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四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年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個人學習資料表（樣張） 

說明： 

一、本表一律由考生於報名期間在線上審查系統上填寫，本資料將依規定由清華大學依期限保存。 

二、1個中文字＝3個字元；1個英文字或數字＝1個字元 

壹、申請人資料（由系統帶入，考生無須填寫） 

校 系 代 碼  學 系（班) 名  

姓       名  性    別  報名流水號  

學 力 代 碼 
就 讀 學 校 

 

特殊班別 

□          資優班（如：語言、數理、科學等班別，並請附上貴校教務處證明） 
□雙語高中或高中雙語部、國際部 
□其他：         （如：華德福實驗班、IB國際學程班…等班別） 
□無 

身分別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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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下列身分 
□境外臺生 
□實驗教育學生 
□離島 
□偏遠地區 
□新住民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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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境遇家庭（符合該條例第4條第1項其他款規定者） 

 

 

貳、申請人的特殊才能事蹟 

主要特殊才能／ 
特殊優良行為／ 
逆境向上且具 
強烈學習熱忱 

（必填，只能選擇一項） 

□單一學科（國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英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數學） 

□單一學科（物理） 

□單一學科（化學） 

□單一學科（地科） 

□單一學科（地理） 

□單一學科（歷史） 

□單一學科（資訊、程式） 

□單一學科（機器人） 
□單一學科（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  

□藝能類（音樂）___________（如：小提琴、二胡） 

□藝能類（體育）___________（如：籃球、游泳、棋藝、疊杯） 

□藝能類（美術）___________（如：油畫、玻璃工藝）  

□藝能類（舞蹈）___________（如：競技舞蹈、民俗舞蹈、芭蕾舞） 

□藝能類（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如：魔術方塊）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 

□創新（如：專利發明） 

□領導 

□社會公益楷模 

□總統孝行獎 

□總統教育獎 

□國際志工 

□其它___________（請描述） 



 
次要特殊才能／ 
特殊優良行為／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
學習熱忱 

（選填，主要與次要特殊

才能類別不能重複勾選，

只能選擇一項） 

□單一學科（國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英文、文學創作，如：小說、新詩等。） 

□單一學科（數學） 

□單一學科（物理） 

□單一學科（化學） 

□單一學科（地科） 

□單一學科（地理） 

□單一學科（歷史） 

□單一學科（資訊、程式） 

□單一學科（機器人） 
□單一學科（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  

□藝能類（音樂）___________（如：小提琴、二胡） 

□藝能類（體育）___________（如：籃球、游泳、棋藝、疊杯） 

□藝能類（美術）___________（如：油畫、玻璃工藝）  

□藝能類（舞蹈）___________（如：競技舞蹈、民俗舞蹈、芭蕾舞） 

□藝能類（其他）___________（請描述，如：魔術方塊） 

□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 

□創新（如：專利發明） 

□領導 

□社會公益楷模 

□總統孝行獎 

□總統教育獎 

□國際志工 

□其它___________（請描述） 

 

一、請提供申請人的主要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之檢定或重要競賽成果說明。 

若為團體競賽，請說明申請人在該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工作、參與多久時間、及對該團隊

的貢獻為何？（600字元以內）（請於其他有利申請資料提供檢定或重要競賽成績證明）  

 

 

 

 

二、請提供申請人的主要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所獲得之表揚或重要報導情況說明（600字元以

內）（請於其他有利申請資料提供接受表揚或重要報導證明） 

 

 

 

三、請提供申請人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之狀況簡述（如：求學期間，申請人在相對資源不足

狀況下之努力、積極進取等歷程）（600字元以內）。 

 

 

 

 

 

參、身份別及核定、受補助情況 

一、所屬身分別認定時間（請勾選身分別並填寫年份，計算至 2021年 10月，可複選）。 

□一般生（非屬下列身分） 



 
□新住民及其子女  

□境外臺生：從           年起於境外就學(須包含高中階段)，共           年 

□實驗教育學生：從           年起參與實驗教育(須包含高中階段)，共           年 

□離島：從           年起設籍迄今，共           年 

□偏遠地區：從           年起設籍迄今，共           年 

□低收入戶：從           年起核定，共           年 

□中低收入戶：從           年起核定，共           年 

□特殊境遇家庭：從           年起核定，共           年 

 

若上述身分別有中途轉換身分之情形，請簡要說明。 

 

 

 

 

一、過去三年是否為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請提供證明）。 

□ 否(以下其他問項免答)  □是(請續填下列問項) 

(一)過去三年核定狀況(請勾選)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民國108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民國109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民國110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二)受補助狀況及其他補充說明分別簡述（500字元以內）。 

 

 

 

(三)申請人主要家庭成員、目前成員就業及在學狀況（500字元以內） 

 

 

 

 

肆、學業表現 

一、在校學業表現 
(一) 請依學校發給之成績單填入學期學業總成績及排名(或相對學業成績表現)，排名(或相對學業

成績表現)至少擇一填寫。 
(二) 高職、專科或實驗教育學生免填。 

本校全年級班群數 
(請填數字) 

 

所屬班群(請填班群全名)        

項   目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高三上 高三下 學期平均 

學期學業總成績        

班級
排名 

班級名次/班級人數        

百分比(%)        

班群 班群名次/班群人數        



 
排名 百分比(%)        

年級
排名 

校排名次/年級人數        

百分比(%)        

 

二、目前的修課或學習情況（400字元以內）  

說明：在學者可針對多元選修、校定必修或加深加廣課程之修課狀況加以說明；自學者請說明目前至明年9月入學前的

學習情形及學習計畫；高中已畢業者請說明目前的學習或就業狀況。若有特別重要的科目或學習，請註明其重要

性。 

 

 

 

 

伍、申請人大二分流後擬就讀的學系（報名清華學院學士班者須填寫，其他學系免填。本項資料僅

供參考，不影響未來大二分流，亦不影響審查分數） 

□學系或學士班名稱：                                 □尚未決定 

請說明原因（400字元以內） 

 

 

 

陸、其他補充說明（400字元以內） 

 

 

 

 

-------以下競賽資料為選填項目，無則免填-------- 

壹、重要優良表現 

說明：請於以下欄位填寫申請人所參與的重要學術活動、榮譽、或課外活動（例：球類、藝能、社團幹部、義工等）。

可填寫與特殊才能或特殊優良行為相關之事蹟，至多擇優五項，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隨同

審查資料一併上傳） 

年  級 事蹟 名次或結果 等  級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一 □二 □三   □校級 □縣市 □省(州) □全國 □國際 

 

若為團體競賽，請說明申請人在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工作、參與多久時間、及對該團隊的貢

獻為何？ 

 

 

 



 
 

貳、語文或技能檢定（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 

語文能力檢定 

說明：請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若無相關檢定，此項則可不填。 
□全民英檢GEPT（請選擇最優一次成績填寫） 
  級別：〇初級 〇中級 〇中高級 〇高級 〇優級 
  通過考試階段：〇初試 〇複試 
□多益TOEIC（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托福TOEFL（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雅思IELTS（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 
□其他：英語及第二外語（請考生自行填寫）：________ 

國際具公信力之
大型測驗 

□ACT（請考生自行填寫分數）：________、百分位數：________ 
□SAT 分數：________、百分位數：________ 
□其他（請考生自行填寫）：________ 

技能檢定 
說明：請附證書影本於審查資料中，若無相關檢定，可不填此項。 
請考生自行填寫考試別及級別：__________ 

參、奧林匹亞（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資訊 

□地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亞太國手 
□國際國手 

  

肆、科展（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與天文 □化學  
□植物  □動物與醫學 
□地球科學與行星科學 
□電腦與資訊 
□其他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國際國手 

  

伍、學科能力競賽（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或主辦單位及競賽全名 ） 

□一 
□二 
□三 

□數學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資訊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陸、語文及文學競賽（擇優填寫，並檢附證明文件影本、自行編寫附件號碼，附於審查資料中） 

年  
級 

項目 語言 等  級 名次或結果 
事蹟 

（或主辦單位及競賽全名） 

□一 

□二 

□三 

□作文  □演說   
□朗讀  □字音字形  
□單字  □寫字   
□其他             
（如：全國學生文學獎） 

□英語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族語 
□其他：      
（如：日語） 

□校內初賽 
□地區複賽 
□全國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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