo網頁運用 

 

輔導處 03 

108學年度操作後常見問題分享、教師回饋 

常見問題分享 04 

本日內容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學習歷程基本觀念、新課綱專區說明、學生學習歷程平台操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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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定期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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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蒐集的資料 

(不包含課程諮詢紀錄) 
(包含學業成績、課程諮詢紀錄) 

(包含學籍資料、幹部紀錄) 

(包含修課產出之作業、作品等) 

(包含彈性學習時間、團體 

活動時間及其他表現) 

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數位平臺 

(學習歷程 
學校平臺) 

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學生學習 
歷程資料庫 

(學習歷程 
中央資料庫) 

108學年度延期至109.11.30 



7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如何蒐集資料 

 登錄 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 

 提交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 

 登錄 學生修習科目之學業成績 

(課程諮詢教師：登錄課程諮詢紀錄) 

 認證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 

提交 

【註】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之架構形式： 

校務行政系統 +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模組 

直接整合於校務行政系統 

學習歷程 
中央資料庫 

學習歷程學校平臺 

【註】 

校務行政系統 
(各家系統廠商)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紀錄模組 

(國教署委託開發、直轄市 
委託開發、各校自行開發) 

  

3 

學生 

2  上傳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4  勾選 要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之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1 

5 

提交 



108學年度、109學年度普通科及職業類科總體課程計畫 
總體課程計畫 

108學年度、109學年度普通科及職業類科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 

生物醫學、法政文史哲、商業經營、設計傳播及資訊工程 

五大班群選課建議 

選課輔導手冊、多元選修、彈性學習課表及加退選公告 

選課專區 

本校新課綱專區介紹！！ 

首頁/新課綱 

109-1各科課程學習成果說明及勾選標單 

課程學習成果說明NEW 

各項表單下載 

下載專區 

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Q&A、懶人包 

學習歷程系統操作Q&A 

本校學習歷程平台連結處 

學習歷程入口網 

生涯資訊相關網頁連結 

生涯諮詢入口網 

學習歷程各處室負責人與分機 

洽詢單位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51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53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54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56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652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652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44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806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806
https://sep.wagor.tc.edu.tw/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4750
https://senior.wagor.tc.edu.tw/12/15357


本校課程學習成果操作流程 

課程學習成果說明 

教師於開學前提供當學

期課程學習成果說明檔

案給教學組，教學組協

助將檔案掛至網頁供學

生及家長參考。 

教師課堂說明 

教師應於課堂說明本

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

應呈現內容，避免學

生不了解，勾選科目

後才發現與想像中有

落差，產生不斷修改

狀況！ 

系統上機操作說明 

註冊組安排班級進電腦

教室進行系統平台之上

機操作。 

請學生參閱課程學習成

果，預選本學期預計上

傳的課目（3-6科）。 

提供預選科目明細 

註冊組統整班級學生預

選科目後，將資料提供

給導師及任課教師。 

 

學生本人確認後發放家

長通知書，告知家長學

生本學期預計上傳科目。 

學習成果上傳與認證 

學生完成作品後，上傳至

系統，經任課教師認證後

才算完成本學期作品。 

系統關閉前預警通知 

註冊組於系統關閉後，統

計學生完成件數，當學期

尚未完成3件者成果者，

將發放預警通知單，提醒

最後關閉期限。 

系統關閉、發放切結書 

註冊組於系統關閉後，統計

學生完成件數，當學期未達

3件者，將發放未達件數切

結書告知學生及家長。 

本學期上傳截止日：

110.01.29（五） 



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形式 

考試卷 講義 

習作 

學習單、報告簡報 

有特色的作業或成果報告 

學期綜整學習成果、專題報告 

上課筆記 

圖片、照片、影片 

展現學習的特色亮點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I hope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Template will your Time, Money and Reputation. You can 

simply impress your audience and add a unique zing and 

appeal to  your Presentations.   

Your Text  Here 

Simpl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網址：https://sep.wagor.tc.edu.tw/ 

 

 

 

 

教師帳號：學校信箱 

教師密碼：學校信箱 

https://sep.wagor.tc.edu.tw/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學務處－多元表現（志工服務、團體活動）上傳及勾選作業說明 



多元學習表現可輸入的資料 

多元表現分類 

幹部經歷 校／班／社團／校外／小老師 團體活動 
社團活動／ 

班級競賽（未得名） 

競賽參與 

（有獲獎） 
健康操／教室佈置／海報／ 

愛國歌曲比賽／個人比賽 
職場學習 職場參訪／見習 

檢定證照 技術證／語言／中英打輸入 
作品 

成果紀錄 

海報製作／ 

競賽作品（未得名) 

個人比賽（未得名） 

志工服務 
環保志工／儀隊／女糾／ 

各處室／招生／校外 
其他 

段考／週記書寫優良 

／其他 

彈性學習 
彈性課程作品(未上傳學習成果) 

由教務處提公版證明（前九後九週選擇之課程） 

粉紅項次為學務處訓育組負責協助 



多元學習表現上傳-志工服務 

校內時數可使用學務處發放的
服務學習紀錄表，拍照上傳。
校外記錄請自行將單位發放的
證明證書拍照上傳。 



多元學習表現上傳-團體活動 

時間類別可選擇： 
班級活動、社團活動 
學生自治會活動、週會、講座 

證明文件請上各單位上傳活動
照片至【影音館】 供學生下載。
週會可請導師提供照片。 
影音館QR CODE： 



多元學習表現上傳-團體活動 

證明文件請上各單位上傳
活動照片至【影音館】 供
學生下載。週會可請導師
提供照片。 
影音館QR CODE： 



多元學習表現上傳-團體活動 

照片上載完畢
後，請填寫
excle表格： 
活動名稱、 
日期、時數等。 
以利學生上傳 



多元學習表現勾選 

勾選所有項目合計，
只能勾選10個紀錄
送出審核 

多元表現清單下拉，點選

【勾選多元表現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輔導處－課諮師知多少、多元表現執行成果心得分享、ColleGo網頁運用 



108學年度 

107學年度 
類型：技術型高中 

合格教師：林文君、潘嘉如 

本校合格合格課諮師名單 

類型：普通型高中 

合格教師：凌慧萍、劉俞辰、吳月容 

類型：技術型高中 

合格教師：黃國倫、黃淑娟、江馨以、蔡孟娟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類型：普通型高中 

合格教師：洪婕薰 

109學年度 類型：普通型高中 

預計受訓教師名單：陳明敏、吳耿昇、林雅欣、林玉珉 



學習歷程檔案如何幫助學生生涯定向 

藉由學習歷程檔案的蒐集及反思， 

幫助學生生涯定向 

生涯 
輔導 

修課與 
評量紀錄 108學年度之前 

學生未來 
升學選擇 

108學年度之後 

實施108新課綱 

生涯輔導 課程諮詢 

修課和 
參與活動 

學習歷程 
檔案蒐集 

生涯 

定向 



善用 ColleGo 網站，協助生涯定向與學習準備 

因應新課綱課程選修、上傳 
學習歷程檔案的需求 

推薦使用： 
三年行動、學習案例 

1 

2 3 

4 

了解自己興趣，也利用 
興趣代碼適配出喜歡的 

學群學類 

推薦使用： 
認識學群、認識學類 

生涯探索後，知道自己可能有 
好幾個感興趣的學群學類學系 

推薦使用：比較功能 

擅長特定科目或對特定科目感 
到有興趣的學生 

推薦使用：探索系列、進階適配 

認識學群學類 

清楚了解相似差異 學科能力的自我評估 

新課綱的探索引導 



網址： 

https://collego.ceec.edu.tw/ 

Collego 

系統介紹 

大學選才、高中育才 

https://collego.ceec.edu.tw/
https://collego.ceec.edu.tw/


教師回饋、常見問題說明 



Thank you 
109.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