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大 GPS學習歷程檔案網」簡介 
一.什麼是「學習歷程檔案」  

  「學習歷程檔案」是以數位資訊系統方式記載學生從入學到離校（大一

到大四 or研究所）所有學習階段之歷程，其中包含：個人學經歷、個人履歷

與自我介紹、個人作品與創作、文件檔案管理…等整合資訊。  

二.「學習歷程檔案」的特色  

  是以個人網站的模式呈現，讓同學可以詳細紀錄學習歷程、個人各階段

獲獎紀錄與作品，教師也可透過「學習歷程檔案」了解同學學習過程，同學

可利用「學習歷程檔案」規劃未來求職之參考與未來規劃推甄考試的參考依

據，甚至在將來，還可以直接將「學習歷程檔案」之相關求職資料或紀錄，

轉成個人的履歷表。 

三.什麼是 E-Portfolio？ 

  E-Portfolio包含「學習歷程」+「個人履歷」+「能力指標」+「網誌功

能」等功能，其內容包含： 

個人履歷(基本資料、自傳、專業履歷、求職履歷) 

能力指標(專業能力、實踐能力、求職競爭力) 

學習歷程(修課紀錄、工讀實習、服務、志工、社團、競賽、證照) 

課程地圖(修課建議、自我評估) 

網誌+相簿+留言板 

系統引導 

  除此上述功能以外，在「正修科大 GPS生涯歷程檔案網」也提供相關求

職就業消息，包含「最新消息」、「職涯講座」、「工作搜尋」、「性向測驗」..

等功能。 

四、E-Portfolio的好處是什麼？ 

首先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隨手將個人各種校內校外學習的過程與結果資料， 

加以收集下來，一方面掌握自己良好的學習狀況，自我增強，另一方面可以

做為自我檢核，自我修正之用，並協助學生統整其個人化的學習歷程，以科

技化的方式來行銷自我。最重要的是成為未來推薦甄試或就業求職的履歷表

之雛形。 

 

 

 

 

 

 

 



GPS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推動與成效 

一、現況描述 

1. GPS 生涯定向，推廣學習歷程檔案 

為協助學生進行生涯定向、興趣探索，引領新生勾勒未來四年大學生活

藍圖與全方位學習職涯規劃。提早規劃生涯藍圖、激發學習意願與動機。

正修科大從大一普測開始，就積極找出每個學生的專長和興趣，並將職

涯輔導概念深植於正修學生的就業力發展之中，且結合正修科大的 GPS

能力指標，讓職能與課程接軌，讓每一個正修學生了解自身系所之特色

與能力面向，與職涯規劃無縫隙。 

為輔助學生自我檢視學習價值與狀態，開發 GPS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http://gps.csu.edu.tw）供學生使用。本校核心能力（Core abilities）

為統整全國各大專校院核心能力資料後，依據本校學生特質，將學生能

力指標分為 3大能力面向（GPS）-G 通識力（General abilities）、P

專業力（Professional abilities）、S展現力（Soft Power），各自再

分為 4大領域與 8項能力指標。將各系能力指標統一格式，導入學生分

數後形成生涯雷達圖，有助於清楚呈現學生能力樣貌。G 通識力與 S展

現力是屬全校共同的一般性指標，由學校共同制定；P 專業力則是專業

基本能力指標，由各系自行召開系務會議討論制定。P 專業力的能力指

標能幫助系上統整教學方向、調整課程內容，再搭配 G 通識力與 S展現

力以落實全人發展理念、強化學生就業力、聚焦生涯藍圖。 

GPS能力指標，不僅呼應 98-103年度卓越計畫內涵（行動生涯 GPS計畫），

也能深化師生的印象，表達學生生涯導航 GPS概念。 

 
 

圖 GPS 學習歷程檔案指標說明 圖 GPS 學習歷程檔案系列活動 



自 98學年度下學期起，完整涵括帶入學生個人在校成就表現資訊、

與其校院系基本能力指標對應、線上生涯測驗等，串接完成的「正

修科大GPS生涯歷程檔案網 CSU-Portfolio」正式上線(網

址： http://gps.csu.edu.t  ) ，輔佐「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

台」 (網址：

w

http://ucan.moe.edu.tw ) ，提供學生瞭解職場趨勢、

職涯探索及職能診斷的工具，將學生的生涯歷程檔案整合成多媒體

呈現，亦增加師生更多元的交流管道。 

  

正修科大 GPS 生涯歷程檔案網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正修科大 GPS 生涯歷程檔案網」與「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職涯輔導功能示意圖 

（1） GPS 學習歷程檔案四大功能 

http://gps.csu.edu.tw/�
http://ucan.moe.edu.tw/�


A. 我的履歷：包含了所有學生未來求職履歷所需的完整資訊，

像是基本資料、工作經驗與自傳等，在填寫這部分資料的過

程中，不僅能引導學生開始思考未來志向，更讓學生有機會

盤點自己的經歷與能力。 

B. 學習歷程：紀錄大學期間於專業領域與課外活動學習成果的

空間，這裡面不僅有我的修課紀錄，還有我在社團、課外活

動相關的紀錄，更可以撰寫我的短中長期生涯目標。 

C. 我的能力雷達圖：此功能是本平台最具特色之處。它會自動

將學生在正修修課與參與課外活動的成績，轉換成能力指標

雷達圖。能力指標雷達圖清楚顯示學生在各類核心能力上累

積的狀況，並反映學生的各類能力指標間的優劣關係。 

D. 履歷輸出：為降低學生製作履歷的門檻，本校特別於此平台

中內建履歷輸出的功能。學生僅需完成基本的設定，便可輕

鬆輸出一份完整的求職履歷。特別的是，輸出的求職履歷不

僅包含了傳統履歷的訊息，更可選擇呈現活動參與、實習工

作、獲獎經歷、考取證照等佐證資料。此外，履歷輸出的功

能也讓學生清楚看見建置生涯歷程檔案與未來求職的關聯，

引發學生自主建置的動機。  

  

學生簡介頁面 學生修課成績呈現 

  

專業力雷達圖 履歷表輸出 



2. GPS 學習歷程檔案執行與推廣成效 

（1） 新生 GPS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教學暨 UCAN 職能測驗： 

安排大一新生班級與生涯輔導課班級，由輔導老師向學生介紹「GPS

學習歷程檔案網」，並逐步的將學生的學習成果與參與經歷輸入平台，

完成個人的學習歷程資料庫，並搭配「UCAN 就業職能平台」，認識職

業世界，進行職業興趣探索測驗，並解釋及說明測驗結果。 

 

   

介紹網站功能 逐步建置學習經歷 進行 UCAN職能測驗 

（2） 正修 GPS 達人 e-Portfolio 競賽： 

鼓勵學生運用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辦理競賽活動，使學生實際

建置個人歷程資料並自我檢視學習狀態，GPS 指標圖中能看出自

己與班上平均圖之差異，進而達到自我檢視與扶圓補缺之成效。

於 102 學年度辦理班級建置競賽，以團體競賽模式增加班級之凝

聚感、向心力與成就感，在此過程中同學能互相討論、切磋與成

長，導師則藉此了解學生生涯規劃情形並適情形加以輔導之。 

   
活動海報 獲選班代領獎-1 獲選班代領獎-2 

圖 正修 GPS達人班級競賽相關照片 

（3） 正修 GPS 生涯規劃反思： 

反思是跳躍前的蹲下，短暫地停頓是讓思維更廣更深。鼓勵學生

運用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辦理徵文及反思活動，引導學生實際

建置個人歷程時反思個人學習價值，並思考未來藍圖與學習計劃。



參與生涯規劃反思活動學生作品內容呈現感恩、反思及對未來能

力養成計劃之實際規劃，此活動能有效從外至內教育學生。 

   

活動海報 獲選學生領獎-1 獲選學生領獎-2 

圖 正修 GPS生涯規劃反思活動相關照片 

二、特色 

為使本校學生瞭解並進而使用「正修科大 GPS生涯歷程檔案網」，除透

過各項宣傳方式外，亦經由多樣化的宣導活動進行相關推廣，例如：新

鮮人定向輔導、同儕學涯輔導社群、導師輔導知能研習、E-Portfolio

競賽、GPS 生涯規劃反思、編製宣導手冊及拍攝宣導影片。 

透過學生輔導中心辦理的生涯定向班級輔導活動，以及全校各系所開設

生涯輔導正規學分課程，逐班進行學習歷程檔案與就業力展現的扎根宣

導，全面實施建置教學，也辦理校內與校際之優質作品競賽與觀摩展覽，

獲得良好成效。 

於大一新生入學開始，學生輔導中心安排規劃「新鮮人定向輔導」，由

輔導老師與學生志工，帶領進行「GPS生涯歷程檔案建置教學與 UCAN

職能測驗」班級輔導，並透過組成「同儕學涯輔導社群」，藉由同儕協

助的力量，讓學生瞭解如何籌備自己的實力(GPS生涯歷程檔案網教學，

優秀學長 e-Portfolio 展示)，利用學校的資源贏在起跑點上，準備好

自己的應試檔案。 

   

GPS檔案建置教學 學長 e-Portfolio 展示 GPS達人競賽 



   
GPS建置心得徵文 GPS生涯歷程檔案簡章 GPS宣導短片 

正修科大 GPS生涯歷程檔案網由學校教課務系統直接導入學生學習歷程資

料(包含修課紀錄、課外活動學習)，學生在校學習有關之學習紀錄，學生

亦可建置自我的學習歷程資料，它不僅可幫助學生隨時審視自我的學習狀

況，亦可從班級指標觀察自己在同儕間的學習情形。 

另外，學生修課紀錄亦會跟能力指標、職涯進路及修課建議做連結，使學

生更能充分利用在校期間，累積業界所需的職能，成就自我職涯目標。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個人網站的模式呈現，讓同學可以詳細紀錄學習歷程、

個人各階段獲獎紀錄與作品，教師也可透過「學習歷程檔案」了解同學學

習過程，同學可利用「學習歷程檔案」規劃未來求職之參考與未來規劃推

甄考試的參考依據，甚至在將來，還可以直接將「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

求職資料或紀錄，轉成個人的履歷表。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能力指標雷達圖 學生社團活動 

   
學生獲獎紀錄 學生志工服務 學生履歷輸出 

（1） 新生 GPS 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教學暨 UCAN 職業興趣探索：從新

生入學開始，積極協助每一位學生尋找自己的專長和興趣，並將職



涯輔導概念深植於正修學子的就業力發展之中，結合正修科大的 GPS

能力指標，讓職能與課程接軌，讓學生瞭解自身系所之特色與能力

面向，協助學生建構職能數位資料庫，完善職能自我檢核機制。 

（1） 正修 GPS 達人班級競賽：續航 GPS 生涯方向，讓學生覺察自

我、瞭解「自我」職能程度與優勢能力，持續充實生涯歷程檔案，

逐步規劃、導正生涯方向，成為自己之生涯行動導航師。 

（2） 正修 GPS 生涯規劃反思：從生涯定向輔導及生涯發展計畫擬

訂，針對學生學涯定向各階段需求，設定相對應的輔導機制。而貫

串於各輔導機制中的，則為本校優質的輔人力資源及「正修科技大

學 GPS 生涯歷程檔案網」輔導平台。活動自建的「正修科技大學 GPS

生涯歷程檔案網」，將各項輔導目標於平台中互動達成。 

三、問題與困難 

1. 推動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之問題與困難－系統硬體面向： 

（1） 維護廠商無法支援學校需求的問題。 

（2） 舊 GPS系統效能不良，無法承載多人次同時登入系統。 

（3） 新增學生雷達圖的課程推薦功能。 

（4） 強化導生輔導機制並整合進入正修訊息網。 

（5） 支援行動化載具。 

為配合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動，於 102 學年度規劃改版，由本校圖

書資訊處自行開發，以改善上述之困難。 

2. 推動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之問題與困難－規劃執行面向： 

（1） 該如何推廣使學生實質運用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競賽活

動辦理情形能如何產生實質作為以達到同儕影響之成效？  

（2） 學生參與「GPS 生涯規劃反思活動」後，是否有再做後續規劃？

否則學生投稿後只在個人內心產生共鳴，如何加以輔導協助

之？  

四、改善策略 



1. 推動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之改善策略－系統硬體面向： 

於 102 學年度下學期，新版 GPS 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正式上線，由本

校圖書資訊處自行開發，與校務系統資料庫、學生學籍系統、課務

系統、ILMS 行動學習平台進行資料串連。使用簡潔的操作介面，提

供行動裝置版本，並保留重點功能，讓本校師生在編輯及使用上更

加便利。 

   
GPS學習歷程檔案網 正修訊息網登入畫面 帳號登入畫面 

（1） 學生端操作介面 

學生可將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作為個人專屬的雲端資料庫，建置

及儲存學習經歷及課外表現，未來不論是在實習、升學或求職，備審

資料的蒐集都不再是難事。同時，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與校、系所能

力指標結合，透過雷達圖方式表現，顯示自身能力的強弱，並可與班

級平均值對照，引導學生省思學習狀況，並藉由串接課務系統新增課

程推薦功能，作為學生能力養成及自我評估學習成效的工具。 

   
學生端操作介面 專業證照建置畫面 GPS能力雷達圖 

（2） 老師端操作介面 

為強化師生輔導機制，提升溝通互動功能，與本校訊息網進行整合，

班級導師、授課老師在登入訊息網後，可觀看班級學生名單，將以 1

至 5顆星的方式呈現學生的 GPS建置概況，並可瀏覽學生履歷。同時，

老師可將對學生的課程建議、關懷心語，透過訊息網的傳訊功能，傳

達給學生，增進師生之間的互動。 



   
 教師操作畫面 老師瀏覽頁面 GPS填報率統計追蹤 

2. 推動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之改善策略－規劃執行面向： 

（1） 推廣 GPS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分為教師與學生兩大方向： 

老師部分於學期初時向必修課程教師借課以施行「正修 GPS 建

置教學暨 UCAN 職業興趣探索班級輔導」，說明 GPS 之意涵與建

置實況；並於導師會議說明 GPS學習歷程檔案系列活動說明。 

學生部份則辦理系列活動，並由班級導師協助宣導與輔導班級

建置競賽活動，藉由班級互動連結同儕感知以增加凝聚力與共

鳴。 

A. 編製正修 GPS 網操作手冊：編制操作手冊與流程圖，說明操

作流程與使用方式。 

B. 針對大一新生與生涯輔導課程班級，於開學後第 2 週至第 10

週進行，辦理「正修 GPS建置教學暨 UCAN 職業興趣探索」

班級輔導，由輔導老師介紹及說明 GPS學習歷程檔案的功能，

並透過 UCAN 職能平台認識職業世界，施測職能測驗探索自

我，學習規劃生涯藍圖。 

C. 辦理「2014正修 GPS 達人 e-Portfolio 班級競賽」：為全校

性競賽以班級為單位參加，依據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完成度

之高低進行評比，期望藉由競賽提升學生對平台的認識與使

用。 

   



操作流程圖 GPS建置班級輔導  班級競賽頒獎 

D. 辦理「從 GPS 到未來」生涯規劃反思活動：學生透過寫下學

習歷程檔案的使用心得，引導學生自發性的學習與省思，能

夠對學習過程及未來生涯規劃有更真實的體悟。 

E. 印製「我的正修 GPS 手札」：為提升本校師生對 GPS學習歷

程檔案的認識，及提高網站的知名度，內含 GPS平台操作流

程與 GPS 能力指標的簡介。 

F. GPS老師管理功能說明會：為使老師能更快速熟悉平台功能，

進而協助督導學生建置，於學期初全校導師會議中，進行本

次系統改版之功能說明。 

   
生涯規劃反思活動  我的正修 GPS 手札 管理功能說明會 

（2） 學生投稿「GPS 生涯規劃反思活動」之作品，將分類回饋系所： 

獲選作品、班級作品、投稿作品，並加以回饋。回饋分配情形

為：系主任－獲選作品與投稿作品、班級導師－獲選作品及班

級作品、全校教師－獲選作品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藉由回饋

讓系上了解學生個人生涯規劃之概況並能適時地加以協助，針

對特殊需求之學生亦提供管到可至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共鳴部

份亦規劃將獲選作品呈現於新生手冊中，使新生了解 GPS 之意

涵，並從中了解建置後之反饋，以達到同儕互動學習成長之果

效 

 



 
 

GPS 能力指標中英說明 

一、 全校核心能力 Core Competence： 

 語文表達與溝通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資訊素養與科技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實務技能與創新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團隊合作與倫理 Teamwork and Ethics 

 

二、 G通識力 General Abilities： 

 藝文賞析與生活應用 Arts Appreciation and Life Application 

 生命體驗與身心保健 Life Experience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社會責任與人權法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科學應用與環境趨勢 Science Application and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三、P專業力 Professional Abilities： 

 由各系自訂八項專業力。 

 

    四、S展現力(軟實力)  Soft Power： 

 敬業態度與情緒管理 Active Attitude and EQ 

 自我特質與生涯定向 Self-Being and Career Orientation 

 公民品德與服務學習 Civic Literacy and Service 

 優勢發展與職能展現 Strength Development and Caree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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