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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入系統 

 

步驟一 進入臺中市資優學生鑑定報名系統(網址：gti.tc.edu.tw/e )。 

 

步驟二 點選【報名系統】進入報名入口。 

1. 點選【學校】。 

2. 第一次登入需先註冊後，才能進行收件及團體報名作業。 

※初選與複選使用同一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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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登入帳號及密碼 

1. 首次登入：請點選【註冊】建立資料。 

(1) 註冊畫面：輸入發放給各校的帳號與密碼進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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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登入：輸入發放給各校的帳號與密碼。 

 

(1) 第一次登入需填入聯絡資訊及修改密碼後才可開始使用系統。(如下圖) 

A. 請確認學校地址、業務承辦人姓名及業務承辦人公務電話是否正確，地址請核

對正確，後續系統產生信封時會套印所填資訊。 

B. 密碼與確認密碼需相同。 

 

請注意：需修改完密碼才可使用系統，若無修改無法使用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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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選報名重要時程 

(一) 學生報名期間：112 年 2 月 6 日(一)起至 112 年 2 月 16 日(四)止(逾期不受理)。 

(二) 就讀學校列印報名表：112 年 2 月 20 日(一)起。 

(三) 完成校內收件及團體報名作業： 

1. 完成繳費：112 年 2 月 23 日(四)前(九德國小繳費期限為 112 年 2 月 22 日前) 。 

2. 寄送報名表件：112 年 2 月 24 日(五)前。 

(四) 學生下載並自行列印「初選鑑定入場證」：112年3月15日(三)起。 

(五) 學生自行下載「初選結果通知單」：112年3月31日(五)下午5時起。 

 

三、基本功能說明 

(一) 報名清單： 

1. 可查詢報名校內學生報名狀態，學生需填列所有資料並點選「確認報名」，始完成

報名程序。 

2. 若學生已點選「確認報名」，在報名期間(112 年 2 月 6 日至 112 年 2 月 16 日)內

需再修改資料，可操作解除鎖定，讓學生重新修改報名資料。 

(二) 報名表下載：112 年 2 月 20 日(一)起可下載學生報名表。 

(三) 報名收件：收到學生繳回之簽章報名表後，請至系統執行「收件」。 

(四) 收件完成： 

1. 所有報名學生的報名表及費用收齊後，可在系統試算報名費，確認無誤後執行「團

體報名收件完成」，系統會依報名人數計算團體報名總費用並產生繳款資訊。點選

「團體報名收件完成」後，報名資料即鎖定，請務必確認團體報名資料均正確。 

2. 系統入帳後即產生「團體報名表單」，可下載並列印團體報名表及信封封面。 

 

請注意：1.初選填報時填寫之帳號密碼將會保留至複選填報時。 

2.請妥善保存您的密碼，初複選填報密碼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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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tep1 報名清單(初選) 

(一) 可查詢校內學生報名狀態，請留意有資格且有意願的學生，其報名進度是否為「完

成報名」。 

(二) 學生若已報名完成，報名期間(112 年 2 月 6 日至 112 年 2 月 16 日)內需再修改資

料者，可操作解除鎖定，讓學生自行登入報名系統重新修改報名資料。 

請注意！！ 

鑑定地點順序的選擇於報名系統關閉(112 年 2 月 16 日)後不得修改 

 

 

 

 

 

 

 

 

 

 班級檢索功能 

1. 先拉鑑定類別(甲組:2 年級；乙組:4 年級)，再輸入班級數字。 

2. 原班級輸入為文字參數，故排序以左側第 1 個數字為準。 

選擇甲組 

 

填 5 

 

以 2 年 5 班查詢輸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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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tep2 報名表下載(初選) 

學生有進入報名系進行線上報名，並點選「確認報名」者，才會產生報名表。 

(一) 報名截止後(112 年 2 月 16 日)，系統依各鑑定試場容納量及學生填列順序分配試

場後，套印報名表。 

(二) 112 年 2 月 20 日(一)起，就讀學校可點選「全部下載」下載完成報名的學生(有點

選「確認報名」)報名表，交由學生及家長確認後簽名或蓋章。 

 

 

 

 

 

 

 

 

 

 

 

 

 

(三) 學生報表資料修改：  

⚫ 繳回之學生報名表上如有塗改，倘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非以修正後重新列印之新報

名表進行審核，修正處務必請學生或家長簽名或蓋章。 

⚫ 學生資料更改(含基本資料及是否申請報名費減免或特殊試場需求)，請至步驟二「報

名表下載」，依身分證號查詢取得該筆學生資料，點選「修改」進修改頁面。 

  

下載個別學生報名表 

 

下載全部學生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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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改學生資料： 

(1) 在要修改學生的資料列點選「修改」，進入學生基本資料畫面，白底部份可直接

修改。 

(2) 若學生為免收報名費或申請身障生服務需求者，請點選「是」，會變成藍色。 

(3) 所有資料修正完畢後，請務必點選「儲存」才算修改成功。 

 

  
若學生為免收報名費或申請身障生服務需

求者，請點選「是」，會變為藍色，並點選

「儲存」，才算修改成功 

若學生的照片不清楚或無法辨識為本人(需

為近六個月的照片)，可點選「修改圖

片」，上傳正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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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證件照：若學生所上傳的證件照不符規定，請學生提供正確的證件照再點選「修

改圖片」，重新上傳證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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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選取的檔案後，會將上傳的檔案在畫面上預覽，並可直接在網頁上調整大小方向。 

  

可用滑鼠滾輪上下移

動，放大縮小範圍，或

下方灰點左向移動亦

可調整上傳的照片。 

 

確定照片大小後，請按「裁剪圖片」 

可用點選按鈕向左旋

轉或向右旋轉來調整

照片的方式。 

點選「儲存證件照」 

才算完成照片上傳 

操作完成後，點選「返回維護頁面」 ，可回到修改學生資料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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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tep3 報名收件(初選) 

學生所繳交報名表若均正確即可點選「收件」，如有資料或照片需修正，請至報名表下載

功能修改資料。 

(一) 人工核對收件：依學生繳交之報名表，可輸入身分證字號取得學生資料，即可點選

收件，也可依次勾選核選欄，最後點選「批次收件」，即可將所選取的報名資料進行

收件。若有資料需修正，則回步驟二「報名表下載」頁面進行修改。 

(二) 解除收件：在收件期間且尚未點選團體報名收件前，若已收件資料要取消收件，可

以在學生狀態下拉選擇「已收件」並點選「查詢」取得已收件資料。點選「解除收

件」後，可回復至未收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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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收件：若學生未繳件，請輸入不收件原因(不可空白)後，點選「不收件」。 

 

 

(四) 取消不收件：已點選「不收件」，又要收件，請先點選「取消不收件」後，回復至未

收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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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tep4 收件完成(初選) 

(一) 試算：所有報名文件收齊並在報名收件均點選「收件」後，不收件需輸入不收件原因，

並於系統步驟三完成收件後, 可點選「查看」檢查各鑑定試場之報名清單及報名費試算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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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認所有學生均已收件(若不收件也要輸入不收件原因)，且各鑑定試場之收件清單及報

名費試算無誤，才可執行「團體報名收件完成」，執行後，資料即鎖定不可再進行收件，

才可下載繳費資訊。 

 

  

請注意！！團體報名收件完成後，該承辦學校資料即鎖定，無法再進行個別收件，請

於試算頁面核對資料無誤後再執行「團體報名收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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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繳費資訊：各承辦學校(九德國小除外)之繳費資訊共兩頁，第一頁為「ATM 轉帳資

訊」及「至各金融機構匯款資訊」，第二頁為「臺灣銀行臨櫃繳款單」，共三種繳費方

式，請選擇其中一種方式進行繳款。(因九德國小公庫銀行非臺灣銀行，不會產生第二

頁繳費單，僅「至各金融機構匯款」一種繳費方式。) 

繳費單範本 

第一頁為 ATM 轉帳及各金融機構匯款資訊  

(選擇各金融機構匯款者，請於備註欄填寫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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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單範本 

第二頁為臺灣銀行臨櫃繳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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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體報名表單：繳費入帳後，可下載團體報名表單。 

  
 

 

 

團體報名表範本 

 

 

請注意！！此頁面之團體報名表為範例，僅提供就讀學校參考，請勿直接塗改使用。 

甲組用淺黃

色 A4 紙列

印 

乙組用淺

藍色 A4 紙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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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封面範本 

 

請注意！！此頁面之郵寄封面為範例，僅提供就讀學校參考，請勿直接塗改使用。 

八、檔案下載 

在報表開放下載期間，會顯示可下載的清單，點選檔案名稱，即可下載檔案。 

 

(一) 學生報名狀態(即時更新)：會依點選報名當時的學生狀態產出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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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尚未報名複選清冊(即時更新)：報表會顯示校內所有通過複選的學生清冊，其資料

為下載時學生報名複選的進度；通過初選且尚未至系統完成複選報名者，學生報

名進度顯示為「尚未完成複選報名」 。 

 

 

 
 

九、複選報名重要時程 

(一) 學生報名期間：112 年 3 月 31 日(五)起至 112 年 4 月 13 日(四)止(逾期不受理)。 

(二) 就讀學校列印複選報名表：112 年 4 月 14 日(五)起。 

(三) 完成校內收件及團體報名作業： 

1. 完成繳費：112 年 4 月 20 日(四)前(九德國小繳費期限為 112 年 4 月 19 日前) 。 

2. 寄送報名表件：112 年 4 月 21 日(五)前。 

(四) 學生下載並自行列印「複選鑑定入場證」：112年5月3日(三)起。 

(五) 學生下載並自行列印「複選結果通知單」：112年5月18日(四)下午5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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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Step1 報名清單(複選) 

(一) 可查詢學生報名進度。 

(二) 學生於系統開放期間(112 年 3 月 31 日至 112 年 4 月 13 日)點選「確認報名」

後，如需更改資料，可執行「解除鎖定」，讓學生自行修正後再點選確認報名。 

請注意！！ 

報名系統關閉(112 年 4 月 13 日)後，安置意願序不得修改。 

十一、 Step2 報名下載(複選) 

(一) 報名系統關閉(112 年 4 月 13 日)後，系統依學生填列之安置意願序套印報名表。 

(二) 112 年 4 月 14 日起，就讀學校可點選「全部下載」，下載並列印〝完成報名〞的

學生報名表(甲組：淺黃色；乙組：淺藍色)，再交給學生及家長簽名或蓋章。 

(安置意願序於 112 年 4 月 13 日後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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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Step3 報名收件(複選) 

(一) 人工核對收件：依學生繳交之報名表，可輸入身分證字號取得學生資料，即可點選

收件，也可依次勾選核選欄，最後點選「批次收件」，即可將所選取的報名資料進行

收件。若有資料需修正，則回步驟二「報名表下載」頁面進行修改。 

(二) 以下情況操作方式與初選相同，操作畫面可參閱初選操作方式 

1. 報名不收件： 

(1)若學生未繳件，請輸入不收件原因(不可空白)後，點選「不收件 」。 

(2)已點選點不收件，又要收件，請先點選「取消不收件」後，再進行收件。 

2. 取消收件：在收件期間且尚未點選步驟四的團體報名收件前，若不小心點選到收件

或還要修改資料，請至步驟三「報名收件」，查詢欲取消收件的學生，點選「取消收

件」後進行資料修改，再點選「收件」即可。 

資料修正完畢後，請至步驟二「報名表下載」重新下載並列印修正後之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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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Step4 收件完成(複選) 

(一) 試算：所有報名文件收齊並於系統步驟三完成收件後，先檢查各鑑定試場之收件清單及

報名費試算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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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認收件：確認所有學生均已收件(若不收件也要輸入不收件原因)，且各鑑定試場之報

名清單及繳費資訊無誤，才可執行「團體報名收件完成」，執行後，資料即鎖定不可再

進行收件，才可下載繳費資訊。 

 

  

請注意！！團體報名收件完成後，該承辦學校資料即鎖定，無法再進行個別收件，請

於試算頁面核對資料無誤後再執行「團體報名收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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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繳費資訊：各承辦學校(九德國小除外)之繳費資訊共兩頁，第一頁為「ATM 轉帳資

訊」及「至各金融機構匯款資訊」，第二頁為「臺灣銀行臨櫃繳款單」，共三種繳費方

式，請選擇其中一種方式進行繳款。(因九德國小公庫銀行非臺灣銀行，不會產生第二

頁繳費單，僅「至各金融機構匯款」一種繳費方式。) 

繳費單範本 

第一頁為 ATM 轉帳及各金融機構匯款資訊 

(選擇各金融機構匯款者，請於備註欄填寫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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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單範本 

第二頁為臺灣銀行臨櫃繳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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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體報名表單：繳費入帳後，點選「團體報名表單」下載信封封面。(複選無須再寄送學

生名冊) 

 

 

 

 

郵寄封面範本 

 

請注意！！此頁面之郵寄封面為範例，僅提供就讀學校參考，請勿直接塗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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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通過學生報到 

(一) 點選學生報到，會出現已通過學生清單，單筆報到可點選「確認報到」，若要多筆批次

報到，將要報到的學生勾選後，再點選「批次報到」，即可完成報到作業。 

 

 

 

(二) 報到點選完畢後，可至檔案下載，點選「學生報到清冊」下載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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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到清冊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