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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7月26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75928B號  

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關高級中等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完備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規定，以蒐集、處理及利用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署依教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之職權，建立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學習資料庫），向學校及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並得請相關機關或機構提供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前項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機關或機構，依各該教育評量法規、組織法規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

相關法規規定，其蒐集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或第二十條規定，

釋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供予學習資料庫處理及利用。  

 

三、 學校及本署應以數位平臺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基本資料。  

(二) 修課紀錄。  

(三) 課程學習成果。  

(四) 多元表現。  

(五) 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  

(六) 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實驗教育辦理者之數位平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由本署建置之。  

前二項資料建置之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四、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及學生，

依本署公告期限上傳資料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一) 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登錄及檢核。  

(二) 課程學習成果：學生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經任課教師（在實驗教育，

得為法定代理人或已成年之學生本人）認證。學校在籍學生，每學期至多三件；參與實驗教育

之學生，每學年至多六件。  

(三) 多元表現：學生應將校內、外多元表現，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每學年至

多十項。但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校外機構登錄之競賽、檢定

及其他相當之資料，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四) 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應於

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於本署規定時間內上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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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五、 學校應成立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

至少包括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室）、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學校應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工作小組之組成及運作。  

(二)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  

(三)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研習之規劃。  

(四) 辦理成效評核及獎勵。  

實驗教育辦理者應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  

 

六、 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本署得將資料庫之檔案釋出至依大學法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之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七、 本署對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作業，得視其辦理情形，就相關

人員予以獎懲；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致影響學生權益或大學招生制度之公

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八、 學習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五年後，予以封存。 



○○高級中等學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範例) 

中華民國 000年 00月 00日校務會議通過 

修改版 說明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二、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

相關工作。 

 

三、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主任、○○主任、○○主任、○○組長、

○○組長、○○組長及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各

一人，合計○○人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為執行秘書。

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

議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

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勵等相關作業。 

1. 設有進修部(學

校)或實用技能

學程，其單位主

管、組長或業務

承辦人員應列入

工作小組成員。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由○○處(室)負責建置與管理，其登錄內容與

作業方式如下： 

(一) 基本資料：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

每學期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二) 修課紀錄： 

1. 修課評估：「學群(類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處(室)依據

學生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務處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料。 

2. 課程諮詢紀錄：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

詢內容及意見」。 

3. 修課成績：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登錄。 

(三) 課程學習成果：學生得於每學期登錄修課(含必、選修等有核計

學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書面報告等)，並須經任課教

師認證。 

(四) 多元表現：學生得自行登錄校內、外之多元表現(含名稱、內容、

成績及證明文件)。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

期限之二週前完成。○○處(室、組)並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傳至

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五、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

統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

間，由○○處(室、組)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

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處(室、組)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

建置相關之專業研習。 

(三)親師說明：○○處(室、組)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

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六、成效評核及獎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  



錄人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

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七、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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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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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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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學習歷程檔案之必要性 
完整掌握學生學力、追蹤課綱實施成效 

3 

新課綱課程變革(高中課程為例） 

4 

團體活動 

彈性學習 

部訂必修 

校訂必修 

選修 
( 含加深加廣、
多元、補強性及

特殊…等) 

總學分 
198180 

自主學習、培訓課程 
 0節  12至18節 

團體活動 
 12至18節 

發展學校特色與願景 
 0節  4至8節 

通識素養、領域探索 

適性學習、學習深耕 

大學預備   60節  54至58節 

基本學力 
語文 48節  38節；自然 16節  12節；社 24節  18節 

數學 16節； 科技 4節；藝術 10節 ；綜合 4節；健體 1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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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選才進行優化調整 

5 

考科導向的學習 
反向懲罰非考科的學習 

高三學習不完整 
備考、備審、面試奔波 

學習歷程被忽略 
臨時填塞無脈絡不聚焦 

現
況 

得
以
改
變
（
未
來
） 

學測改為５科選考 

適性選擇考科，專注準備， 

解放備考時間，適性選修。 

系統協助事半功倍 

學校/學生/ 機構定期上傳， 

學生漸進試探性向及潛能， 

成果自然累積彰顯性向。 

甄選時程集中延後 

甄選流程再造，縮短作業時
程，集中甄試且延至畢業後 

，確保高三學習的完整性。 

校系採計至多４科 

調整大學選才工具運用， 

回歸學習歷程適性甄選。 

取消總級分篩選制 

篩選免受無關考科限制， 

落實適性選修適性選考。 

引導校系參採選才 

校系提前公布參採項目， 

鼓勵校系強化二階採計。 

試辦作為篩選項目 

由非考科系組優先試辦，
擴大一階適性檢定篩選。 

大學選才進行優化調整 

6 

多資料參採 

大學入學考試成績( X+Y ) 

【學科能力測驗 X】 
 

評量基本核心能力，以部
定必修為測驗範圍。 

【分科測驗 Y】 
 

評量關鍵學科能力，
以部定課程為測驗
範圍。 

【術科測驗】 
 

評量音樂／美術／體育專長等。 

綜合學習表現(P) 

【學生學習歷程 P1】 
 

含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
成果、多元表現、自傳與學習計畫，
以及其他與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校系自辦甄試 P2】 
 

面試、筆試、實作或其他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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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習歷程銜接大學招生選才 
落實高中課綱精神，提升選才作業效率 

7 

“ 本部國教署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
習歷程資料庫」，收錄高中生學業與非
學業表現歷程檔案； 
在學期間分為學校、學生、競賽／檢定辦
理機關定程上傳資料，並經系統檢誤以提
高學習歷程檔案公信力，學生得於高三升
學時，自主選擇資料項目，並匯出審查檔
案，以減輕準備之負擔。 

8 8 

落實高中 

課綱精神 

確保檔案 

資料正確 

提升選才 

作業效率 

促進大學 
適性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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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推動依據 

9 

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國教署訂定 

•106年7月26日公布 

•108年8月1日生效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工作小組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工作小組 

•各高中依規成立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成員至少包括教務處、學

務處、輔導處(室)、教師、

家長及學生代表，每學期

至少召開1次會議 

•辦理成效評核及獎勵 

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作業補充要點 

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作業補充要點 

•各高中依規訂定 

•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之

組成及運作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

置之方式、負責人員、期

程及內容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推

動之相關研習及宣導規劃 

•106年10月26函發範本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111學年度起適用）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111學年度起適用） 

•由招生聯合委員會訂定 

•106年4月12日報部 

•106年4月19日核定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收錄項目規劃原則 

10 

兼顧育才培才 
學業表現配合高中新課綱課程收錄 
學生修課紀錄，非學業表現則依大 
學招聯會研提選才所需收錄資料。 

學校教育優先 
學生上傳/大學參採資料以校內學 
習活動成果為主，校外活動成果為 
輔，避免產生額外補習需求。 

減輕作業負擔 
採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政系統及學習 
歷程資料庫並行方式；基本資料與修 
課紀錄由校務行政系統提供不增加學 
生負擔，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等 
保留上傳彈性；併同送審。 

避免扭曲誤解 
審慎訂定項目名稱，避免外界產生 
學業成績掛帥或多才多藝必勝的負 
面印象。 

重質不重量 
針對學生上傳/大學參採資料之項 
目數分別設有限制，避免有量無質、
徒增壓力或貧富差異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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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收錄項目規劃內容 

11 

基本資料 
學生學籍資料  

自傳（可含學習計畫） 
依申請入學之志願科系，撰寫自傳
或學習計畫。 

課程學習成果（需任課教師認證） 

有修課紀錄且具學分數之課程實作
作品或書面報告； 

每學期上傳至多3份。 

課程紀錄 
每學期修課紀錄，包括修習部訂 

／校定必修／選修等課程學分數 

及成績等 

多元表現 
校內表現、校外表現、志工服務、 

競賽成果、幹部經歷、檢定證照； 

每學年上傳合計至多10份。 

其他 
大學端需求之補充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填報及傳送流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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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端參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規劃 

13 

由高中校務行政系統提供 

基本資料 
學生學籍資料  

課程紀錄 
每學期修課紀錄，包括修習部定 

／校定必修／選修等課程學分數 

及成績等 

由學生自主勾選，傳送大學端審查 

自傳（可含學習計畫） 
依申請入學之志願科系，撰寫自傳
或學習計畫。 

課程學習成果（需任課教師認證） 

有修課紀錄且具學分數之課程實作作
品或書面報告； 

每學期上傳至多3份。 

多元表現 
校內表現、校外表現、志工服務、 

競賽成果、幹部經歷、檢定證照； 

每學年上傳合計至多10份。 

其他 
大學端需求之補充資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流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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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與現行備審資料差異 

15 

現行備審資料 學習歷程檔案 

各校科系自訂繳交 

類別項目不統一 

內容 統一分類上傳項目 

並新增教師認證機制 

高三下申請/甄選 

入學的第二階段 

繳交時間 課程學習成果(各學期/年) 

 其他項目(規定時間) 

學生自行排版 

與統整資料 

格式 上傳後由資料庫 

系統彙整 

無 項目數量 限制參採數目 

無 
大學 

專業化審查 
逐步建置 

提升審查資料公信力 

避免急就章，造成學習干擾 

真實反應學習狀況 

重質不重量， 

避免社經落差造成的影響 

審查選才更加專業化 

學習歷程檔案運用相關配套 
重視高中適性完整學習、促進人才培育
銜接一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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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運用相關配套措施 

17 

國教署 
「高中校務行政系
統」學習歷程檔案
紀錄模組建置計畫 

國教署 
「高中校務行政系
統」學習歷程檔案
紀錄模組建置計畫 

大考中心 
「大學選才與高中
育才輔助系統」 

大考中心 
「大學選才與高中
育才輔助系統」 

國家教育研究院 
「素養導向多元評
量」培力工作坊 

國家教育研究院 
「素養導向多元評
量」培力工作坊 國教署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建置計畫 

國教署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建置計畫 高教司 
「大學招生專業化
發展」試辦計畫 

高教司 
「大學招生專業化
發展」試辦計畫 國教署 

「課程計畫平臺」建
置計畫 

國教署 
「課程計畫平臺」建

置計畫 

課程計畫平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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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紀錄模組 

19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具體效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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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高中學生而言…. 

21 

一步一腳印 
 以課堂學習成果，展現學習足跡。 

聚焦未來 
 在上傳資料限制份數內，自我檢視學習 

 成果，選擇符合自身志趣並呼應目標校 

 系選才所需項目。 

統一格式 
 申請大專校院送審資料，僅需於系統勾 

 選項目並匯出，毋須費心美編。 

節省製作時間 
 在學期間逐年上傳資料，降低高三下準 

 備審查檔案的負擔。 

適性選校 
 國中生升讀高中時，即可將高中所開設課 

 程特色列入選校參考。 

探索性向 
 利用選課諮詢輔導的機制，適性探索不同 

 領域課程，參考學校課程地圖規劃未來進 

 路方向。 

瞭解課程計畫 累積學習歷程紀綠 

👦👧 

對於高中職老師而言…. 

22 

深化課程實踐 
 透過學習成果展現考試成績以外的學習 

 表現，避免「考試不考、學生就不學」 

 的現象，師生皆投入課程、深化學習。 

落實評量多元 
 老師可以透過課程設計，協助學生產出 

 個別化課程學習成果，評量不再限於紙 

 筆測驗或量化成績。 

吸引學生適性選修 
 老師所撰寫課程計畫能讓學生瞭解課程 

 內涵，吸引有興趣學生選修。 

與大專校院建立信任關係 
 大學校系可透過系統查閱課程大綱，協 

 助學系理解高中課程內容與評量方式。 

撰寫課程計畫 認證學習歷程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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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中職學校而言…. 

23 

課程特色受重視 
 校訂課程可在升學時作為大學選才參考 

 ，學校更用心發展經營課程。 

幫助學生探索進路 
 協助學生持續累積並檢視學習紀錄，落 

 實高中生涯輔導工作。 

課程資訊透明 
 各校課程資訊透過平臺，可供國高中學 

 生／家長、大學校系查詢參考。 

校校有特色 
 各校發展校訂課程特色，結合社區資源 

 與公共關係，建立學校願景並勾勒學生 

 圖像，吸引適性學生就讀。 

減輕行政負擔 
 課程名稱及代碼由課程計畫平台直接匯入 

 校務行政系統，避免行政人員重複建置。 

整合課程計畫 紀錄學習歷程 

對於大專院校而言…. 

24 

提升審查品質 
 以清晰一致的資料架構檢閱學習歷程， 

 減輕評閱負擔優化審查品質。 

真實瞭解學生學習 
 每學期結束即上傳，課程學習成果並經 

 任課教師認證，強化資料公信力。 

有助全方位審查 
 呈現學生特殊背景與學習動機、學習過 

 程與成果，招生選才不受限於統一入學 

 考科成績。 

追溯高中課程學習 
 系統自動連結學生修課紀錄中的課程大 

 綱，可輕鬆瞭解高中課程內容。 

校校是明星 
 瞭解各高中開設的選修課程，逐漸確立 

 高中教育特色，突破過去以考科成績排 

 名學校的印象，更能綜觀考量錄取適合 

 的學生就讀。 

瞭解課程計畫 累積學習歷程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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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THANKS! 
教育的推動，需要您和我共同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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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沈樹林 校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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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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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點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關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應完備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規定，以蒐集、

處理及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6 第二點 (1) 

• 本署依教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之職權，建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

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學習資料庫），向學校及學校

型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辦理者蒐

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並得請相關機關或機構提供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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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點 (2) 

• 前項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機關或機構，依各該教育評量

法規、組織法規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其蒐

集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

或第二十條規定，釋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供予學習資

料庫處理及利用。 

8 第三點 (1) 

• 學校及本署應以數位平臺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基本資料。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 

 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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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三點 

• 實驗教育辦理者之數位平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由本署

建置之。 

• 前二項資料建置之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10 第四點 (1) 

•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

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及學生，依本署公告期限上傳資

料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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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四點 (2) 

 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每學期

規定時間內登錄及檢核。 

 課程學習成果：學生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

登錄，並經任課教師（在實驗教育，得為法定代理人或已成

年之學生本人）認證。學校在籍學生，每學期至多三件；參

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每學年至多六件。 

12 第四點 (3) 

 多元表現：學生應將校內、外多元表現，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

規定時間內登錄，每學年至多十項。但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

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校外機構登錄之競賽、檢定及其他相當

之資料，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學生

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

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於本署規定時間內上傳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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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五點 (1) 

• 學校應成立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

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至少包括教務處、學務

處、輔導處（室）、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 

14 第五點 (2) 

• 學校應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工作小組之組成及運作。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研習之規劃。 

 辦理成效評核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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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五點 (3) 

• 實驗教育辦理者應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指定單位或人員，

負責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 

16 第六點 

• 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本署

得將資料庫之檔案釋出至依大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

之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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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七點 

• 本署對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之建置作業，得視其辦理情形，就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學校、

實驗教育辦理者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致影響學生權益或大

學招生制度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18 第八點 

• 學習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

五年後，予以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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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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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置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範例)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沈樹林 校長 

• 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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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 

第二點 

3 

• 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主任、○○主任、○○主任、○○

組長、○○組長、○○組長及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學生代表各1人，合計○○人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

主任為執行秘書。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

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之方式、

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

勵等相關作業。 

第三點 

設有進修部(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其單位主管、組長或業務承辦人員應列入工作

小組成員。 

說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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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由○○處(室)負責建置與管理，其登錄內容

與作業方式如下： 

1. 基本資料：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

每學期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第四點 

5 

2. 修課紀錄： 

 修課評估：「學群(類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處(室)依據學

生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務處於

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料。 

 課程諮詢紀錄：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

「諮詢內容及意見」。 

 修課成績：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登錄。 

第四點 
(續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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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學習成果：學生得於每學期登錄修課(含必、選修等有核計學

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書面報告等)，並須經任課教師認

證。 

4. 多元表現：學生得自行登錄校內、外之多元表現(含名稱、內容、

成績及證明文件)。 

•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

期限之二週前完成。○○處(室、組)並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傳

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第四點 
(續2) 

7 

•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

人員，統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1. 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

時間，由○○處(室、組)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

等相關訓練。 

2. 教師研習：○○處(室、組)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

案建置相關之專業研習。 

3. 親師說明：○○處(室、組)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

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第五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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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評核及獎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

登錄人員及教師，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

決後，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第六點 

9 

• 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第七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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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2018/2/20 

1 

國立新豐高中  王人傑主任 

國立溪湖高中  蔡秀娥主任 

國立溪湖高中  楊豪森校長 

 

 

系統主功能說明 

角色與權責 

管理模式 

大綱 

2 



2018/2/20 

2 

 
學校依循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制規範，
進行系統開發，並安裝於學校主機環境。
(未來各級學校，得導入國教署建置之標
準化系統。) 

資料上傳與匯入主要對象：學生、導師、
任課教師、課程諮詢教師、工作小組成
員及學校系統管理者。(各級學校應設置
相關權責單位人員，以完成資料建檔。) 

 

系統主功能說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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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跨班
級 

權限 

設定 
瀏覽 新增 修改 刪除 匯出 

課程
學習
成果
認證 

提交 備註 

1 校管理者 V V V V V V V 最高權限 

2 
工作小組 

(召集人、秘書) 
V V V 可以看學生資料 

3 學生 V V V V V 僅能修改自已的資料 

4 導師 V V 可以看學生資料 

5 授課老師 V V V V 
可以看學生資料、認證學生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6 課程諮詢老師 V V V V V V 團體、個人課程諮詢紀錄 

7 課程學習成果提交人員 V V V V 僅能進行課程成果提交作業 

8 多元表現提交人員 V V V V 僅能進行多元表現提交作業 

9 幹部經歷紀錄建立人員 V V V V V 
僅能進行校內幹部經歷資料
維護 

10 出缺勤紀錄建立人員 V V V 
6 

角色與權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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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能瀏覽其個人所有資料，能增修選課、課程學

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資料，並於規定時間匯出其課程
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導師：能瀏覽導師班學生資料，並於規定時間匯出其
評量結果。 

任課教師：能瀏覽其任課班學生資料，並於規定時間
認證匯出學生課程學習成果。 

課程諮詢教師：能瀏覽其所分配課程諮詢學生資料，
並於規定時間完成增修、匯出學生課程諮詢紀錄。 

 

 

角色與權責(2) 

7 

 
召集人/執行秘書：能瀏覽全校學生所有資料。 

課程學習成果提交人員：能瀏覽全校學生課程學習成
果資料，並於規定時間匯出、提交學生匯出認證結果。 

多元表現提交人員：能瀏覽全校學生多元表現資料，
並於規定時間匯出、提交學生匯出之資料。 

幹部經歷紀錄建立人員：能瀏覽全校學生擔任幹部資
料，並於規定時間進行資料維護。 

出缺勤紀錄建立人員：能瀏覽全校學生出缺勤資料，
並於規定時間提交學生出缺勤資料。 

 

 

角色與權責(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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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小組會議 

召集人(校長) 

執行秘書 

資料管理組 訓練宣導組 

管理模式(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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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2) 

工作小組：於學校補充規定中明訂成員，至少須含校
長、教務處代表、學務處代表、輔導處(室)代表、教
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組成，其中校長為召集人，並指定執行秘書一人。 

工作小組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議決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各相關作業(人員、內容、期程等)。 

召集人：召集並主持工作小組會議。 

執行秘書：執行管考各項作業及成效檢核。 

資料管理組：執行管考學生學習資料登錄作業。 

訓練宣導組：執行學生訓練、教師研習及家長宣導。 

 

 

11 

 

管理模式(3) 

資

料

管

理

組 

學生基本資料 註冊組 

學群探索與就業 建議：輔導處、室 

選課作業 建議：實研組或教學組 

課程諮詢紀錄 課程諮詢教師 

課程學習成果 建議：註冊組 

多元表現 建議：訓育組 

出缺勤紀錄 建議：生輔組 

權限管理 建議：註冊組或設備組 
12 

項目 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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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4) 

資料管理組： 

  1.依學生學籍管理登錄或檢核學生基本資料。(每學期) 

  2.學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登錄。(每學期) 

  3.學生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前一學期末至學期初) 

  4.課程諮詢紀錄登錄。(學期中) 

  5.修課成績、課程學習成果提交。(下一學期初) 

  6.幹部經歷紀錄建立、多元表現提交。(下一學期初) 

  7.出缺勤紀錄建立。(期中、期末) 

  8.權限管理。(隨時) 

13 

 

管理模式(5) 

訓

練

宣

導

組 

選課輔導說明 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 

檔案建置內容說明 建議：輔導處、室 

檔案登錄訓練 建議：輔導處、室 

平台操作訓練 建議：設備組 

14 

項目 負責單位 



2018/2/20 

8 

 

管理模式(6) 

訓練宣導組： 

  1.辦理學生、教師、家長選課輔導說明。(前一學期末) 

  2.辦理指導學生檔案建置內容訓練。(學期初) 

  3.辦理指導學生檔案登錄訓練。(學期中) 

  4.辦理教師及工作小組成員檔案平台操作訓練。(學期初) 

15 

 

1.學生學習歷

程平台建置 

2.學生基本資

料登錄維護 

3.課程及選課

輔導說明 

4.學生檔案建

置及登錄訓練 

5.教師平台操

作訓練 

6.學群探索與

就業規劃登錄 

7.學生選課作

業登錄 

8.課程諮詢紀

錄登錄 

9.學生多元表

現登錄 

16 

管理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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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課程學習

成果登錄 

11.出缺勤及

幹部經歷登錄 

12.課程學習

成果認證 

13.學生課程

學習成果匯出 

14.學生多元

表現匯出 

15.學生課程

學習成果提交 

16.學生多元

表現提交 

17.工作小組

成效檢核 

18.平台維護

與建置 

17 

管理模式(8)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作業補充規定(草案) 

中華民國 107年 XX月 XX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

簡稱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工作。 

三、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實

研組長、設備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

代表各一人，合計 14人組成；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 

前項成員代表，需依民主機制產生。 

工作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之建置、管理、登錄、檢核及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與獎勵等相關作業規定。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由教務處負責建置與管理，其內容項目、登錄與作業方式如

下： 

(一)基本資料： 

1.學生之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錄，每學期初必須再次檢核確認。 

2.社團活動由社團活動組負責登錄。 

3.幹部經歷之紀錄由訓育組負責登錄。 

4.學生出缺勤紀錄由生輔組負責登錄。 

5.競賽成績、證照紀錄及參賽紀錄由競賽及證照主辦單位登錄。 

(二)修課紀錄： 

1.學生自我學習評估部分：「學群探索與就業規劃」由輔導室依據學生之性向

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選修課程名稱」由教務處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

生選課資料。 

2.課程諮詢紀錄部分：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容

及意見」。 

3.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由註冊組依學生學習評量相關規定登錄。 

 (三)課程學習成果：由學生自行將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專業實習科目學習報告或專

題小論文等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與書面報告等)，於本校規定期程內自行登

錄，每學期至多三件，並經任課教師線上簽核確認。 

(四)多元表現：學生得將校內、外多元表現，於本校規定期程內自行登錄，每學年

至多十項。但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內幹部、社團活動及其他資料，或校

外機構登錄之競賽、檢定及其他參賽紀錄，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五)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 、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學生自我覺察描

述，個人生涯規畫等，於本校規定期程內由學生自行登錄。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二週前完成。相關處室於



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五、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統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辦理一次

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登錄與平台操作相關之專業研習。 

(三)親師說明：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六、成效評核及獎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員與參與教師，得由執行秘

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本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七、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簽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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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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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26日公布。 
•原訂108年8月1日生效，因應108課綱
推動及考招變革，預計107年6月修訂
後，提前正式生效日期。 

107年2月22日 2 

Q1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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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2學期結束前。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 

107年2月22日 3 3 

Q2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補充規定何時完成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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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成員：校長擔任召集人，於小組
成員中遴選1人為執行秘書 
•小組成員：至少包括教務處、學務處、
輔導處(室)、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 

107年2月22日 4 4 

Q3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
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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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持人：應由校長主持。 
•召開時間：每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 

107年2月22日 5 5 

Q4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
運作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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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2. 修課紀錄  
3. 課程學習成果 ：每學期3件。 
4. 多元表現 ：每學年至多10件。 

107年2月22日 6 6 

Q5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採集的資料項目包括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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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7 7 

Q6 承上題，有那些資料項目需要進行認證？
應由誰進行認證作業？ 

•認證項目：課程學習成果，具學分數
且有成績之課程。 
•認證者：該門課程授課教師需針對學
生提出之課程作品進行認證。 

©
 C

o
p

yrigh
t Sh

o
w

ee
t.co

m
 

107年2月22日 8 8 

Q7 那些課程要產出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時間？
檔案格式包括那些呢？ 

•課程成果：每門課程都可能產出，授課老
師需引導學生完成作品。 
•上傳時間：每學期結束時，學生自行勾選
上傳作品。 
•檔案格式：PDF、圖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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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9 9 

Q8 多元表現上傳國教署學習歷程資料庫時間？
可上傳那些檔案格式呢？ 

•上傳時間：每學年結束時，學生自行勾選
上傳作品。 
•檔案格式：影音、PDF、圖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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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0 10 

Q9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分學業及非學業表現兩
部分？何時開始進行資料上傳？ 

•學業表現：自103學年起開始採集。 
•非學業表現：自107學年開始採集。 
•正式上傳時間點：108學年度入學新生。 



2/22/2018 

6 

©
 C

o
p

yrigh
t Sh

o
w

ee
t.co

m
 

107年2月22日 11 11 

Q10 大學或科技大學招生何時開始採計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 

•111學年度，大學端正式採計學生學
習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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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2 12 

Q11 高一的成績或課程學習成果，可否在高三
再修改或是重新上傳？ 

•定期上傳之資料是不能再修改或覆蓋 
，理由是如實呈現學生於每階段的課
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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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3 13 

Q12 非學業表現部分，學生自主上傳時間，是否不限定
某個學期結束前上傳？或僅於申請入學前上傳即可？ 

•非學業表現，採逐年定程上傳至國教
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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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4 14 

Q13 課程諮詢教師應由誰擔任？有什麼條件限
制？ 

•各校推派教師參加培訓通過後，方可
擔任該項職務。 
•該教師可減授鐘點數，相關規定請參
閱《課程諮詢教師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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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5 15 

Q14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作業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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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6 16 

Q15 承上題，各系統平台的資料填報應由校內
那一個單位負責？ 

•有關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系統平台的
資料填報，請各校於校內學習歷程檔
案推動小組會議中，自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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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7 17 

Q16 學生的自傳及學習計畫，應何時上傳至國
教署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上傳時間點：大學參採第2階段時。 
•上傳目的地：招生系統之承辦單位，
大學入學是中正大學，四技二專是北
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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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8 18 

Q17 校內建置學生學習歷程系統，學校需要自
行購置系統或設備嗎？ 

•硬體：各校需自行購置主機設備。 
•軟體：國教署開發公版校內學生學習
歷程模組，供各校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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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 19 19 

Q18 各校有那些方式落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
推動與宣導？ 

•新生訓練 
•親師座談會 
•校內教師研習(或社群) 
•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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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科 

(04) 3706-1141 

e-2414@mail.k12ea.gov.tw 



 

 

 

 

 

 

 

 

第四部分 

參考資料 
 

 

 課程計畫及課程諮詢輔導（國教署中課科提供） 

 課程代碼（國教署中課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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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體 
輔導 

 
 個別 

諮詢 

進行
課程
諮詢 

進行
生涯
輔導 

 興趣與
學習表
現落差 
 

 興趣與
家長期
望落差 

諮詢時段： 
高一入學新生：新生報到或暑期輔導起到開學後2週 
高一下學期起：前學期選課前至該學期開學後2週 

備註：課程諮詢紀錄應放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但未來申請入學大學方案暫不參酌。 

課程 
說明會 

學生填寫課
程諮詢紀錄
表，再供課
程諮詢教師
檢核、登載 

說明 
學校課程地圖 

提供學生 
學習歷程資訊 

說明課程與 
升學進路關聯 

教師 

學生 

家長 

對課程部分 
不了解 

興趣、性向、
進路有疑問 

課程諮詢輔導實施方式規劃 課程諮詢輔導實施方式規劃 

1 

建置課程計畫整合平臺情形(1/4) 

建置構想 

2 

設置方式：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及資料庫分置各審查
中心之伺服器 
運作方式：多個平臺填報、多個單位審查、多個平臺查詢 

設置方式：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及資料庫統一置於課程
計畫整合平臺之伺服器 
運作方式：1個平臺填報、多個單位審查、1個平臺查詢 
效益： 
1.便於學校行政人員進行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 
2.便於國中學生、家長及大專校院查詢各類型課程計畫 

現行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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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課程計畫整合平臺情形(2/4) 

三、與相關平臺架接 

3 

課程資訊平臺 

校務系統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透過課程編碼傳送課程計畫 

併同課程計畫傳送學生各項
學習資料 

大
專
校
院 

學生依據學習歷程資料庫
資料製作備審資料 

大專校院檢視各申請學生之
就讀學校開課內容 

以線上填報課程計畫取代填報紙本
後送審，節省行政人力之耗費 

可隨時閱覽他校規劃之課程計畫，
作為精進己校課程規劃之參考 

方便課程諮詢教師閱覽學校整體課
程規劃，據以輔導學生選修有助其
生涯發展之課程 

建置課程計畫整合平臺情形(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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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計畫整合平臺之應用 

 

供國三學生及其家長
查閱各校規劃之課程
計畫（地圖），作為
選擇就讀學校之參據。 

供大專院校查閱各校
規劃之課程計畫，作
為審查學生履歷之參
據。 

建置課程計畫整合平臺情形(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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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實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課程資訊網與編碼

課程資訊網與編碼簡介

 現有線上填報系統架構

 課程資訊網

 建置課程資訊網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相關平臺架接

 推動期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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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中填報 (宜蘭高中)

現有線上填報系統

技術型高中填報(臺中家商)

綜合型高中填報(南投高商)

進修部填報 (臺中家商)

普通型 相關查詢

技術型 相關查詢

綜合型 相關查詢

進修部 相關查詢

課
程
資
訊
網

實用技能學程填報
(高雄海洋科大)

實用技能學程
相關查詢

架
構
圖

建置課程資訊網

4

設置方式：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及資料庫分置各審查
中心之伺服器

運作方式：多個平臺填報、多個單位審查、多個平臺查詢

設置方式：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系統及資料庫統一置於課程
計畫整合平臺之伺服器

運作方式：一個平臺填報、多個單位審查、一個平臺查詢
效益：
1.便於學校行政人員進行各類型課程計畫填報
2.便於國中學生、家長及大專校院查詢各類型課程計畫

現行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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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課程資訊網

課程資訊網

課
程
查
詢

填
報
公
告

課
程
填
報

資
料
分
享

相
關
連
結

課程資訊網
(管理瑞)

課
程
填
報

課
程
代
碼
匯
出

基
本
資
料
及
現
況

學
校
願
景

學
生
圖
像

權
限
設
定

課
程
發
展
組
織

建置課程資訊網

平臺

普通型

技術型

綜合型

進修部

權限設定(學校代碼)

設定多類型學校聯絡人

學校基本資料

班級數、學生數一覽表

普通型填報

技術型填報

綜合型填報

進修部填報

實用技能 實用技能填報

資料庫
伺服器

課程資訊網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架構圖

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課程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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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課程資訊網

課
程
填
報

主要填報人：以「校代碼」登入
主要填報人建立帳號者：

以「校代碼＋建立帳號」登入

登入後，進入「管理端」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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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A01  對應前端登入帳號為193404A01

對應管理端顯示的線上填報系統連結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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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課程資訊網

11

主要填報人員

普通型高中課程計畫書

學校共同資料：
壹、學校基本資料
貮、學校現況（班級數）
參、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
肆、課程發展組織

登入整合平臺填寫

開放權限
予其他課
程計畫之
承辦人員

技術型高中課程計畫書

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

登入系統填寫

進修部課程計畫書

實用技能學程課程計畫書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方案一 CSV檔，供單機版校務系統使用

方案二 資料庫開View，供校務系統平臺使用

資料交換欄位：

課程編碼：22字元（10組代碼）

授課學期學分/節數：6字元（分別對應第123456學期）

科目名稱：30字元（中文說明）

檔案命名規則：

課程代碼資料檔_OOO學年度入學_XXXX.xlsx(csv)

平
臺
資
料
交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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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第１組代碼 適用入學年度（3字元）

第２組代碼 校代碼（6字元）

例：108/ 108學年度入學適用

109/ 109學年度入學適用

110/ 110學年度入學適用

依照教育部統計處代碼

第３組代碼 課程類型（1字元）

依照教育部統計處代碼

例：H/普通型高中(普高) V/技術型高中(技高)

M/綜合型高中(綜高) S/單科型高中(單科)

C/進修部

E/實用技能學程(日) F/實用技能學程(夜)

課
程
代
碼
定
義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第４組代碼 群別代碼（2字元）

第５組代碼 科別代碼（3字元）

依照教育部統計處代碼

例：11/學術群

21/機械群

22/動力機械群

23/電機電子群．．．．．等

依照教育部統計處代碼

例：101/普通科

102/音樂班

103/美術班．．．．．等

課
程
代
碼
定
義

註： 詳細資料請參照「群科對照檔」

http://course.tchcvs.tc.edu.tw/courseM/File/Course1061225G.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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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第６組代碼 課程類別（1字元）

第８組代碼 課程屬性(科目屬性)（1字元）

例：1/部定必修、2/校訂必修

3/選修-加深加廣選修、4/選修-補強性選修

5/選修-多元選修、6/選修-其他．．．．．等

例：1/一般科目、2/專業科目、3/實習科目、4/專精科目

5/專精科目(核心科目)、6/加深加廣選修…等

第７組代碼 開課方式（1字元）

例：0/原班級、1/跨班選修(班群開課)

A/同科(學程)單班選修、B/同科(學程)跨班選修

C/同群跨科(學程)選修、D/同校跨群選修、E/跨校選修

課
程
代
碼
定
義

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第９組代碼 領域名稱（2字元）

第１０組代碼 科目名稱代碼（2字元）

例：00/不分領域、01/語文領域

02/數學領域、03/社會領域

04/自然科學領域、05/藝術領域．．．．．等

從11至ZZ 每校可編碼1259科目數

課
程
代
碼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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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網（管理端）

課
程
代
碼
匯
出

相關平臺架接

18

課程資訊平臺

校務系統

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透過課程編碼
傳送課程計畫

併同課程計畫傳送
學生各項學習資料

大專
校院

學生依據學習歷程資料庫
資料製作備審資料

大專校院檢視各申請學生之
就讀學校開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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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期程規畫

19

事項／時程

107年 108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課程資訊網建置完成

辦理第1場課程計畫說明會(新
課程計畫書格式、內涵、後續
期程及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學校研擬課程計畫之初稿

辦理第2場課程計畫說明會(課
程計畫填報方式及審視期程)

學校完成課程計畫之定稿

課程計畫填報及審視

學校上傳教育部準予備查之課
程計畫書至課程資訊網並公告
於學校網頁



 



 

 

 

 

 

 

 

 

 

 

第五部分 

附錄 
 

 推廣高級中等學校落實學習歷程推動工作計畫 

 各分區報名資料及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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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高級中等學校落實學習歷程推動」分區說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二、目的：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應完備高級中等

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規定，以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協辦單位：國立新豐高中、國立中興大學、私立長榮大學 

四、研習時間及地點： 

梯次 日期 地點 會議室 

北區 
107/02/27 

星期二 

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圖書館7F國際會議廳 

南區 
107/03/01 

星期四 

長榮大學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行政大樓6F國際會議廳 

中區 
107/03/02 

星期五 

中興大學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圖書館7F國際會議廳 

五、辦理方式：本研習以專題講座、綜合座談、經驗交流等活動辦理，各區實施時程表

詳如附件一。 

六、參與單位及對象：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高教司、技職司、協作中心、大專校院招生單

位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等相關單位。 

(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內學生學習歷程工作小組之召集人(校長)與執行秘書，每

校2名人員出席為限。 

七、參加梯次： 

北區：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宜蘭縣、桃園市、連江縣、金門縣 

中區：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 

南區：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 

※備註：參加研習人員得依實際交通便利方式，選擇適合之場次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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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方式： 

(一)請於107年2月16日(星期五)前至http://accounting.tcavs.tc.edu.tw/signup/index.asp

登錄報名 

或QR code 或至興大附農網頁報名，以利完成報名程序 

(二)若無法網路報名者:請以傳真方式報名，傳真電話:04-22805101，傳真表格如附

件二 

(三)如有報名疑義，請洽：國立興大附農張文澤主任或楊時發組長(電話：

04-22810010分機：200、202、205、206) 

(四)注意事項: 

1.報名額滿為止，基本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俾利本計畫工作團隊彙整 

2.全程參與人員，可登錄研習時數4小時 

(五)交通方式： 

※國立中興大學(北區、中區)  

1.自行前往者，交通位置圖，詳如附件三 

2.需交通接送者，【台鐵台中站】中午12點20分發車及【高鐵台中站7號出口】

中午12點00分發車 

※長榮大學(南區) 

1.自行前往者，交通位置圖，詳如附件四 

2.需交通接送者，【台鐵台南火車站後站】中午12點00分發車及【高鐵台南站2

號出口】中午12點00分發車 

九、經費： 

(一)本次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支應 

(二)請惠予參加人員以公差假參與本研習，所遺課務及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相關

規定辦理。 

十、其他 

(一) 響應環保及節能減碳，與會人員請自備環保杯。 

(二) 本活動相關承辦人員，由學校依權責優予敘獎。 

http://accounting.tcavs.tc.edu.tw/signup/index.asp
http://accounting.tcavs.tc.edu.tw/signup/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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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高級中等學校落實學習歷程推動」分區說明會 

研習時程表 

時間 項目 主講人 

12:30~13:10 報到 

13:10~13:20 業務工作報告 國教署長官 

13:20~13:50 學生學習歷程法令及業務宣導 
國教署 

蕭育琳老師 

13:50~14:40 
校內行政運作與組成，以及補充規定之擬

訂 

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沈樹林校長 

14:40~15:00 休息 

15:00~15:50 學習歷程平臺權責劃分及管理模式 
國立溪湖高中 

楊豪森校長 

15:50~16:30 綜合座談 國教署長官 

16:30~ 賦歸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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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高級中等學校落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相關業務」分

區說明會  傳真報名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填，需要研習時數再填寫)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研習地點: 

□北區(107/02/27星期二)         □中區(107/03/02星期五)  

□南區(107/03/01星期四)  

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  

□專車接送     北區、中區專用   □高鐵接駁  □台鐵接駁  

  南區專用         □高鐵接駁  □台鐵接駁 

 

用餐: □葷 □素  

 

備註: 若無法網路報名者以傳真方式報名 

聯絡電話:興大附農教務處 04-22810010-202 傳真電話:04-2280510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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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北區、中區場次) 
中興大學地址： 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交通位置圖 

 
 市內主要道路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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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長榮大學(南區場次) 
長榮大學地址： 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交通位置圖 

 
 校內位置圖 

 

附件四 



序號 所在縣市 學校簡稱/單位 姓名 職稱 膳食

1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戴淑芬 副署長 葷

2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菁菁 科長 葷

3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蔡美瑤 商借教師 葷

4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瑜釗 商借教師 葷

5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王文信 書記 葷

6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蕭育琳 商借教師 葷

7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黃雅芹 專案助理 葷

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賴冠瑋 專員 葷

9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陳慶德 專員 葷

10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郭真善 葷

11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謝瑞芝 葷

12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

與評量協作中心 簡菲莉 規劃委員 葷

13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王盛麒 組長 葷

14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林明儀 葷

15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羅天伶 股長 葷

16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陳榮德 輔導員 素

17 新竹縣政府 陳韋伊 商借教師 葷

18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王怡君 博士後研究員 葷

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洪政欣 教授 葷

20 宜蘭縣 私立中道高中 葉昌智 輔導主任 葷

21 宜蘭縣 私立慧燈高中 林聖雯 註冊組長 葷

22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商 張雯嬌 教務主任 素

23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工 張以方 校長 葷

24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中 林波斯 教務主任 葷

25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中 謝寶珠 校長 葷

26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商 楊惠華 幹事 素

27 宜蘭縣 國立羅東高商進修部 李德清 校務主任 葷

28 宜蘭縣 國立蘇澳海事 洪重賢 校長 葷

29 宜蘭縣 縣立南澳高中 江子文 校長 葷

30 宜蘭縣 縣立南澳高中 廖文祥 教務主任 葷

31 花蓮縣 私立上騰工商 吳昌吉 教務主任 葷

32 花蓮縣 私立四維高中 林育嫻 輔導主任 葷

33 花蓮縣 私立四維高中 黃秋婷 註冊組長 葷

34 花蓮縣 私立海星高中 邱雅梅 資料組長 葷

35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工 郭德潤 教務主任 葷

36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中 陳乃杰 註冊組長 葷

37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商 呂善成 教務主任 葷

38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商 林明山 校長 葷

39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中 廖俊仁 校長 葷

40 金門縣 國立金門高中 蔡麗娟 輔導主任 葷

41 金門縣 國立金門農工 劉湘金 校長 葷

42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王異麟 教務主任 葷

43 南投縣 國立水里商工 劉丙燈 校長 葷

44 南投縣 國立南投特教 廖翊圻 教學組長 葷

45 南投縣 國立南投特教 陳韻如 校長 素

46 苗栗縣 私立君毅高中 林玉騏 教務主任 葷

47 苗栗縣 國立大湖農工 洪得堯 註冊組長 葷

落實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北區場次(107年2月2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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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苗栗縣 國立苑裡高中 程俊堅 校長 素

49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陳建廷 輔導主任 葷

50 苗栗縣 縣立大同高中 陳廣麟 教務主任 葷

51 苗栗縣 縣立興華高中 丘薆琪 教務主任 素

52 桃園市 市立中壢家商 呂美娥 教務主任 葷

53 桃園市 市立中壢高商 陳鴻金 教務主任 葷

54 桃園市 市立中壢高商 蘇鴻銘 校長 葷

55 桃園市 市立內壢高中 李麗花 校長 葷

56 桃園市 市立內壢高中 廖經益 教務主任 葷

57 桃園市 市立平鎮高中 胡劍峯 校長 葷

58 桃園市 市立永豐高中 黃千珊 教務主任 葷

59 桃園市 市立武陵高中 楊雯燕 輔導主任 葷

60 桃園市 市立武陵高中 洪榮良 教務主任 葷

61 桃園市 市立桃園高中 林煥周 校長 葷

62 桃園市 市立桃園高中 鄭齡憶 教務主任 葷

63 桃園市 市立陽明高中 鄧美智 註冊組長 葷

64 桃園市 市立新屋高中 黃淑貞 輔導主任 素

65 桃園市 私立大華高中 林馮慧 輔導教師 葷

66 桃園市 私立大興高中 王文瑛 註冊組長 葷

67 桃園市 私立六和高中 林繼生 校長 葷

68 桃園市 私立六和高中 劉鈞銓 教務主任 葷

69 桃園市 私立方曙商工 高儀樺 校長 葷

70 桃園市 私立永平工商 楊翊庭 註冊組長 葷

71 桃園市 私立永平工商進修部 江欣霖 註冊組組長 葷

72 桃園市 私立光啟高中 曾富明 教務主任 葷

73 桃園市 私立成功工商 林佳英 輔資組長 素

74 桃園市 私立成功工商 丁文雯 註冊組長 葷

75 桃園市 私立至善高中 陳建廷 輔導主任 葷

76 桃園市 私立育達高中 陳麗霞 註冊組長 葷

77 桃園市 私立育達高中 巫靜宜 教務主任 葷

78 桃園市 私立治平高中 王禮國 教學組長 葷

79 桃園市 私立振聲高中 林筠珊 註冊組長 葷

80 桃園市 私立清華高中 蘇文鵬 教務主任 葷

81 桃園市 私立復旦高中 王晏 主任 葷

82 桃園市 私立復旦高中 謝明佑 主任 葷

83 桃園市 私立新興高中 宋佩佩 雇員 葷

84 桃園市 私立漢英高中 趙燕如 校長 葷

85 桃園市 國立中大壢中 劉康盟 教務主任 葷

86 桃園市 國立北科附工 吳怡薇 輔導主任 葷

87 桃園市 國立北科附工進修部 張力祥 進修部主任 素

88 高雄市 私立普門高中 蔡國權 校長 葷

89 基隆市 市立八斗高中 黃致誠 校長 葷

90 基隆市 市立中山高中 林順吉 教務主任 葷

91 基隆市 市立中山高中 鄭裕成 校長 葷

92 基隆市 市立安樂高中 鄭景文 實驗研究組長 葷

93 基隆市 市立暖暖高中 詹景棋 試務組長 葷

94 基隆市 私立二信高中 陸孟婷 輔導教師 葷

95 基隆市 私立聖心高中 江秋富 副校長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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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中 呂宗皋 教務主任 葷

97 基隆市 國立基隆女中 莊越丞 校長 葷

98 基隆市 國立基隆特教 陳錫輝 校長 葷

99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工 顏詒進 教務主任 葷

100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中 賴泓成 教務主任 素

101 基隆市 國立基隆商工 陳明印 校長 素

102 連江縣 國立馬祖高中 梁秀萍 教務主任 素

103 越南胡志明市 臺灣學校 江家珩 校長 葷

104 雲林縣 私立正心高中 洪玉玲 教務主任 葷

105 雲林縣 私立永年高中 陳玫君 註冊組長 葷

106 雲林縣 國立西螺農工 王憶秦 輔導主任 素

107 雲林縣 國立虎尾農工 李重毅 校長 葷

108 雲林縣 國立虎尾農工 郭佳微 註冊組長 葷

109 雲林縣 縣立斗南高中 程圳福 輔導主任 葷

110 雲林縣 縣立斗南高中 魏國泰 教師兼教務主任 葷

111 雲林縣 縣立古坑華德福實中 王建盟 註冊組長 葷

112 雲林縣 縣立古坑華德福實中 趙明德 教務主任 素

113 新北市 市立三民高中 呂靜怡 資料組長 葷

114 新北市 市立三民高中 沈美華 校長 葷

115 新北市 市立三重高工 劉玲岐 註冊組 組長 葷

116 新北市 市立丹鳳高中 陳登隆 教務主任 葷

117 新北市 市立北大高中 沈昌懋 註冊組長 葷

118 新北市 市立永平高中 劉怡伶 教務主任 葷

119 新北市 市立永平高中 劉淑芬 校長 葷

120 新北市 市立石碇高中 李文昌 教務主任 葷

121 新北市 市立安康高中 許欣霖 教務主任 葷

122 新北市 市立安康高中 謝金城 校長 葷

123 新北市 市立竹圍高中 吳宗珉 校長 葷

124 新北市 市立明德高中 張錫勳 校長 葷

125 新北市 市立明德高中 黃志傑 教務主任 葷

126 新北市 市立林口高中 陳淑芳 輔導教師 葷

127 新北市 市立金山高中 賴來展 校長 素

128 新北市 市立泰山高中 李立泰 校長 葷

129 新北市 市立泰山高中 衡寶龍 教務主任 葷

130 新北市 市立淡水商工 黃怡蓁 試務組長 葷

131 新北市 市立清水高中 王慶惠 實研組長 葷

132 新北市 市立清水高中 郭芳妙 輔導教師 葷

133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工 陳俊銘 註冊組長 葷

134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工 林煒聖 註冊組長 葷

135 新北市 市立新北高中 張木嘉 教務主任 葷

136 新北市 市立新莊高中 曾綉珠 註冊組長 葷

137 新北市 市立樟樹實中 李彥樵 實驗研究組長 葷

138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吳錦琇 教務主任 葷

139 新北市 市立樹林高中 鍾明志 輔導主任 葷

140 新北市 市立鶯歌工商 蔡耀德 教務主任 葷

141 新北市 私立中華商海 陳依琪 註冊組長 葷

142 新北市 私立光仁高中 江書良 校長 葷

143 新北市 私立光仁高中 洪雪卿 教務主任 葷



序號 所在縣市 學校簡稱/單位 姓名 職稱 膳食

落實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北區場次(107年2月27日星期二)

144 新北市 私立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陳水秀 註冊組長 葷

145 新北市 私立光華商職進修學校 楊秀瑛 學務主任 葷

146 新北市 私立竹林高中 黃雅玲 輔導主任 素

147 新北市 私立竹林高中 顏麗珠 校長 素

148 新北市 私立東海高中 高麗娜 輔導主任 葷

149 新北市 私立金陵女中 賴瑞凰 校長 葷

150 新北市 私立南山高中 鄧宇翔 教學組長 葷

151 新北市 私立南強工商 莊馥菁 註冊組長 葷

152 新北市 私立徐匯高中 劉偉平 輔導主任 葷

153 新北市 私立時雨中學 莊亞倩 輔導教師 葷

154 新北市 私立格致高中 張東河 副校長 葷

155 新北市 私立格致高中 蔡嘉聰 教務主任 葷

156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林楷凱 教學組長 葷

157 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中 黃維彥 教務主任 葷

158 新北市 私立清傳高商 林宜蓁 註冊組長 葷

159 新北市 私立復興商工 黃美儀 實驗研究組組長 葷

160 新北市 私立智光商工 王本堯 教務主任 葷

161 新北市 私立聖心女中 張惠敏 註冊組 葷

162 新北市 私立聖心女中 許嘉尹 輔導主任 葷

163 新北市 私立穀保家商 馬旭 輔導主任 葷

164 新北市 私立豫彰工商 吳靜怡 教務主任 葷

165 新北市 私立醒吾高中 吳昭瑾 校長秘書 素

166 新北市 私立辭修高中 李玉美 校長 葷

167 新北市 國立華僑高中 賴智偉 註冊組長 葷

168 新竹市 市立成德高中 魏玉芳 註冊組長 葷

169 新竹市 市立建功高中 簡世欣 教務主任 葷

170 新竹市 私立磐石高中 黃淑華 教導組長 素

171 新竹市 國立新竹高中 李明昭 校長 葷

172 新竹市 縣立六家高中 王淑蘭 校長 葷

173 新竹縣 私立光復高中 高正中 註冊組長 葷

174 新竹縣 私立忠信高中 葉嘉慧 註冊組組長 葷

175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中 賴文政 校長 葷

176 新竹縣 私立義民高中 邱慶釗 註冊組長 葷

177 新竹縣 國立竹東高中 謝淵任 註冊組長 葷

178 新竹縣 國立科園實中 鮑顗丞 教務主任 葷

179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工 詹文克 教務主任 葷

180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工 李恆霖 校長 葷

181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中 趙硯稑 教務主任 葷

182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商 劉曉雯 校長 葷

183 新竹縣 國立新竹高商 張國賓 教務主任 葷

184 新竹縣 縣立六家高中 吳仁凱 教務主任 葷

185 新竹縣 縣立湖口高中 王姿勻 社團活動組長 葷

186 新竹縣 縣立湖口高中 吳秀淇 註冊組長 葷

187 嘉義市 國立民雄農工 鍾順水 校長 葷

188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中 郭柳枝 總務主任 素

189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中 劉永堂 校長 葷

190 嘉義縣 私立弘德工商 黃嘉欽 教務主任 葷

191 嘉義縣 私立協志工商 李梅湘 教務主任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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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嘉義縣 私立協志工商 林佳如 綜合高中主任 葷

193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校 吳星宏 校長 葷

194 彰化縣 國立溪湖高中 童冠傑 註冊組長 葷

195 彰化縣 國立溪湖高中 蔡秀娥 教務主任 葷

196 彰化縣 國立彰化高中 楊雅妃 教務主任 素

197 臺中市 市立文華高中 蔡怡娟 註冊組長 葷

198 臺中市 市立清水高中 翟家甫 教務主任 葷

199 臺中市 市立臺中一中 陳木柱 校長 葷

200 臺中市 市立臺中一中 廖財固 教務主任 葷

201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宋一芬 校長 葷

202 臺中市 私立大明高中 張怡甄 輔導主任 葷

203 臺中市 私立弘文高中 李宜玲 輔導主任 葷

204 臺中市 私立弘文高中 張秀玲 註冊組長 葷

205 臺中市 私立明德高中 蘇興博 教務主任 葷

206 臺中市 私立慈明高中 許雅雯 輔導主任 葷

207 臺中市 私立僑泰高中 傅麗華 輔導主任 葷

208 臺中市 私立僑泰高中 吳定興 副校長 葷

209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商 林梅英 教務主任 葷

210 臺南市 國立北門高中 沈文寅 校長 葷

211 臺南市 國立北門高中 紀志聰 教務主任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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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陳秋香 專員 葷

2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蔡美瑤 商借教師 葷

3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瑜釗 商借教師 葷

4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王文信 書記 葷

5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蕭育琳 商借教師 葷

6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賴冠瑋 專員 葷

7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陳慶德 專員 葷

8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朱元隆 規劃組副組長 葷

9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沈佳萍 組員 葷

10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林明儀 葷

1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王怡君 博士後研究員 葷

1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洪政欣 教授 葷

13 宜蘭縣 國立蘭陽女中 曾璧光 校長 葷

14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中 劉桂美 進修部主任 葷

15 屏東縣 私立日新工商 康閎森 校長 葷

16 屏東縣 私立民生家商 陳惠琴 教務主任 葷

17 屏東縣 私立民生家商 蔡忍 校長 葷

18 屏東縣 私立屏榮高中 李東樹 教務主任 葷

19 屏東縣 私立屏榮高中進修部 陳健章 校務主任 素

20 屏東縣 國立東港海事 劉志仁 教務主任 葷

21 屏東縣 國立屏北高中 曾婷瑜 輔導主任 葷

22 屏東縣 國立屏東女中 姚政男 教務主任 素

23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工 林芳寧 輔導主任 葷

24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工 鄒春選 校長 素

25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中 方思雲 教務主任 葷

26 屏東縣 國立屏東高中 陳國祥 校長 葷

27 屏東縣 國立後壁高中 王崇懋 校長 葷

28 屏東縣 國立後壁高中 姚純貞 教務主任 葷

29 屏東縣 國立恆春工商 余佳晉 教務主任 葷

30 屏東縣 國立恆春工商 陳琨義 校長 葷

31 屏東縣 縣立大同高中 韓彬彬 教務主任 葷

32 屏東縣 縣立東港高中 郝靜宜 校長 葷

33 屏東縣 縣立東港高中 方志雄 教務主任 葷

34 屏東縣 縣立枋竂高中 陳志偉 校長 葷

35 屏東縣 縣立枋竂高中 李承典 教務主任 葷

36 高雄市 市立三民家商 凃世曜 教務主任 葷

37 高雄市 市立三民家商 陳當木 校長 葷

38 高雄市 市立三民高中 楊秀玫 輔導主任 葷

39 高雄市 市立三民高中 劉人誠 校長 葷

40 高雄市 市立小港高中 陳建民 校長 葷

41 高雄市 市立小港高中 陳思琪 輔導主任 葷

42 高雄市 市立中正高工 張輝正 校長 葷

43 高雄市 市立仁武高中 黃宏文 教務主任 葷

44 高雄市 市立文山高中 王明政 校長 葷

45 高雄市 市立文山高中 黃璟松 教務主任 葷

落實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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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高雄市 市立前鎮高中 夏日新 校長 葷

47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馬德強 校長 葷

48 高雄市 市立海青工商 賴忠進 教務主任 葷

49 高雄市 市立高雄女中 蕭米珍 教務主任 素

50 高雄市 市立高雄女中 黃秀霞 校長 素

51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工 楊狄龍 校長 葷

52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工 吳盈宜 輔導主任 葷

53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商 何秉鈞 教務主任 葷

54 高雄市 市立高雄高商 楊文堯 校長 葷

55 高雄市 市立新莊高中 陳良傑 校長 素

56 高雄市 市立新莊高中 鮑遠毅 教務主任 葷

57 高雄市 市立新興高中 朱學雄 教師兼教務主任 葷

58 高雄市 市立新興高中 江春仁 校長 葷

59 高雄市 市立楠梓高中 許欣男 教師兼註冊組長 葷

60 高雄市 市立路竹高中 陳弘裕 校長 葷

61 高雄市 市立路竹高中 陳光榮 教務處主任 葷

62 高雄市 私立三信家商 黃良微 註冊組長 葷

63 高雄市 私立中山工商 黃培雯 輔導主任 葷

64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盧昰余 教務主任 葷

65 高雄市 私立中華藝校 藍伯瑋 註冊組長 葷

66 高雄市 私立正義高中 周宗榮 校長 葷

67 高雄市 私立正義高中 朱盈瑾 輔導教師 葷

68 高雄市 私立高苑工商 王博彥 教務主任 葷

69 高雄市 私立高苑工商 許樹全 校長 葷

70 高雄市 私立高英工商 陳宛宜 幹事 葷

71 高雄市 私立國際商工 鄧惠娟 校長 葷

72 高雄市 私立國際商工 郭德信 主任 葷

73 高雄市 私立普門高中 洪櫻芬 註冊組長 葷

74 高雄市 私立道明中學 林耀隆 校長 葷

75 高雄市 私立道明中學 楊嘉欽 教務主任 葷

76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附中 楊婕芸 註冊組長 葷

77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范慈欣 教務處主任 素

78 高雄市 國立佳冬高農 蔡宜君 教務主任 葷

79 高雄市 國立岡山高中 楊榮仁 校長 葷

80 高雄市 國立岡山農工 朱國勳 教務主任 葷

81 高雄市 國立高師大附中 簡文英 輔導主任 葷

82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

等學校 朱婉菱 教務主任 葷

83 高雄市 國立旗山農工 蕭文綺 輔導主任 葷

84 高雄市 國立旗美高中 蘇銘言 教務主任 葷

85 高雄市 國立鳳山高中 張簡瑞璨 教務主任 葷

86 高雄市 國立鳳山高中 黃士洪 註冊組長 葷

87 高雄市 國立鳳山商工 鄭越庭 校長 葷

88 高雄市 國立鳳山商工 蘇文彬 教務主任 葷

89 基隆市 國立基隆海事 陳世程 校長 葷

90 基隆市 國立基隆海事 高維敏 教務主任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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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雲林縣 私立大德工商 林永昌 教務主任 葷

92 雲林縣 私立大德工商 張錫輝 副校長 葷

93 雲林縣 私立揚子高中 陳韻如 輔導主任 葷

94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中 蔡毓華 校長 素

95 雲林縣 國立斗六高中 葉宗達 註冊組長 葷

96 新北市 市立淡水商工 黃美開 教務主任 葷

97 新北市 私立光復高中 曹永央 校長 葷

98 新竹縣 國立竹東高中 林桂鳳 校長 葷

99 嘉義市 私立仁義高中 辜榮賢 校長 葷

100 嘉義市 私立仁義高中 趙偉伶 教務主任 素

101 嘉義市 私立立仁高中 阮淑美 教務主任 葷

102 嘉義市 私立立仁高中 柳雅梅 校長 葷

103 嘉義市 私立東吳工家 郭安泰 註冊組長 素

104 嘉義市 私立東吳工家 黃文宗 教務主任 葷

105 嘉義市 國立嘉義女中 蔡枳松 校長 葷

106 嘉義市 國立嘉義家職 鄭又榮 教務主任 葷

107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工 林文河 校長 葷

108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商 林義棟 校長 葷

109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商 徐素貞 教務主任 葷

110 嘉義縣 私立弘德工商 遲月速 校長 葷

111 嘉義縣 私立協同高中 洪維民 輔導主任 葷

112 嘉義縣 私立協同高中 黃淵泰 教務主任 葷

113 嘉義縣 私立興華中學 林宜璇 實驗研究組長 葷

114 嘉義縣 國立東石高中 王建超 教務主任 葷

115 嘉義縣 國立東石高中 楊長鉿 校長 葷

116 嘉義縣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黎大銘 教務主任 葷

117 嘉義縣 縣立永慶高中 黃禎貞 教務主任 葷

118 彰化縣 縣立二林高中 林綉媚 實研組組長 葷

119 臺中市 市立臺中特教 陳志清 校長 葷

120 臺東縣 均一高中 胡益松 教務主任 葷

121 臺東縣 私立公東高工 林國芬 教務主任 葷

122 臺東縣 私立育仁高中 王泰惠 校長 葷

123 臺東縣 私立育仁高中 侯森棟 教務主任 葷

124 臺東縣 國立成功商水 蔡吉郎 校長 葷

125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楊明智 教務主任 葷

126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中 謝翠玲 教務主任 葷

127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商 陳佳琪 進修部教學組長 葷

128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校高職部 吳家欣 教務組長 葷

129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校高職部 廖偉哲 校務主任 葷

130 臺東縣 國立關山工商 陳柏翰 註冊組長 葷

131 臺東縣 國立關山工商 楊誠理 組長 葷

132 臺東縣 縣立蘭嶼高中 楊瑞良 校長 葷

133 臺南市 市立土城高中 吳侕芳 教務主任 葷

134 臺南市 市立永仁高中 洪慶在 校長 葷

135 臺南市 市立南寧高中 葉俊生 教務主任 葷

136 臺南市 私立六信高中 黃珮怡 註冊組長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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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臺南市 私立育德工家 張榮修 校長 葷

138 臺南市 私立亞洲餐旅 張敬川 校長 葷

139 臺南市 私立亞洲餐旅 鄭文章 教務主任 葷

140 臺南市 私立明達高中 洪清道 教務主任 葷

141 臺南市 私立長榮女中 周淑慧 教務主任 葷

142 臺南市 私立長榮女中 黃建璋 總務主任兼資訊組長 素

143 臺南市 私立長榮高中 許德勝 教務主任 葷

144 臺南市 私立長榮高中 王昭卿 校長 葷

145 臺南市 私立南光高中 鄭喬分 教務主任 葷

146 臺南市 私立南英商工 王慧婷 教務主任 葷

147 臺南市 私立崑山高中 李俊欽 校長 葷

148 臺南市 私立港明高中 劉春福 校長 葷

149 臺南市 私立港明高中 陳玉玲 教務主任 葷

150 臺南市 私立新榮高中 劉昌蒲 校長 葷

151 臺南市 私立陽明工商 尤耀乾 主任 葷

152 臺南市 私立陽明工商 吳榮堂 校長 葷

153 臺南市 私立慈幼工商 張建斌 校務主任 葷

154 臺南市 私立慈幼工商 陳素貞 教務主任 葷

155 臺南市 私立慈幼工商 謝光洲 校長 葷

156 臺南市 私立慈濟高中 張宏州 教務處 素

157 臺南市 私立新光高中 楊秀萍 註冊組長 葷

158 臺南市 私立聖功女中 劉有田 教務主任 葷

159 臺南市 私立聖功女中 鄭麗蓉 校長 葷

160 臺南市 私立鳳和高中 張芳淇 教務主任 葷

161 臺南市 私立鳳和高中 王昌德 校長 葷

162 臺南市 私立黎明高中 羅家強 校長 葷

163 臺南市 私立黎明高中 卓永基 教務主任 葷

164 臺南市 私立樹德高中進修部 王聖棻 幹事 葷

165 臺南市 私立興國高中 黃向吟 教務主任 葷

166 臺南市 私立興國高中 林金勳 輔導主任 葷

167 臺南市 私立瀛海中學 陳俊榤 教務主任 葷

168 臺南市 國立北門農工 王志明 教務主任 葷

169 臺南市 國立北門農工 張福祥 校長 葷

170 臺南市 國立玉井工商 陳培德 校長 葷

171 臺南市 國立玉井工商 林照庭 教務主任 葷

172 臺南市 國立白河商工 邱進興 校長 葷

173 臺南市 國立白河商工 張振墉 教務主任 素

174 臺南市 國立成大附工 廖金塗 教學組長 葷

175 臺南市 國立南大附中 吳春輝 管理員 葷

176 臺南市 國立南大附中 張銘傑 教務主任 葷

177 臺南市 國立南大附聰 連振傑 教務主任 葷

178 臺南市 國立家齊高中 朱正修 註冊組長 素

179 臺南市 國立曾文家商 王寶慧 輔導主任 葷

180 臺南市 國立曾文家商 廖靖綺 教務主任 葷

181 臺南市 國立曾文農工 林藝芳 教務主任 葷

182 臺南市 國立曾文農工 徐文法 校長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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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臺南市 國立新化高工 王南成 教務主任 葷

184 臺南市 國立新化高中 劉家全 教務主任 葷

185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工 林振昆 教務主任 葷

186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中 陳鈺昇 教務主任 葷

187 臺南市 國立新豐高中 陳麗夙 主任 葷

188 臺南市 國立臺南ㄧ中 蔡明輝 教務主任 葷

189 臺南市 國立臺南二中 楊欽棋 教務主任 葷

190 臺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王郁菁 教務主任 葷

191 臺南市 國立臺南女中 顏英文 教務主任 葷

192 臺南市 國立臺南海事 余慶暉 校長 葷

193 臺南市 國立臺南高商 楊基宏 教務主任 葷

194 臺南市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林宏澤 校長 葷

195 臺南市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陳志亮 教務主任 葷

196 澎湖縣 國立澎湖海事 顏嘉禾 教務主任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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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菁菁 科長 葷

2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陳秋香 專員 葷

3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蔡美瑤 商借教師 葷

4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李瑜釗 商借教師 葷

5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王文信 書記 葷

6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蕭育琳 商借教師 葷

7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黃雅芹 專案助理 葷

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賴冠瑋 專員 葷

9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陳慶德 專員 葷

10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吳林輝 督學兼執秘 葷

11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施溪泉 規劃委員 葷

12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戴旭璋 規劃委員 葷

13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余霖 規劃委員 葷

14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林清泉 規劃委員 葷

15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 陳信正 規劃委員 葷

16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王盛麒 組長 葷

17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林明儀 葷

18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江忠僑 課程督學 葷

19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王婉錞 臺北辦事處副主任 葷

20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王怡君 博士後研究員 葷

2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洪政欣 教授 葷

22 宜蘭縣 國立宜蘭高中 連珮茹 幹事 葷

23 宜蘭縣 國立頭城家商 洪光賢 教務主任 葷

24 宜蘭縣 國立蘭陽女中 吳芳豪 教務主任 葷

25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中 江耀淇 校長 葷

26 花蓮縣 國立花蓮高工 黃鴻穎 校長 葷

27 金門縣 國立金門農工 蔡紹文 教務主任 葷

28 南投縣 私立五育高中 王漢祥 註冊組長 素

29 南投縣 私立弘明實中 張宏儒 校長 素

30 南投縣 私立弘明實中 黃士哲 教務主任 素

31 南投縣 國立中興高中 任以真 教務主任 葷

32 南投縣 國立仁愛高農 楊輝杰 校長 葷

33 南投縣 國立竹山高中 陳漢銘 校長 葷

34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中 巫春貴 校長 素

35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中 賴滄本 教務主任 葷

36 南投縣 國立南投高商 何景標 校長 葷

37 南投縣 國立埔里高工 林秀賢 教務主任 葷

38 南投縣 國立草屯商工 黃方伯 教務主任 葷

39 南投縣 國立暨大附中 張正彥 校長 葷

40 屏東市 國立潮州高中 林榮洲 校長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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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苗栗縣 私立大成高中 劉光元 註冊組長 葷

42 苗栗縣 私立中興商工 陳郁柔 輔導教師 葷

43 苗栗縣 私立育民工家 鄒舒心 註冊組長 葷

44 苗栗縣 私立育民工家 吳維仁 進修部主任 葷

45 苗栗縣 私立建臺高中 黃秀琴 教務主任 葷

46 苗栗縣 私立建臺高中 蔡文堂 校長 葷

47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中 李詩慶 校長 葷

48 苗栗縣 國立竹南高中 郭品禎 教務主任 葷

49 苗栗縣 國立卓蘭高中 劉瑞圓 校長 葷

50 苗栗縣 國立卓蘭高中進修部 朱聿祺 護理師 葷

51 苗栗縣 國立苑裡高中 黃瑞秋 教務主任 葷

52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中 黃國峰 校長 葷

53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中 謝郁俊 教務主任 葷

54 苗栗縣 國立苗栗高商 吳嘉鴻 進修部主任 葷

55 苗栗縣 國立苗栗農工 林唯潁 註冊組長 葷

56 苗栗縣 縣立三義高中 曾伯演 教務主任 葷

57 苗栗縣 縣立苑裡高中 羅寶炬 主任 葷

58 苗栗縣 縣立興華高中 蔡時欣 實研組 葷

59 桃園市 市立南崁高中 黃茄峰 教務主任 葷

60 桃園市 市立龍潭高中 陳寶翎 教務主任 葷

61 高雄市 市立瑞祥高中 朱美瑰 教務主任 葷

62 高雄市 私立復華高中 詹耀宗 教務主任 葷

63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中 張智惟 校長 葷

64 基隆市 國立基隆高中 蔡仲元 註冊組長 葷

65 基隆市 私立光隆家商 李坤峰 註冊組長 葷

66 連江縣 國立馬祖高中 陳天賜 校長 葷

67 雲林縣 私立大德工商 陳永育 進修部主任 葷

68 雲林縣 私立巨人高中 江孟珠 輔導主任 葷

69 雲林縣 私立巨人高中 林山章 校長 葷

70 雲林縣 私立正心高中 林佳慧 校長 葷

71 雲林縣 私立義峰高中 張春得 副校長 葷

72 雲林縣 私立福智高中 白豐銘 教學組長 素

73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實中 丁世彬 教導主任 葷

74 雲林縣 私立維多利亞實中 黃金地 校長 葷

75 雲林縣 國立土庫商工 何佩玲 校長 葷

76 雲林縣 國立土庫商工 李右任 教務主任 素

77 雲林縣 國立斗六家商 蘇仁杰 教務主任 葷

78 雲林縣 國立北斗家商 陳沛郎 校長 葷

79 雲林縣 國立北斗家商 陳藝萍 教務主任 葷

80 雲林縣 國立北港高中 陳明芳 教務主任 葷

81 雲林縣 國立北港高中 吳香質 輔導主任 葷

82 雲林縣 國立北港農工 許柏濤 教務主任 葷

83 雲林縣 國立北港農工 廖宏瑩 校長 葷

84 雲林縣 國立西螺農工 陳文德 教務主任 葷

85 雲林縣 國立虎尾高中 黃炯賢 教務主任 葷

86 雲林縣 國立虎尾高中 薛東埠 校長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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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雲林縣 國立雲林特教 曾玉桂 教務主任 素

88 雲林縣 縣立麥寮高中 林正雄 校長 葷

89 新北市 市立中和高中 紀惠琪 教務主任 葷

90 新北市 市立光復高中 余佳樺 教務主任 葷

91 新北市 市立新店高中 巫金味 輔導主任 葷

92 新北市 市立新店高中 張純寧 教務主任 葷

93 新北市 市立瑞芳高工 黃雅欣 輔導教師 葷

94 新北市 私立樹人家商 李雅珍 輔導主任 素

95 新北市 國立華僑高中 江俊銓 教務主任 葷

96 新竹市 市立建功高中 傅瑞琪 校長 葷

97 新竹市 市立香山高中 衛君豪 教務主任 葷

98 新竹市 私立世界高中 蘇至斌 教務主任 葷

99 新竹市 私立磐石高中 陳方濟 校長 葷

100 新竹市 私立磐石高中 陳桂蘭 教務主任 葷

101 新竹縣 私立內思高工 楊國鑫 主任 葷

102 新竹縣 私立仰德高中 周杏如 註冊組長 葷

103 新竹縣 國立竹北高中 凃仲箎 校長 葷

104 新竹縣 國立新竹女中 呂淑美 校長 葷

105 新竹縣 國立新竹女中 蔡澤興 教務主任 葷

106 新竹縣 國立關西高中 林芃 輔導主任 葷

107 新竹縣 國立關西高中 吳原榮 校長 葷

108 嘉義市 私立萬能工商 王嵩博 註冊組長 葷

109 嘉義市 私立嘉華中學 李永挺 註冊組長 葷

110 嘉義市 私立嘉華中學 孫宏禮 教務主任 葷

111 嘉義市 國立華南高商 王世如 教務主任 葷

112 嘉義市 國立嘉義家職 楊世圳 校長 葷

113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中 王德合 教務主任 葷

114 嘉義縣 國立民雄農工 蔡文豪 教務主任 葷

115 嘉義縣 縣立永慶高中 蘇淵源 校長 葷

116 嘉義縣 縣立竹崎高中 江建芳 試務組長 葷

117 嘉義縣 縣立竹崎高中 陳志龍 教務主任 葷

118 彰化縣 私立大慶商工 蕭益進 教務主任 葷

119 彰化縣 私立正德高中 陳淑慧 輔導主任 素

120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許維純 校長 葷

121 彰化縣 私立達德商工 鄭重基 教務主任 葷

122 彰化縣 私立精誠高中 林憶君 教務主任 葷

123 彰化縣 私立精誠高中 郭伯嘉 校長 葷

124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鄭玉珠 校長 葷

125 彰化縣 國立二林工商 林喬瑩 輔導主任 素

126 彰化縣 國立永靖高工 江元智 主任 葷

127 彰化縣 國立永靖高工進修部 黃煥熙 校務主任 葷

128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 林泓毅 教務主任 葷

129 彰化縣 國立秀水高工進修部 梁慧如 約僱幹事 葷

130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中 陳品妤 教務主任 葷

131 彰化縣 國立員林家商 楊國霖 教務主任 葷

132 彰化縣 國立員林高中 游源忠 校長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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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彰化縣 國立員林高中 黃千在 教務主任 葷

134 彰化縣 國立員林農工 吳春和 教務主任 葷

135 彰化縣 國立員林農工 劉同凱 教務主任 葷

136 彰化縣 國立崇實高工 吳貽誠 校長 葷

137 彰化縣 國立鹿港高中 林宜賢 校長 葷

138 彰化縣 國立彰化女中 魏楓 教務主任 葷

139 彰化縣 國立彰師附工 林全財 教務主任 葷

140 彰化縣 國立彰師附工 潘志軒 註冊組長 葷

141 彰化縣 縣立藝術高中 黃毓婷 教務主任 素

142 彰化縣 縣立藝術高中 蔡清斌 實研組長 葷

143 彰化縣 縣立田中高中 潘福來 校長 葷

144 彰化縣 縣立田中高中 蕭聖彥 教務主任 葷

145 彰化縣 縣立成功高中 張有諒 註冊組長 葷

146 彰化縣 縣立和美高中 温家男 教務主任 葷

147 臺中市 市立大甲高工 徐銘宏 教師兼教務主任 葷

148 臺中市 市立大甲高工 簡慶郎 校長 素

149 臺中市 市立大甲高中 蕭建華 校長 葷

150 臺中市 市立大里高中 廖敏樂 校長 素

151 臺中市 市立大里高中 劉素豐 教務主任 葷

152 臺中市 市立文華高中 洪家慧 輔導教師 葷

153 臺中市 市立西苑高中 劉怡君 課程發展組長 葷

154 臺中市 市立忠明高中 張永宗 校長 葷

155 臺中市 市立忠明高中 陳建銘 教務主任 葷

156 臺中市 市立東山高中 翁文修 秘書 葷

157 臺中市 市立東山高中 陳俊清 試務組長 葷

158 臺中市 市立東勢高工 李世程 教務主任 葷

159 臺中市 市立東勢高工 劉福鎔 校長 葷

160 臺中市 市立長億高中 李文石 教務主任 葷

161 臺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莊靜茹 輔導教師 素

162 臺中市 市立新社高中 劉俊合 試務組長 葷

163 臺中市 市立臺中二中 許俊賢 教務主任 葷

164 臺中市 市立臺中二中 何富財 校長 葷

165 臺中市 市立臺中女中 張瑞麟 註冊組長 葷

166 臺中市 市立臺中女中 陳元泰 教務主任 葷

167 臺中市 市立臺中家商 簡崐鎰 教務主任 葷

168 臺中市 市立臺中高工 黃維賢 校長 葷

169 臺中市 市立臺中高工 蔡耀智 註冊組長 葷

170 臺中市 市立豐原高中 江孟書 教務主任 葷

171 臺中市 市立豐原高商 李燕坪 教務主任 葷

172 臺中市 市立豐原高商 周國生 校長 葷

173 臺中市 市立霧峰農工 江耀宗 校長 葷

174 臺中市 市立霧峰農工 廖光照 教務主任 葷

175 臺中市 私立玉山高中 林瑩嵐 輔導組長 葷

176 臺中市 私立玉山高中 涂焜桀 校長 葷

177 臺中市 私立立人高中 劉坤源 教務主任 葷

178 臺中市 私立立人高中 劉瑞鐘 校長 葷



序號 所在縣市 學校簡稱/單位 姓名 職稱 膳食

落實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說明會

中區場次(107年3月2日星期五)

179 臺中市 私立光華高工 陳宜榛 資料組長 葷

180 臺中市 私立宜寧高中 張淳雄 資訊組長 葷

181 臺中市 私立明台高中 何坤峰 訓育組長 葷

182 臺中市 私立明台高中 高譜倫 學務主任 葷

183 臺中市 私立明道中學 羅立凡 輔導主任 葷

184 臺中市 私立東大附中 童蕾 輔導主任 葷

185 臺中市 私立長春藤高中 陳越明 教務主任 葷

186 臺中市 私立長春藤高中 楊海提 校長 葷

187 臺中市 私立青年高中 廖能惠 教務主任 素

188 臺中市 私立華盛頓高中 吳榕峯 校長 葷

189 臺中市 私立華盛頓高中 林芳琪 註冊組長 葷

190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許清傑 教務主任 葷

191 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中 曾健睿 註冊組長 葷

192 臺中市 私立嘉陽高中 楊順金 輔導主任 葷

193 臺中市 私立曉明女中 王美玲 輔導主任 素

194 臺中市 私立曉明女中 吳淳肅 資料組長 素

195 臺中市 私立嶺東高中 陳泓全 校長 葷

196 臺中市 私立嶺東高中 葛蜀光 教務主任 素

197 臺中市 國立中科實中 林高源 教務主任 葷

198 臺中市 國立中科實中 許嘉修 註冊組長 葷

199 臺中市 國立興大附中 陳勇延 校長 葷

200 臺中市 國立興大附農進修部 鍾淑華 註冊組長 葷

201 臺中市 市立啟聰學校 蕭明華 教務主任 葷

202 臺北市 國立政大附中 李建隆 圖書館主任 葷

203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中 曹學仁 校長 葷

204 臺東縣 國立臺東女中 陳淑惠 教務主任 素

205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高中 張瑞杰 校長 葷

206 臺東縣 國立臺東體中 林鴻源 校長 葷

207 臺南市 國立南科實中 胡雅蕙 註冊組長 葷

208 臺南市 國立南科實中 劉昀姍 教務主任 葷

209 臺南市 國立新營高工 林長弘 註冊組長 葷

210 臺南市 國立臺南高商 余佩玲 註冊組長 葷

211 嘉義市 私立輔仁中學 李國榮 校長 素

212 嘉義市 私立輔仁中學 陳威棠 教務主任 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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