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伙學」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
活動簡章
壹、 活動簡介
此計畫受教育部委託執行，將於 110 年 7-10 月舉辦 50 場線上審議討論會，邀請全國高
中教師與學生帶來「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和大學教授分享並一起討論「課程學習成果」具體
有哪些好的呈現方式，能夠展現 108 課綱精神同時也符合大學端的期待，藉此創造大學端與高
中端對話的機會；此外，亦會請參與者們說說看，學習歷程檔案制度上路後，實踐上遇到的困
難並提出建議解決方向。透過這些會議所蒐集到的所有共識性建議，團隊都會仔細彙整，進一
步提供給部會作為未來政策制定參考，歡迎全國高中老師、學生以及家長報名參加！

貳、 參加對象
全國高中教師、學生、家長、大學教授(將由團隊邀請）。
另外，考量到本次活動需請學生準備已上傳系統之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因此希望能邀請到 108
年及 109 年入學高中者參與（即 110 年 9 月升高二、高三之學生）。

參、 活動費用
免費，將提供教師研習時數給高中教師；另提供參與證明給學生（皆須全程參與）。

肆、 活動規劃
活動時間：110 年 7 月 24 日（星期六）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共 50 場次。
活動地點：使用 Google Meet 軟體線上舉辦，會前將提供連結，場次時程表請參考附件。
討論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開場、觀看議題介紹影片

09:50-11:10

依身分分組討論「執行學習歷程檔案遇到的困難與建議解方」

11:10-12:00

休息 10 分鐘後進行討論成果分享（一）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3:10

開場、觀看議題介紹影片

13:10-14:30

混合身分進行「課程學習成果」作品分享、教授給予回饋

14:30-15:40

接續上階段內容進行綜合討論

15:40-16:30

休息 10 分鐘後進行討論成果分享（二）

16:30-16:40

填寫會後問卷

伍、 報名方式與參與名額
一、 每場次皆採線上報名，報名連結：https://www.108epo.com/join.php。
QRcode：

二、 報名期間：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開放各場次報名，至各場次活動日前 2 週的週二上午
10 時截止。
三、 每場次開放高中教師 12 人、高中學生 8 人、家長 8 人、大學教授 8 人參與，每人至多
參加一場。
四、 報名非先搶先贏制，將考量報名者的「入學年度」、「就職/讀學校縣市」、「任教科別
/就讀類組」、「就職/讀學校」等因素，透過電腦進行分層隨機篩選。
五、 所有場次皆可報名，惟各日期所標示地點代表將優先保留一半名額給該縣市參與者（以
學校所在縣市認定）。另一半名額，則不分縣市比照第三點原則以電腦進行隨機抽選。
六、 想了解更詳細篩選方式，請參考官方網站說明：https://www.108epo.com/faq.php。

陸、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委託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柒、 聯絡資訊
作伙學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108epo
官方信箱：e.portfolio.ntu@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s://www.108epo.com/
電話聯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游雯涵助理，02-33663366 轉 55955 或 55956。

附件

「作伙學」學習歷程檔案審議計畫
會議場次時程表
日期
07 月 24 日（六）
07 月 25 日（日）
07 月 31 日（六）
07 月 31 日（六）
08 月 01 日（日）
08 月 01 日（日）
08 月 05 日（四）
08 月 07 日（六）
08 月 07 日（六）
08 月 08 日（日）
08 月 08 日（日）
08 月 12 日（四）
08 月 14 日（六）
08 月 14 日（六）
08 月 15 日（日）
08 月 15 日（日）
08 月 19 日（四）
08 月 21 日（六）
08 月 21 日（六）
08 月 22 日（日）
08 月 22 日（日）
08 月 26 日（四）
09 月 04 日（六）
09 月 04 日（六）
09 月 05 日（日）
09 月 05 日（日）

場次
台北場
台中場
桃園場
高雄場
新北場
新竹場
台北場
台中場
屏東場
台南場
彰化場
新北場
雲林場
宜蘭場
嘉義場
連江場
高雄場
苗栗場
新竹場
台北場
桃園場
台中場
台南場
金門場
南投場
高雄場

日期
09 月 11 日（六）
09 月 11 日（六）
09 月 12 日（日）
09 月 12 日（日）
09 月 25 日（六）
09 月 25 日（六）
09 月 26 日（日）
09 月 26 日（日）
10 月 02 日（六）
10 月 02 日（六）
10 月 03 日（日）
10 月 03 日（日）
10 月 16 日（六）
10 月 16 日（六）
10 月 17 日（日）
10 月 17 日（日）
10 月 23 日（六）
10 月 23 日（六）
10 月 24 日（日）
10 月 24 日（日）
10 月 30 日（六）
10 月 30 日（六）
10 月 31 日（日）
10 月 31 日（日）

場次
台東場
彰化場
新北場
基隆場
台北場
台南場
澎潮場
花蓮場
嘉義場
新北場
桃園場
高雄場
台北場
南投場
新竹場
台中場
桃園場
高雄場
雲林場
屏東場
新北場
台中場
台北場
台南場

＊備註：各場次都可以報名，惟所標示縣市將優先保留一半參與名額給該縣市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