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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實驗教育現況
•辦理者帳號取得方式
•學生帳號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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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臺建置目的，主要為收集實驗教育學生基

本資料及其各階段「學業表現」與「非學業表現」。(並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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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範。)

• 由於不是每一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皆有學籍資料，因此為開設學

習歷程填報平臺帳號，建置「實驗教育學生基本資料填報平臺」，請全

國各縣市教育局/處協助上傳所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單位學生基本資料，

以利於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系統帳號管控。



項目 實驗教育

課程規範
於各實驗教育計畫中提出
(無全國統一之課程代碼，僅能由各實驗教育單位自填
或系統給定。)

評分方式
多元呈現，包含等第制、通過/不通過、僅給質性評語
等方式

學期制度 兩學期制、三學期制、四學期制或不分學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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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型態 帳號設定方式 帳號發送方式

實驗教育
學習歷程
填報平臺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依據統計處公告各學校代碼
由暨大團隊統一設定帳號

由各縣市主管機關發文通知

公辦民營型態實驗教育

由各縣市教育局至學生基本資
料平臺填報實驗教育單位資訊，
系統自動產生單位代碼

1.各縣市主管機關可至實驗
教育學生基本資料平臺取
得

2.由各縣市主管機關發文通
知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機構、團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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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型態 帳號設定方式 帳號發送方式

實驗教育
學習歷程
填報平臺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由全國學籍系統匯入學生資訊，
並由暨大團隊統一設定身分證
為帳號

由各縣市主管機關發文通知

公辦民營型態實驗教育

由各縣市教育局至學生基本資
料平臺匯入實驗教育學生基本
資料

1.各縣市主管機關可至實驗
教育學生基本資料平臺取
得

2.由各縣市主管機關發文通
知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機構、團體、個人）



•系統網址&QR CODE
•系統設立目的及使用者
•資料收集方式
•主要收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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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ep.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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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提供實驗教育學生記錄各項學習歷程

• 提供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各項課程及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使用者

• 實驗教育學生

• 實驗教育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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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Excel上傳課程名冊

• 或逐筆新增課程

• 新增或取消修課學生

實驗教育辦理者上傳

課程資訊

實驗教育學生
學習歷程填報平臺• 上傳與課程相關之學習成果檔案

• 逐筆新增各項多元表現及其證明

文件與影音

實驗教育學生上傳

課程學習成果及

各項多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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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學生

• 基本資料

• 自傳

• 課程學習成果

• 多元表現

實驗教育辦理者

• 課程資訊



•系統架構圖–學生端
•起始頁面、學生登入後頁面
•基本資料
•課程學習紀錄
•多元表現
•勾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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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圖–
學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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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欄

公告區

下載區

使用率
統計區

聯絡資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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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列表

個人多元表現統計

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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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新增

填寫自傳內容

填寫完成按「新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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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新增

注意：單項課程至多上傳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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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檔案後，按「上傳檔案」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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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送出認證」鍵，
將欲認證之課程學習成果檔案送至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端進行認證。

可重新下載檢視上傳的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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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檔案」鍵上顯示：尚可傳輸O件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顯示檔案認證狀態。



等待送出

• 學生已上傳課程學習成果檔案但尚未送出認證，尚可編輯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認證中

• 學生將課程學習成果檔案送出至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端進行認證。

認證成功

• 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端認證之結果。

認證失敗

• 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端認證之結果，若認證失敗可再編輯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25

認證狀態分為以下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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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認送出」鍵送出 勾選認證成功之檔案

注意：
1.每學年勾選送出之課程學習成果檔案件數上限為6件。
2.當學年度無法勾選前學年度之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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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輸入幹部經歷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開始與結束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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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經歷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單位名稱
請填入單位名稱。如熱舞社、一年三班、學生議會、
交通大隊。

2 開始日期 請選擇幹部起始日期。

3 結束日期 請選擇幹部結束日期。

4 職務名稱
請填入擔任的職務名稱，例如社長、副社長、秘書長、
隊長、副議長等。

5 幹部類型
請選擇幹部類型：社團幹部 (如社長)、實習幹部 (如
工廠領班、器材管理)、其他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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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6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7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8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31輸入競賽參與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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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參與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競賽名稱 請填入競賽名稱。

2 競賽項目 請填入競賽項目。

3 競賽等級 請選擇競賽等級：校級、縣市級、全國、國際。

4 獎項 請填入獎項名稱。

5 日期 請選擇競賽參與日期。

6 參與方式 請選擇競賽參與方式：個人參與、團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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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7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8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9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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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檢定證照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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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證照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證照名稱 請依照各區及種類選擇證照。

2 證照字號 請填寫檢定證照之字號。

3 檢定證照類別 請選擇檢定類別。

4 分數 測驗結果有分數者填入總分，無分數者請空白。

5 分項結果

如成績有多項者請依照分項進行填報，分項間以半形逗號
「,」分隔。
例如：某檢測分為觀念題與實作題，若取得之分數分別為
80與340，請填寫「觀念題80,實作題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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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6 取得證照日期 請選擇證照取得之日期。

7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8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9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37輸入志工服務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開始與結束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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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服務名稱 請填入服務名稱。

2 服務單位 請填入服務單位名稱。

3 開始日期 請選擇服務開始日期。

4 結束日期 請選擇服務結束日期。

5 服務總時數 請填入服務時數，為阿拉伯數字，例如一小時請填1。

6 服務內容概述 請50字內之服務內容概述，例如服務台值班、打掃環
境等。



39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7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8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9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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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自主學習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開始與結束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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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名稱

請填入自主學習名稱，例如參與校內外活動請填入活
動名稱、若為學生自提自主學習計畫請填計畫名稱、
若為校內微課程請填微課程課名。例如：野外求生課
程、圖書館自主學習、酷客雲雲端課程。

2 地點 請填入自主學習地點，例如：圖書館、電腦教室等。

3 開始日期 請選擇自主學習日期。

4 結束日期 請選擇自主學習日期。

5 校內或校外 請選擇自主學習內容位於校內或校外。

6 個人或團體 請選擇自主學習內容屬於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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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7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8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9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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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職場體驗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開始與結束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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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體驗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工作名稱 請填入工作名稱。

2 工作單位 請填入工作單位名稱。

3 開始日期 請選擇工作起始日期。

4 結束日期 請選擇工作結束日期。

5 工作內容概述 請描述工作內容，例如服務台值班、打掃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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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6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7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8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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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作品成果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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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果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名稱 請填入作品成果名稱，若為作品集請填入作品集名稱。

2 日期 請選擇作品成果完成日期或發表日期。

3 作品成果概述 請填入作品成果的概述，可描寫作品課程內容或參與
比賽。

4 作品成果連結
作品成果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
質檔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5 外部影音連結
作品成果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
質檔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48輸入其他多元表現紀錄內容

點此新增

注意：開始與結束日期請符合當學年度期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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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多元表現紀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名稱 若為參與校內外活動請填入活動名稱。

2 主辦單位 若為活動請填入主辦單位，校內活動請填入學校名
稱，校外活動請填入活動主辦單位。

3 開始日期 請選擇活動起始日期。

4 結束日期 請選擇活動結束日期。

5 時數 請填入活動時數，為阿拉伯數字，例如一小時請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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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6 證明文件上傳

請上傳證明文件檔案，該連結須為.pdf、.png 或.jpg
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2MB）

7 影音檔案上傳
請上傳影音檔案檔案，該連結須為.mp3或.mp4檔案。
（檔案大小上限5MB）

8 外部影音連結

影音檔案連結有填寫時，可另外將高畫質或高音質檔
案放置於外部空間供參。
（若影音檔案連結為空時本欄必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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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每學年勾選多元表現之件數上限為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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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已勾選檔案之記錄。

可檢視、再下載檔案；
但不可編輯以及刪除之前新增的檔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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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已勾選多元表現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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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檢視、再下載檔案；
但不可編輯以及刪除之前新增的檔案紀錄。



•系統架構圖–實驗教育辦理者管理端
•起始頁面
•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課程學習紀錄
•學生多元表現
•學生勾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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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圖–
實驗教育辦理者
管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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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欄

公告區

下載區

使用率
統計區

聯絡資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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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學生基本資料。

檢視學生基本資料，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61

檢視學生基本資料，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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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學生自傳。

檢視學生自傳，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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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查看內容

點此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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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範例欄位編輯課程名冊。選取檔案後，
按「上傳」鍵。

點此下載課程名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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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傳的課程名冊有誤，可以檢視錯誤訊息，修正後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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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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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冊封面欄位說明

工作表名稱為《課程名冊封面》

編號 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A 申報學年度 請填入申報學年度。(必填)

2 B 申報學期
請填入申報學期，第一學期請填1、第二學期請填2、
第三學期請填3、第四學期請填4，若不分學期請填
0。(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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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冊內容欄位說明

工作表名稱為《課程名冊內容》

編號 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A 開課年級 請填入開課年級1、2或3，若不分年級請填0。(必填)

2 B 學期類型
請填入學期類型代碼。
雙學期制填1、三學期制填2、四學期制填3，若不分
學期請填0。(必填)

3 C 課程名稱 請填入課程名稱。(必填)

4 D 課程描述 請填入課程描述，如無請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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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5 E 是否採計學分 是請填1，否請填0。

6 F 課程學分數 課程學分數，若不採計學分請填0。

7 G 學生
請填入學生的身分證字號，並以半形逗號「,」隔開。
例如：M122673446, A182273631

8 H 備註說明 需另備註說明項目請填此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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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課程名冊封面」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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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課程名冊內容」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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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課程內容

點此新增
可逐筆新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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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有關課程的詳細內容(或補充說明)
之檔案上傳至「課程介紹上傳」。
上傳格式：pdf、p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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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詢、檢視、編輯及新增課程。
可以再編輯之前上傳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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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詢、檢視、編輯及新增課程。
可以再編輯之前上傳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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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後按「儲存」鍵；否則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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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勾選學生；或取消之前勾選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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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刪除學生，點選刪除後，按「確認儲存」鍵。

如要勾選學生，勾選學生後，按「勾選學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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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輸入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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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生上傳檔案之內容
認證檔案或認證失敗。

認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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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課程成績、實得學分及課程評語後，按「送出」鍵。

課程成績、實得學分及課程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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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檢視學生幹部經歷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幹部經歷紀錄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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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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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檢視學生競賽參與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競賽參與紀錄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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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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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檢定證照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檢定證照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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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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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志工服務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志工服務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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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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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自主學習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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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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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職場體驗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職場體驗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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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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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作品成果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作品成果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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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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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其他多元表現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查看內容查看其他多元表現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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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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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勾選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檢視明細檢視課程學習成果勾選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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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完畢，按「返回」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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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課程多元表現勾選紀錄，僅可瀏覽，不可編輯。

可點選檢視明細檢視多元表現勾選紀錄之詳細內容。

依學生之年級、班級、姓名及學號等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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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生已勾選檔案之明細，僅可瀏覽，但不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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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行政資訊系統研發中心



使用者 功能項目 填報期限(以108學年度為例)

實驗教育
辦理者

編輯課程內容、勾選學生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7/31(學年度結束)

認證檔案、輸入成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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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年級 帳號設定方式 填報期限(以108學年度為例)

學生

1年級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7/31(學年度結束)

勾選【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9/30

2年級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7/31(學年度結束)

勾選【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109/09/30

3年級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與國教署再議

勾選【課程學習成果】
與 【多元表現】

起始日期：108/08/01(學年度開始)
截止日期：與國教署再議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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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在勾選【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時，

如在時間期限內，已送出，若想修改，該如何因應？

• Ans：9/30前，請致電暨大客服電話，經身分確認，即可修改。

(2)已過了勾選時間期限(9/30之後)，若未勾選或想修

改，該如何因應？

• Ans：請行文至國教署，國教署通知暨大團隊再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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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填報平臺的單位/學生資料有誤，該如何修正？

• Ans：

• 1. 由縣市教育局/處承辦人致電暨大客服電話，客服人員會與縣市教

育局/處承辦人確認該筆單位/學生資訊。

• 2. 經確認，由平臺管理者刪除該筆單位/學生資料。

• 3. 再請縣市教育局/處承辦人重新上傳單位/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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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需諮詢，有哪些管道？

• Ans：

• 客服電話：049-2910960#3966

• 客服信箱：exep@mail.ncnu.edu.tw

mailto:exep@mail.nc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