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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網路報名系統、審查資料上傳系統操作圖文說明 
 
報名網址與流程： 
＊請至本校首頁(http://www.nthu.edu.tw/)→點選「招生專區」，連結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網頁。 

或直接輸入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 

 
 

＊點選上方「報名報到系統」→選擇「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http://admission.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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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E 瀏覽器可能會出現下列訊息： 

 
 
 

  
 
 
 
 

1. 請先閱讀上面的注意事項與重
要公告。  

2. 點選下方「登入特殊選才(拾穗
計畫)報名系統」。 

如遇到此情形，請選擇

「繼續瀏覽此網站」。 

閱讀完個人隱私權保護宣告
後，請按「閱畢，馬上進行報
名」，繼續以下報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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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本系統，請輸入
身分證字號，輸入完畢後請
點選「第一次登入報名系
統」。 
以下由第一次登入報名系統
開始說明。 

報完名後，不論您是要修改個人資
料、上傳審查資料、檢視報名的狀況
(繳費、繳資料)、列印准考證明、修
改密碼、查詢成績等，都由此登入。 

請看完「報名注意事項」後，
勾選「已詳細閱讀注意事
項」後，再點選「進行報名」。 

如果您已報過名，但還想再
報名其他學系/班，請點選「非
第一次登入報名系統」。 

請再看一次身分證字號
是否正確，正確無誤的
話，請點選「確定」，若發
現身分證字號有誤，請點
選「取消」，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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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請選擇符合您本身條件的報名資格。 

 

1. 學歷(力)代碼為 65、66、67 者，請填寫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核定公文文號，以及學習狀況
報告書核定公文文號。 

2. 台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公文文號請
填入「台北市另案處理」。 

1.請填寫考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登錄密碼等個人資料.  

2.登錄密碼限 6~20 位英、數字，請
注意英文大小寫的區別。 

此欄請選擇您目前就讀(或已畢業、高
中設學籍)的學校。 
學力代碼「65、66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請依個人、團體或機構選擇代碼 975、
976 或 977。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個人、團體、機構)(學
校代碼 975-977)、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學校代

碼 998)及漏列學校或其他(學校代碼 999)，請

填寫相關學力資訊：（如肄業學校、學力鑑定

考試、國家考試、學分證明、境外學歷(國外、

港澳地區、大陸地區學歷)或自學、自學團體

機構名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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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離島、偏遠地區、新住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者）

等身分者，請依簡章規定於期限前傳真可檢具各項證明文件影本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本欄身份仍需由招生策略

中心驗證及確認後上網登錄。 

 

 

 
 
 

 

 
 
 

請詳閱相關注意事項，並
確認所有表格皆填寫完畢
且無誤後，點選「送出個
人資料」。 

請再次檢閱所有的填寫資
料是否正確，如需修改請按
「修改個人資料」，如果無
誤則按「送出資料儲存」。 

請選擇符合您本身狀況描
述的身分別，若不具下列身
分者，請勾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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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個人基本資料後，請
選擇報考學系，選擇完後請
按下「送出報名資料」。 

確認報考學系後，請按下「確定
報名資料」，若要修改報考學
系，請按下「修改報名資料」。 

若不想再報考其他學系，請按
下「完成網路報名」。(請往下
接續瀏覽「完成網路報名」後
之說明內容)。 

若想再報考其他學系，可再下拉選
擇，按下「送出報名資料」。若要再
繼續報考則依同樣步驟進行報考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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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即顯示欲報名的學系名稱，
已無法更改，請點選「結束報名」
並持此繳款帳號進行繳款。 
如果最後還是不想報名，請不要
繳費，於報名截止日尚未繳費者，
即視為未報名成功。 
若該繳款編號無法及時記錄下
來，可於事後登錄報名系統查看
（請看以下步驟）。 

請依繳費方式選擇表單。 
若要臨櫃繳款，請列印臨櫃繳款單
後，至台灣銀行各地區分行辦理。 
若此時無印表機或列印後遺失，可點
選「結束報名」後，再從「其他作業」
登入，亦可列印。 

點選送出後，結束報名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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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完名後，不論您是要修改個
人資料、上傳審查資料、檢視
報名的狀況（繳費、繳交資
料）、列印准考證明、修改密
碼、成績榜單查詢成績等，都
由此登入。 
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您於報
名時設定的密碼，身分證字號
為大寫，若不小心忘記密碼的
話，請點「忘記登錄密碼」。 

進入其他作業後，把左邊的欄框
中資料夾前方的「+」點開後，可
出現更細部的功能。 

離開系統後，若想
再登入選擇報考其
他學系，請按下「非
第一次登入報名系
統」。 

*點選左方的「報名繳費詳細情形」，
可看到繳款編號及報名費用。 
*繳費狀況(尚無任何繳款訊息、已繳
費、免繳費等)也可由此查詢。 
*本校也可由系統查詢考生繳費情
形，已繳費者之繳費收執證明請自
行留存，無需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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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審查資料流程： 

 
 
 

 

 
 

  

若要上傳審查資料，點選
左邊欄位「上傳審查資料
作業」後，再點選自己的報
名流水號，將自動連結至
線上審查系統。 

請閱讀作業說明，點選
「進入申請作業」。 

線上審查系統分為三部分： 

(一)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1.填寫個人資料表。 

 2.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二)學系審查資料 

 上傳學系指定之審查資料。 

(三)推薦函作業 

－－－－－－－－－－－－－ 

首先請先點選「個人學習資料表」。 

本系統基於安全考量，超過 20 分鐘未進行
任何動作時，將會自行登出，若填寫表格需
花較多時間時，建議不定時存檔(暫存)，以
免所填資料因未儲存而需重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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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左上角「設定詳細個人資料」。 

除「一、基本資料」為由報名系統
帶入外，其他需自行填寫。 
此處「身分別」欄位由招生策略中
心確認後上網登錄，具上述身分之
考生請傳真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詳
招生簡章)至本中心。 

1.除「壹、申請人資料」為由報名系統帶入外，其他
欄位請自行填寫，該欄位若無適合資料請填入「無」。 
2.填寫完畢後請按送出鍵。報名期間內，表格資料可
再修正重填，若於報名期間內想要再編輯內容，一樣
能從「設定詳細個人資料」進入編輯。 
3.欄位前有「*」為必填欄位，其餘欄位為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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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個人資料表填寫後，請按「回申請流程」進行下一步。 

確認資料無誤後，請按「送
出」完成編輯。 

請接續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 

1.「肆、學業表現」之「學業成績列表」中各
科目欄位填寫-1 者，表示無該科成績或無修課
資料。(請檢附歷年成績表，含班級、類組及全
年級排名於審查資料中。 
2.高職(不含綜合科)、自學、同等學力者可免填
「學業成績列表」。 
3.班排、類組排、年級排至少擇一填入，若成
績單無該項排名，請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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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序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
料電子檔，限 pdf 檔。完成上
傳後請按下「送出」。 

送出後檔案會顯示「已完成」，可點選該
字樣進行各檔案預覽，確認資料無誤
後，請按「回申請流程」進行下一步。 

1. 部分學系(班)之報名條件訂有相關競賽或資格之證
明，請於此處上傳。 

2. 清華學院學士班、特殊教育學系此欄位為「選繳」、
其他學系為「必繳」。 

可參考簡章分則中所欲報名學系(班)之報
名條件，簡述自已符合之條件。(選填)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習狀況報告書」如超過 30
頁，請自行擷取精華刪減至 30 頁內，封面請加註核定
公文號，如尚未核定則請註明預計送審日期或加註(送
審中)、(核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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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確認前面的「必要性」項目是否皆為「已完成」。 
2.當前面的項目皆完成後，系統即會自動製作合併檔

pdf(此時顯示狀態為「製作中」)，製作完成後可檢視
資料合併檔，請確認是否無誤。 

3.檔案製作約需數分鐘，上傳的檔案越大則製作合併
檔所花費的時間會越長，請考生耐心等候。若已等待
數十分鐘仍為製作中，可嘗試重新整理網頁。 

確認正確無誤後，請點選「確認報名資料
合併檔」。 
1.請檢查報名相關資料合併檔並確認。 
2.請務必於報名截止日前執行「確認報名
資料合併檔」，方視為資料上傳完成。若重
新上傳檔案，則合併檔將隨之更新，請務
必再次執行確認。 

請接續上傳學系審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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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序上傳審查資料電子檔，限
pdf 檔，每一項檔案最大限制為
20MB 以內，請考生斟酌資料內
容。每年、每學系的審查資料皆有
差異，請以該年度實際招生情形系
統為主。完成上傳後請按下「送
出」。 

送出後檔案會顯示「已完成」，可點
選該字樣進行各檔案預覽，確認資
料無誤後，請按「回申請流程」進
行下一步。 

請確認前面的項目是否皆為「已完成」。當前
面的項目皆完成後，系統即會自動製作合併
檔 pdf，製作完成後可檢視資料合併檔，請確
認是否無誤。 
檔案製作約需數分鐘，上傳的檔案越大則製
作合併檔所花費的時間會越長，請考生耐心
等候。若已等待數十分鐘仍為製作中，可嘗試
重新整理網頁。 

確認正確無誤後，請點選「確認報名資料合併檔」。 
請檢查報名相關資料合併檔並確認，請務必於報名
截止日前執行「確認報名資料合併檔」，方視為資料
上傳完成。若重新上傳檔案，則合併檔將隨之更新，
請務必再次執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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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前方 圖示，系統
會另開視窗供填寫推薦
人資料。 

請接續進行「推薦函作業」。 
註：特教系、藝設系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
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
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 

2.推薦人姓名請以中或英文輸入，
勿使用空格、標點符號、特殊字元
等。 

3.填寫完畢後請按下
「新增」，系統將自動
寄發 mail 通知推薦
人。 

若需修改推薦人服務機關、職
稱及聯絡電話等，請點選前方

圖示，修改資料後，由系統
重新寄發 mail 通知推薦人，修
改前寄發之推薦函連結將會失
效。為避免推薦人重覆收到太
多 mail 通知導致混淆無法填
寫，請審慎填寫推薦人資料。 

請於截止日前留意推薦
狀態，若推薦人未完成
推薦，請自行提醒推薦
人於期限前完成。 

若推薦人未收到通知，需

重新寄送通知信給推薦

人，請點選前方 圖示。 

請提醒推薦人： 
1.一旦推薦人已填寫完畢並送出推薦函後，該筆推薦人基本資料
將只能 刪除 Delete，無法再修改。 
建議推薦人可於填寫後選擇「暫存推薦函」先預覽填寫資料，
經檢視確認無誤後，再點選「確認送出」。 

2.請提醒推薦人於 2020-10-26 00:00:00 (台灣時間為準)前完成推
薦作業。 

3.推薦函填寫最後有 4 個選項： 
「重新填寫」全部清空重填 
「暫存推薦函」填寫過程中先暫存，在期間內隨時登入續填，
但推薦期限結束若未完成，則為未完成推薦。 

「暫存期限內自動送出」跟第二個選項一樣具有暫存的功能，
但推薦期限結束時系統會自動將推薦結果送出。 

「存檔並送出」如文字所敘，確認完成推薦不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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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手冊為供考生於報名時參考，實際招生情形仍依本年度簡章、系統為準＊＊ 

 
請考生自行留意報名日期：109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至 10 月 20 日下午 5 時止。 
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期間內為 24 小時開放，為避免網路壅塞，請考生儘早上網報名，逾期不受

理。 
若有相關問題請於平日上班時間來電或來信詢問，假日時間請來信詢問，招生策略中心將於上班

日盡速回覆： 
電話：(03)5715131 轉 31399、33003～33006 各分機 
信箱：adms@my.nthu.edu.tw  
傳真：(03)5721602、5743034 
 

考生可由此表格顯
示內容了解推薦信
進行狀況。 

若推薦人婉拒推薦，則推薦狀態會顯示
該項資訊，建議申請人先刪除該筆推薦
人，再重新邀請其他推薦人。 

請留意！ 
1.「報名資格審查資料」與「院系班審查資料」需於 109/10/20 17:00

前(台灣時間為準)完成。 
2.「推薦函作業」需於 109/10/25 24:00(系統顯示為 109/10/25 23:59:59)
前(台灣時間為準)完成。 

3.「報名資格審查資料」未於期限前完成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
續，依簡章規定予以退件、退費。 

4.「院系班審查資料」、「推薦函作業」未於期限前完成者，將影響
審查項目成績之評定，但不影響報考資格之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