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高中
自主學習計畫

彈性學習平台 操作指南



學生端

• 撰寫計畫
• 儲存並送出
• 退回修正
• 寫計畫心得
• 下載留存

導師端

• 閱覽計畫及心得

審查端

• 審查計畫
• 退回計畫
• 通過計畫



自主學習平台計畫撰寫
及

送出審查



自主學習線上平台 (QR Co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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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帳號、密碼皆為學號

學生端

請先點選「花蓮高中」



選單介面 (登入後) 學生端

鄧子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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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介面 (登入後) 學生端



選單介面 (填寫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鄧子其

鄧子其

下拉式選單



選單介面 (填寫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鄧子其

 相關學科領域及科目為以上18個類群，
請各位同學務必填選一項。



選單介面 (填寫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點擊白色區塊，填寫計畫



選單介面 (填寫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屬性」請選擇「自主學習」
「學習內容簡述」請確實填寫
並按確定。必填



選單介面 (填寫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各週次皆填寫完成



鄧子其

請務必按此鍵儲存資料
否則原先打好的所有計畫會

消失唷!



選單介面 (儲存計畫) 學生端

鄧子其



選單介面 (送出審查) 學生端

鄧子其



選單介面 (送出審查) 學生端

鄧子其



選單介面 (審查結果)



選單介面 (審查結果)



選單介面 (審查結果)



心得及作品成果撰寫和匯出



選單介面 (學習心得撰寫)

注意：
1. 記得在撰寫學習心得前要先選擇正確的【申請學期】。
現在的【高一】生要在【申請學期選單】裡選擇【11001】
現在的【高二】生則是在【申請學期選單】裡選擇【10902】



注意：
1. 匯出【成果表】檔案後，需自行貼上【自主學習成果照片】，以及完成【成果說明】。
2. 這裡所下載的檔案為【word檔】，如要上傳至學習歷程裡，需要另存新檔成【pdf檔】。
3. 學生們也能有不同形式的作品成果，例如：Powerpoint簡報、實體作品等。

(只要能符合學習歷程上傳格式即可。)

選單介面 (匯出自主計畫及成果表)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中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彈性自主

學習自主學習成果表 

2021/08/27 11:38 

申請人 劉 OO 班級/座號 1 年 02 班 31 號 

申請學期 10902 學號  

共學同學  協助專家  

自主學習計畫名稱 哲學探究 

相關學科/領域 13 科目 文史哲 

內容簡要說明 

知識: 

1:認知西方哲學史的基本內涵 

2:認知重要哲學專題與專家的基本理論 

技能 

1:具備邏輯與批判思考及表達的能力 

2:應用哲學知識於日常生活中的能力 

預期成果 

1:認知西方哲學史的基本內涵 

2:認知重要哲學專題與專家的基本理論 

3:具備邏輯與批判思考及表達的能力 

4:應用哲學知識於日常生活中的能力 

成果發表形式 ◎簡報 

 

執行日程 110 年 02月 18日  至  110年 06 月 28 日 

 

一、我的自主學習計畫心得總結 

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執行完畢後，我學到… 

 

二、我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 

佐證照片 照片說明 

  

學習心得撰寫完後
會出現在檔案上

學生需要自行補上
成果照片和說明

成果表匯出畫面)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中109學年度第2學期彈性自主學習自主學習成果表

2021/08/27 11:38

		申請人

		劉OO

		班級/座號

		1 年 02 班 31 號



		申請學期

		10902

		學號

		



		共學同學

		

		協助專家

		



		自主學習計畫名稱

		哲學探究



		相關學科/領域

		13

		科目

		文史哲



		內容簡要說明

		知識:
1:認知西方哲學史的基本內涵
2:認知重要哲學專題與專家的基本理論
技能
1:具備邏輯與批判思考及表達的能力
2:應用哲學知識於日常生活中的能力



		預期成果

		1:認知西方哲學史的基本內涵
2:認知重要哲學專題與專家的基本理論
3:具備邏輯與批判思考及表達的能力
4:應用哲學知識於日常生活中的能力



		成果發表形式

		◎簡報





		執行日程

		110年02月18日  至  110年06月28日





		一、我的自主學習計畫心得總結



		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執行完畢後，我學到…





		二、我的自主學習計畫成果



		佐證照片

		照片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7  日



自主學習計畫和作品成果
都完成後可傳至學習歷程的哪裡呢??

建議將【自主學習計畫書】
上傳至【彈性學習時間紀錄】裡，

【作品成果】則上傳至【作品成果紀錄】裡。



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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