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ching Portfolio

教學歷程檔案

操作手冊 Operation Manual

教學歷程檔 Teaching Portfolio (tPo)：
tPo 是每位教師在其教學生涯的記錄與反思平台，除了自動匯入教師的基本資料、教學課程、學生

評鑑外、也可主動記錄其教學理念、規劃、反思等文字，作為改進教學的根本基石。請點選首頁的

『登入歷程檔』並驗證您的臺大帳號與密碼之後，即可進入專屬 tPo 編修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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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nter tPo front page? 2

幾個進入 tPo 的途徑幾個進入 tPo 的途徑

(1) 臺大首頁 INFO →教職員

(2) 臺大首頁 my NTU →教學

(3) 臺大首頁→教務處首頁

(4) 直接搜尋『NTU tPo』

找到這個 icon

登入個人編修平台登入個人編修平台

(5) 點選左邊『登入歷程檔』

(需要臺大教師帳號密碼)

(6)『操作說明書』有逐步說明

(7)『問題與協助』可直接諮詢

並有 Q&A 及網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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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中的號碼配合各說明步驟←



Your personal front page 3

進入您的個人首頁進入您的個人首頁

(1) 通過帳號密碼後，可進入個人首頁。

(2) 請點選左側『編修歷程檔』進入 tPo
編輯平台。

(3) 待 tPo 編輯完成後，請再到 tCV 製作

可以下載的教學履歷文件。

(4) 您可以製作多份 tCV，並選擇一部份

顯示在本頁下方，其中最新的一份

將會自動展示於視窗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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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sic information 4

tPo 組成tPo 組成

(1) tPo 總共有 A~F 及 X 七個分項。

(2) 請逐項進入編輯，完成個人檔案。

(3) A, B, C 三個分項中，有許多已知資

訊已經自動帶入。

(4) 自動輸入的固定資料無法變更。

(5) 基本資料的固定資料亦無法變更，

其他部份則可由 Update 更新。

(6) 上傳照片請儘量縮小檔案尺寸，建議

解析度在 200 x 200 (pixel) 以下。

(7) 可連結到學院及系所的核心能力。

(8) 可上傳國科會 C301 或 C302 (pdf)，
日後可由 tCV 上直接下載。

(9) 點選右側 Display on tCV 可以決定

是否要顯示在最後的 tCV 中。

(10) 完成之後記得 Save 起來。

A 基本資料A 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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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ll teaching courses 5

B 歷年課程B 歷年課程

(1) 自動顯示在本學期所開授課程 (B1)。
(2) 每個課程與課綱、CEIBA 連結。

(3) 可以打開五年內所有開授課程 (B2)，
打開之後也可以收起來 (Close)。

(4) 同樣的可打開歷年所有課程 (B3)，
但資深教師可能需要時間下載。

(5) 所有資料都不能自行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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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udent evaluations 6

C 學生評鑑C 學生評鑑

(1) 期中教學意見調查期間，可連結至

調查結果 (C1)。
(2) 可打開五年內所有評鑑結果 (C2)，

打開之後也可以收起來 (Close)。
(3) 各種評鑑表可以下載 (Download) 後

單獨使用。

(4) 同樣可打開歷年所有評鑑 (C3)，而

資深教師的下載時間可能較長。

(5) 以上 C1~C3 資料都不能自行更改。

(6) 學生的文字意見 (C4) 則請自行摘要

填入。

(7) 請記得隨時存檔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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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eaching philosophy 7

D 教學理念D 教學理念

(1) 請以文字說明自己的教學理念 (D1)，
文字方塊中的提示可以去除。

(2) 請以文字描述教學成效如何 (D2)，
文字方塊中的提示可以去除。

(3) 反思教學的優缺點及改進策略 (D3)。
(4) 請記得隨時存檔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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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eaching materials 8

E 教學資料E 教學資料

(1) 可以上傳代表性課程教材 (E1)、學生

作品 (E2)、課程剪影 (E3) 等。

(2) 文字、圖片、影像等均可，但請務必

降低檔案大小，上限 5 GB。
(3) 上傳後，可挑選是否供 tCV 展示。

(4) 更動後請記得存檔 (Save)。

2

3
41



(F) Related activities 9

F 活動記錄F 活動記錄

(1) 可以上傳所參與教學研習活動 (F1)、
教學獎項 (F2)、其他活動 (F3) 等。

(2) 文字、圖片、影像等均可，但請務必

降低檔案大小。

(3) 上傳後，可挑選是否供 tCV 展示。

(4) 更動後請記得存檔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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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Miscellaneous 10

X 參考資料X 參考資料

(1) 可上傳整個教學歷程檔案的摘要信件

(X1)、他人的推薦信 (X2)、其他相

關文件 (X3) 等。

(2) 文字、圖片、影像等均可，但請務必

降低檔案大小，上限共 5 GB。
(3) 上傳後，可挑選是否供 tCV 展示。

(4) 更動後請記得存檔 (Save)。
(5) 選按 Add 或 Update 可以增補內容。

有關 Cover letter：

(1) 如同投稿期刊時，在論文之前

所附的信件，簡要介紹這份教學

歷程檔的主要內容與特點。

(2) 讓評審者很快掌握內容大要，

條列出主要的教學成就與創新，

記得要連結相關的支持資料。

(3) Cover letter 請以文書處理軟體

製作後，直接上傳至 X1；若勾選

顯示在 tCV 中 ，則將列印在第

一頁之前 (第○頁)。

有關 Cover letter：

(1) 如同投稿期刊時，在論文之前

所附的信件，簡要介紹這份教學

歷程檔的主要內容與特點。

(2) 讓評審者很快掌握內容大要，

條列出主要的教學成就與創新，

記得要連結相關的支持資料。

(3) Cover letter 請以文書處理軟體

製作後，直接上傳至 X1；若勾選

顯示在 tCV 中 ，則將列印在第

一頁之前 (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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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Edit cover letter 11

X1 Cover letter X1 Cover letter 

(1) 進入 X1 可以新增或編修檔案，新增

者請先給予檔名。

(2) 可以上傳檔案 (File) 或直接輸入文字

(Content)。
(3) 上傳檔案者請選擇檔案來源。

(4) 也可在文字方格內直接輸入內容。

(5) 完成後記得存檔 (Add 或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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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 your tCV 12

挑選 tCV 項目挑選 tCV 項目

(1) 在完成 tPo 的各分項後，進入 tCV 挑

選所要顯示的項目。

(2) 請注意 A 基本資料為必選項目，以下

就依照字母順序排列下去。

(3) 若勾選 X1，則 Cover letter 將會顯示

在第一頁之前 (第○頁)。但 X2, X3
仍然顯示在最後面的參考資料中。

(4) 更動後請記得存檔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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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your tCV files 13

建立 tCV 教學履歷建立 tCV 教學履歷

(5) 在挑選所要顯示的 tCV 項目後，就可

建立 tCV 教學履歷檔案。

(6) 請先命名，並可加註說明 (Remarks)。
(7) 請選擇檔案格式 doc 或 pdf，請注意

只有 pdf 才能顯現在個人首頁。

(8) 完成後存檔，點選 File name 的連結

就可下載檔案。

(9) 每個 tCV 請指定勾選是否在首頁顯示

(Show)，期中最新一份 tCV 的整體

內容將會展示在首頁的下半頁。

(10) 更動後請記得存檔 (Save)，回到個人

首頁 (Front page) 就可以看到 tCV。

個人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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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tCV 14

編成各種不同版本 tCV 可以 pdf 或
doc 檔案格式收存，也可列印如下

的紙本文件，提供做為種種用途：

評鑑、升等、求職、申請、獎助。

請注意：若以 doc 格式開啟檔案，

則 tCV 的內容也可以修改。

把每個時期的 tCV 存檔下來，作為

長期的記錄與反思，不斷精進。

使用電子檔案傳送 tCV，可保留檔

案中的連結，隨時下載相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