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111-1 註冊資料 新生/轉入生  

   姓名:                 學號:              

序 完成 項目 細項 備註 

1 

 

免學費補助 

特殊身分補助 

•免學費補助申請表及背面切結書 

•是/否具特殊身分或為軍公教子女 

•申請高中普通科或身心障礙補助學費補助者，須符

合家庭年所得總額在新臺幣 148萬元以下(身心障

220 萬元以下)，不符合者則定額補助 6,623 元。 

寄 Email 通知 11 月至中心簽領

據。 

 

2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補助款於學期結束 2、8 月收到 

•存摺影本-銀行及分行名稱、帳戶資料 

 

3 
 戶口名簿或3個月內

戶籍謄本(均詳細記事) 
•學生戶籍台北市(舊生免附) 正本驗畢歸還，影本留存 

4 

 
確認學籍及就學年

級 

•繳交國中畢業證明或轉學證明暨歷年成

績單影本 

•確認就學軌跡及就讀年級 

機團成績單(有縣市政府蓋印)、國

外學歷要先至外館處驗證、大陸

學歷請至教育局認證。 

5 

 

學生證 

•學生證申請表及同意書(悠遊卡、台北

卡、借書證記名同意三個勾) 

•交照片檔、編學生證檔名 

寄信箱通知 10 月至中心領取 

6 

 

學生團體保險 

•繳學生團保費 175 元 

•同意書簽名 

•開收據 

低收、原住民、重度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及學生，免收學生團體保

險。 

7 

 

實驗教育學生學習

歷程 

•學習歷程資料表 

•請配合原學校學習歷程平台作業時間，於

離校前完成「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

現」的勾選。 

10 月學生及家長帳號密碼寄信箱 

全國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https://exep.k12ea.gov.tw/ 

8 

 

資料更新 

•寄件地址 

•E-MAIL 至少 2 個  

•連絡電話、手機至少 2 個 

請學生及家長多多留意收件 

9 

 

下次申請期程時間 每年 10/1~10/31、4/1~4/30 

申請實驗教育及繳交報告書： 

審議作業系統 

https://tpnee.tp.edu.tw/ 

實驗教育資訊及檔案下載： 

官網-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

心 http://teecid.tp.edu.tw/ 

10 

 
高一、高二、高三學

習報告書 

繳交時間(背面說明) 

每年繳交一次，實驗教育期程結束後兩個

月內，學生須主動上傳。 

11 
 

訪視 
訪視時間為下學期 

高三必訪、高一高二抽訪 

寄信箱通知 

※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高中職林老師、顧老師  諮詢電話：2562-6552 轉 12、16 

  E-MAIL：taipei25626552@gmail.com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10 號 6 樓 

※歡迎加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_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官方 LINE ID：@taipei_teec  

https://tpnee.tp.edu.tw/


參與個人實驗教育注意事項 

一、繳交學習報告書： 

1.參與實驗教育者依法規(非學條例第 20 條)規定繳交報告書：學生學習報告書每年繳交一次由教育局核

定，請學生於期程結束後兩個月內，請學生主動上傳，勿等待通知。請依台北市高中學習報告書格式

撰寫。例: 

•期程 111-1 至 111-1(一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期程 111-1 至 111-2(二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期程 111-1 至 112-1(三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9 月 30 日上傳二學期、113 年 3 月 31 日上傳一學期。 

2.高三畢業生請依高三報告書格式撰寫，考量升讀大學註冊需繳交學歷證件，自 6/1 起分四階段 6/30、

7/30、8/30、9/30 前繳交(併寄證件照片一吋三張或電子檔)，經審查委員核定後，若 EMAIL 通知您

修正請盡快完成，將分別於 7、8、9、10 月底，核發完成實驗教育證明。若未依格式撰寫、未繳交

高一、高二報告書者，或經通知遲遲未修正者，均須補齊後才能核發證明。若大學繳交學歷證件時間，

實驗教育證書尚未製發完成，請先以簽切結書方式繳交至大學，待收到證書後再繳交。請自行掌握期

程。 

3.下載報告書格式檔案：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 http://teecid.tp.edu.tw/非學專區/表件下載 

4.上傳報告書：臺北市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https://tpnee.tp.edu.tw/ 

5.學習報告書繳交狀況除了列為下一階段申請實驗教育之考量外，亦常被列為大學多元入學特殊選才管

道審查資料之一，請學生撰寫時可豐富呈現。 

6.「學習報告書」不完全等於申請入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7.撰寫報告書提醒： 

(1)各科學習狀況請依【審議通過的計畫書課程科目】依序撰寫，未執行或無法執行的科目也要文字說明。 

(2)有新增的科目除非在學期初申請計劃變更，否則無法列入報告書中。計劃變更申請書請至官網下載。 

(3)申請過變更實驗教育計劃，要將申請書及變更計劃書附在學習報告書最後面，以利老師對照檢閱。 

(4)指導老師簽章，請親簽或以簽署 PDF 文件的功能，勿以電腦打字。無老師實質指導要請家長簽並文字說明(因

家長為實驗教育辦理者)，勿空白、學生勿簽。 

(5)評量分數請一致(百分制或等第)，若不呈現成績，請在欄位以文字說明，無成績的科目未來申請成績單證明

將不呈現該科目成績。 

(6)上下學期同一科目，若下學期沒有執行，請填「無」，勿空白。 

(7)請勿與前學期的報告書內容一模一樣，請使用本市高中學習報告書格式，未符合的地方均會要求修正。 

 

二、訪視：高三必訪、高一高二抽訪 

依非學條例第 21 條實驗教育學生須參加訪視。本學年度訪視於下學期辦理，請預先空留時間。訪視採

抽訪集中於本中心進行，每人約準備 10~15 分鐘報告，訪視報告範例可至官網下載，請學生提早準備。

抽訪學生將以 E-MAIL 通知，請注意信箱收件。 

 

 

http://teecid.tp.edu.tw/非學專區/
https://tpnee.tp.edu.tw/


三、學生學習歷程：實驗教育學習歷程平台 https://exep.k12ea.gov.tw/ 

1.依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

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 

2.高三升學國內大學時，參加學測，欲採「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進入第二階段甄

試時，其審查資料由學生自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勾選學習成果上傳」或自行製作「PDF 格式檔案」

的方式擇一上傳給大學校系(學習成果至多 3 件、多元表現至多 10 件)，學生若無資料者皆以「PDF 上

傳」，作為申請大學各校系備審資料。故，學生不參加國內升學或不採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不強制使

用平台，但提醒您，若高三才要使用，已超過繳交期程，資料是無法再上傳的，請您自行權衡。 

3.實驗教育辦理者(個人實驗教育為家長、機構團體為承辦人)於三月、十月收到 E-MAIL 寄出之家長及學

生帳號密碼，至「全國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平台」開通帳號，於國教署每年規定時間內上傳課程名

冊、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完成認證、勾選、提交等作業。每年課程學習成果勾選至多 6 件、多

元表現至多 10 件，由家長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4.本學期由學校轉至實驗教育的學生，請配合原學校學習歷程平台作業時間，於離校前完成「課程學習

成果」及「多元表現」的勾選。或依「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

請家長至原校辦理轉出時，由學校匯出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壓縮檔、壓縮檔密碼、MD5 值)交給家長(實

驗教育辦理單位)，家長於平台開通帳號後將檔案匯入。 

5.學習歷程系統使用問題，請先至平台首頁下載操作手冊，或洽詢暨南大學客服服務專線：049-2910960 

# 3966(09:00-17:00)、客服信箱：exep@mail.ncnu.edu.tw 

 

四、高三生畢業後若以職場就業或體驗學習(志願服務、見習)為主，可多留意年底申請的

青年儲蓄戶相關訊息。 

五、高一新生有安排健康檢查，待 9 月中 EMAIL 通知，請再回覆參加意願。 

 

 

 

 

 

 

 

 

 

 

 

mailto:exep@mail.ncnu.edu.tw




 

臺北市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111-1 註冊資料 舊生  

  姓名:                 學號:              

序 
完

成 
項目 細項 備註 

1 

 

免學費補助 

特殊身分補助 

•免學費補助申請表及背面切結書 

•是/否具特殊身分或為軍公教子女 

•補助款於學期結束 2、8 月收到 

•匯款學生帳戶沿用。 

•舊生免繳戶口名簿。 

寄 Email 通知 11 月至中心簽領

據。 

•申請高中普通科或身心障礙補助學費補

助者，須符合家庭年所得總額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身心障 220 萬元以下)，不

符合者則定額補助 6,623 元。 

2 

 

確認就學年級 

學生證 

•確認就學軌跡(未來證書用) 

•蓋學生證註冊章 

•學生證遺失請至官網下載學生證遺失補

卡申請書及繳交 113 補卡費 

 

3 

 

學生團體保險 

•繳學生團保費 175 元 

•同意書簽名 

•開收據 

低收、原住民、重度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及學生，免收保險費。 

4 
 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

程 
請注意 110 學年度作業時間 

全國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平台

https://exep.k12ea.gov.tw/ 

5 

 

資料更新 

•寄件地址 

•E-MAIL 至少 2 個 

•連絡電話、手機至少 2 個 

請學生及家長多多留意收件 

6 

 

下次申請期程時間 每年 10/1~10/31、4/1~4/30 

申請實驗教育及繳交報告書： 

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https://tpnee.tp.edu.tw/ 

 

實驗教育資訊及檔案下載： 

官網-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

心 http://teecid.tp.edu.tw/ 

7 

 
高一、高二、高三學習

報告書 

繳交時間(背面說明) 

每年繳交一次，期程結束後兩個月內，學

生須主動上傳 

8 
 

訪視 
訪視時間為下學期 

高三必訪、高一高二抽訪 

2 月通知寄信箱 

 

※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高中職林老師、顧老師  諮詢電話：2562-6552 轉 12、16 

  E-MAIL：taipei25626552@gmail.com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110 號 6 樓 

※歡迎加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_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官方 LINE ID：@taipei_teec 

 

 

https://tpnee.tp.edu.tw/


參與個人實驗教育注意事項 

一、繳交學習報告書： 

1.參與實驗教育者依法規(非學條例第 20 條)規定繳交報告書：學生學習報告書每年繳交一次由教育局核

定，請學生於期程結束後兩個月內，請學生主動上傳，勿等待通知。請依台北市高中學習報告書格式

撰寫。例: 

•期程 111-1 至 111-1(一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期程 111-1 至 111-2(二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期程 111-1 至 112-1(三學期)，上傳時間：112 年 9 月 30 日上傳二學期、113 年 3 月 31 日上傳一學期。 

2.高三畢業生請依高三報告書格式撰寫，考量升讀大學註冊需繳交學歷證件，自 6/1 起分四階段 6/30、

7/30、8/30、9/30 前繳交(併寄證件照片一吋三張或電子檔)，經審查委員核定後，若 EMAIL 通知您

修正請盡快完成，將分別於 7、8、9、10 月底，核發完成實驗教育證明。若未依格式撰寫、未繳交

高一、高二報告書者，或經通知遲遲未修正者，均須補齊後才能核發證明。若大學繳交學歷證件時間，

實驗教育證書尚未製發完成，請先以簽切結書方式繳交至大學，待收到證書後再繳交。請自行掌握期

程。 

3.下載報告書格式檔案：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 http://teecid.tp.edu.tw/非學專區/表件下載 

4.上傳報告書：臺北市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https://tpnee.tp.edu.tw/ 

5.學習報告書繳交狀況除了列為下一階段申請實驗教育之考量外，亦常被列為大學多元入學特殊選才管

道審查資料之一，請學生撰寫時可豐富呈現。 

6.「學習報告書」不完全等於申請入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7.撰寫報告書提醒： 

(1)各科學習狀況請依【審議通過的計畫書課程科目】依序撰寫，未執行或無法執行的科目也要文字說明。 

(2)有新增的科目除非在學期初申請計劃變更，否則無法列入報告書中。計劃變更申請書請至官網下載。 

(3)申請過變更實驗教育計劃，要將申請書及變更計劃書附在學習報告書最後面，以利老師對照檢閱。 

(4)指導老師簽章，請親簽或以簽署 PDF 文件的功能，勿以電腦打字。無老師實質指導要請家長簽並文字說明(因

家長為實驗教育辦理者)，勿空白、學生勿簽。 

(5)評量分數請一致(百分制或等第)，若不呈現成績，請在欄位以文字說明，無成績的科目未來申請成績單證明

將不呈現該科目成績。 

(6)上下學期同一科目，若下學期沒有執行，請填「無」，勿空白。 

(7)請勿與前學期的報告書內容一模一樣，請使用本市高中學習報告書格式，未符合的地方均會要求修正。 

 

二、訪視：高三必訪、高一高二抽訪 

依非學條例第 21 條實驗教育學生須參加訪視。本學年度訪視於下學期辦理，請預先空留時間。訪視採

抽訪集中於本中心進行，每人約準備 10~15 分鐘報告，訪視報告範例可至官網下載，請學生提早準備。

抽訪學生將以 E-MAIL 通知，請注意信箱收件。 

 

 

http://teecid.tp.edu.tw/非學專區/
https://tpnee.tp.edu.tw/


三、學生學習歷程：實驗教育學習歷程平台 https://exep.k12ea.gov.tw/ 

1.依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

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 

2.高三升學國內大學時，參加學測，欲採「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進入第二階段甄

試時，其審查資料由學生自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勾選學習成果上傳」或自行製作「PDF 格式檔案」

的方式擇一上傳給大學校系(學習成果至多 3 件、多元表現至多 10 件)，學生若無資料者皆以「PDF 上

傳」，作為申請大學各校系備審資料。故，學生不參加國內升學或不採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不強制使

用平台，但提醒您，若高三才要使用，已超過繳交期程，資料是無法再上傳的，請您自行權衡。 

3.實驗教育辦理者(個人實驗教育為家長、機構團體為承辦人)於三月、十月收到 E-MAIL 寄出之家長及學

生帳號密碼，至「全國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平台」開通帳號，於國教署每年規定時間內上傳課程名

冊、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完成認證、勾選、提交等作業。每年課程學習成果勾選至多 6 件、多

元表現至多 10 件，由家長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4.本學期由學校轉至實驗教育的學生，請配合原學校學習歷程平台作業時間，於離校前完成「課程學習

成果」及「多元表現」的勾選。或依「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

請家長至原校辦理轉出時，由學校匯出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壓縮檔、壓縮檔密碼、MD5 值)交給家長(實

驗教育辦理單位)，家長於平台開通帳號後將檔案匯入。 

5.學習歷程系統使用問題，請先至平台首頁下載操作手冊，或洽詢暨南大學客服服務專線：049-2910960 

# 3966(09:00-17:00)、客服信箱：exep@mail.ncnu.edu.tw 

 

四、高三生畢業後若以職場就業或體驗學習(志願服務、見習)為主，可多留意年底申請的

青年儲蓄戶相關訊息。 

mailto:exep@mail.nc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