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109 年 09 月 14 日 

主旨：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項獎助學金申請事宜，請 查照。 

說明： 

一、1091 學期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格及應繳表格說明如下： 

類別 身份別 申請資格 獎助學金 申請資料 

有庠獎學金&本系研

究所獎學金 

學士

班 

新生 

凡參加大學個人申請入

學、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或

考試入學分發進入本校學

士班，學科能力測驗成績

國英數三科成績達前標

者。 

第一學年學雜費相當

於國立大學收費標準。 

(A)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

查表(附件 1) 

(B) 元智大學【大學部】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 2) 

(C) 成績證明 

２～

４年

級 

1. 符合(上述)資格之二

至四年級者，前一學

年成績班排名前三

名，操行 80 分以上，

且未領取海外交流基

金補助者。 

當學年學雜費得相當

於國立大學收費標準。 

(A) 元智大學【大學部】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 (附件 2) 

(B) 有班排名之成績單 

2. 前學年成績於各班前

三名，操行 80 分以上

且前一學年所修習學

分數不低於（含）32

(1) 第一名發給 10,000

元之獎學金，第二

名發給 8,000 元之

獎學金，第三名發

(A) 元智大學【大學部】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 (附件 2) 

(B) 有班排名之成績單 

https://www.yzu.edu.tw/admin/so/files/regulations/c/1-69.pdf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9%99%84%E4%BB%B63.%E5%A4%A7%E5%AD%B8%E9%83%A8%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2%E7%89%8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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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9%99%84%E4%BB%B63.%E5%A4%A7%E5%AD%B8%E9%83%A8%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2%E7%89%8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9%99%84%E4%BB%B63.%E5%A4%A7%E5%AD%B8%E9%83%A8%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2%E7%89%8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9%99%84%E4%BB%B63.%E5%A4%A7%E5%AD%B8%E9%83%A8%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2%E7%89%8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9%99%84%E4%BB%B63.%E5%A4%A7%E5%AD%B8%E9%83%A8%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2%E7%89%88.doc


學分者。(第五條) 給 6,000 元之獎學

金，若符合資格者

因故懸缺，不得遞

補。 

(2) 同時符合第二條及

第五條相關規定

者，僅得擇一申請

核發。 

碩士

班 
新生 

1. 畢業學校為「邁向頂

尖大學策略聯盟」之

各校(中國醫藥大

學、元智大學、長庚

大學、國立中山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

中興大學、國立交通

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

陽明大學、國立臺灣

大學、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立臺灣海洋

第一年給予助學金，相

當於一學年學費金額，

第二年在學期間給予

每學期 1 萬元生活津

貼。 

(A)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

查表 (附件 1) 

(B) 元智大學【碩士生】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 3) 

(C) 有排名之成績單 

(D)  

file:///G:/系務990602備份(齊)勿刪/獎學金/109/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file:///G:/系務990602備份(齊)勿刪/獎學金/109/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7%A2%A9%E5%A3%AB%E7%8F%AD%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4%E7%89%88.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LifeGuidanceSection/%E7%A2%A9%E5%A3%AB%E7%8F%AD%E6%9C%89%E5%BA%A0%E7%8D%8E%E5%AD%B8%E9%87%91%E7%94%B3%E8%AB%8B%E6%9B%B81.4%E7%89%88.doc


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第 2 條第 2 款) 

2. 非屬第二條第二款之

在學碩士班學生。 

 第一年可獲得每學

期一萬元助學金。 

(A)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

查表 (附件 1) 

(B) 元智大學【碩士生】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 (附件 3) 

(C) 有排名之成績單 

3. 凡錄取並就讀本系碩

士班新生（不含在職

專班），當畢業成績，

於各大學畢業生名次

為各系前 20％者。 

(1) 相當於一學年學費

獎學金。 

(2) 同時領取本校有庠

獎助學金及本系產

業入學獎學金者，

其獎學金發放總金

額以一學年學費為

上限。 

(A)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

查表 (附件 1) 

(B)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生】學業優良入學

獎學金申請書(附件 4) 

(C) 有系排名之成績單 

(D)  

碩二 

1. 畢業學校為「邁向頂

尖大學策略聯盟」 

(第 2條第 2款所列學

校) 

第二年在學期間給予

每學期 1 萬元生活津

貼。 

(A) 元智大學【碩士生】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 (附件 2) 

(B) 有排名之成績單 

2. 二年級學生（不含在

職專班）前學年成績

於所排名前 5%或第

8,000 元之獎學金。 

file:///G:/系務990602備份(齊)勿刪/獎學金/109/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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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前一學年所修

習學分數不低於（含）

12 學 分且學年平均

成績 80 分(含)以上

者。 

博士

生 
新生 

於入學第一年，各院院級

會議依當學年度分配之名

額。 

一至三年每月 15,000

元之有庠博士生助學

金支領名單，其中

10,000 元為獎助學金

專款、5,000 元為教師

研究經費。 

(A) 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

調查表 (附件 1) 

(B) 元智大學【博士生】有庠

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 5) 

(C) 博士生無專職工作切結

書(附件 6) 

(D) 研究表現 

勤學助學金 

本系 

在學學生 

本校之在學學生，前一學

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則不

在此限）並符合下列且未

領有庠獎學金者： 

1. 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 

2. 家中突遭變故者。 

3. 天災受災戶。 

4. 身心障礙學生或子女

(家庭前一年所得在新

臺幣 70 萬元以下，且

1. 依當學年度預算核

予助學金, 每名每

學期補助金額最高

以三萬元為限。 

(A) 【勤學助學金】申請書(附件

7) 

(B) 全家便利商店清寒學生獎

學金申請書(附件 8) 

(C) 清寒獎助學金訪談表(附件9) 

(D) 清寒證明文件 

(E) 學業成績單(新生免) 

(F) 至國稅局申請各類所得清

單及財產明細 

file:///G:/系務990602備份(齊)勿刪/獎學金/109/有庠獎助學金新生問卷調查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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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zu.edu.tw/admin/st/files/%E7%94%9F%E8%BC%94%E7%B5%84/%E5%8D%9A%E5%A3%AB%E7%94%9F%E7%84%A1%E5%B0%88%E8%81%B7%E5%B7%A5%E4%BD%9C%E5%88%87%E7%B5%90%E6%9B%B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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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全家便利商店助學金申請表.doc
09ME清寒獎助學金訪談表-1051011.docx


不動產價值合計在新

臺幣 650 萬元以下)。 

5. 原住民。 

6. 其他特殊原因之學生。 

僑生獎學金 

大學

部 

新生 

第一學期 得提出第一學期生活

津貼之申請，每名新台

幣 3 萬元。 

元智大學僑生獎助學金申請

書(附件 10) 

舊生 

第二學期起 

(1) 大學部僑生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達年級

排名前 10%，操行成

績 於 80 分以上者 

得申請獎助學金或生

活津貼新台幣 3 萬元。 

(A) 元智大學僑生獎助學金申

請書 (附件 10) 

(B)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C) 五育成績單 

(2) 大學部僑生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達年級

排名前 30%，操行成

績 於 80 分以上者

者 

得申請獎助學金或生

活津貼新台幣 2萬元 。 

(3) 大學部僑生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達年級

排名前 50%，操行成

績 於 80 分以上者  

得申請獎助學金或生

活津貼新台幣 1 萬元。 

本獎助學金或生活津貼大學部學生至多補助 4 年。 

file:///G:/系務990602備份(齊)勿刪/獎學金/108/元智大學僑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10705).DOC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碩、博士生 

1. 修課滿一學期，每學期

至少修習 6 學 分，前

一學期學業成績於 80

分以上、操行成績於 80

分以上者;  

得提出獎助學金或生

活津貼之申請，每名每

學期新台幣 3 萬元。 

(A) 元智大學僑生獎助學金申

請書 (附件 10) 

(B)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或指

導教授推薦書及論文撰寫

計畫。 

 2. 博、碩士班學生已修滿

畢業學分者，在撰寫

博、碩士論文期間未滿

足修習 6 學分之規定

者，得以指導教授推薦

書及論文撰寫計畫申請

之。此類申請以 1 次為

限。 

本獎助學金或生活津貼，碩士班學生至多 2 年，博

士班學生至多 3 年，不含延修生及研究所在職專班

學生。 

大同齒輪(昆山) 獎學

金 

大學部具有與

大同齒輪(昆

山)有限公司

研發與生產技

術相關專業之

元智大學機械

工程學系學生 

1. 機械系大學部學生，且

無延長修業年限者。 

2. 未來有意願到大陸工

作者。 

3. 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 名額:每學年上、下學

期各2名 

2. 金額:每名50,000元。 

大同獎學金補助申請表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http://www.gao.yzu.edu.tw/tw/modules/filelist/download/get/55
2020226大同齒輪獎學金方案修正1017fINAL.doc
2020226大同齒輪獎學金方案修正1017fINAL.doc
20200226大同獎學金補助申請表_元智大學FINAL.doc


(1) 清寒身分資格者須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 

A. 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

學生。 

B. 家中突遭變故。 

C. 天災受災戶學生。 

D. 身心障礙學生或子

女，家庭前一年所得

在新臺幣70萬元以

下，且不動產價值合

計在新臺幣650萬元

以下。 

E. 原住民學生。 

F. 其他特殊原因學生。 

(2) 成績優良者:學業成績

優良，且無重大違規事

件。 

(3) 其它特殊表現:如研究



傑出、服務優良、競賽

獲獎….等。 

東培獎學金 本系在學學生 

A.學用合一獎學金 每學期

甄選 1 名(含)以上 

(畢業後需於本公司正式

簽約，領取每學期獎學金

服務半年，而後每增領獎

學金一次，則延長服務期

間半年。參考第 2 點服務

年限對照表。) 

10 萬元整 東培工業獎學金申請表 

B.一般獎學金 每學期甄選

5 名(含)以上 

1 萬元整 

       二、更多獎助學金請參考連結: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 

三、未儘事宜，請參考本校相關法規。 

四、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09 年 9 月 25 日止。 

五、文件繳交地點：機械系辦（3203Ｒ）郭秋明小姐處。 

機械工程學系 啟 

===========================================================================================================

= 

作業時程表暨說明 

申請時程表 

2020東培工業獎學金申請辦法-元智大學(1090825).doc
2020東培工業獎學金申請辦法-元智大學(1090825).doc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3-25-05-42-29/2016-06-27-08-12-01


時間 流程說明 備註 

即日起~9/25 學生向系所填表申請獎助學金 
 

109/9/28(暫訂) 機械系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初審  

109/10/8 機械系系務會議審核  

109/10/21 工程學院院務會議進行複審 
 

109/11/4(暫訂) 校獎助學金委員會委員審核  

109/11/18 公告各院得獎名單  

109/11/18~11/27 
五育系統登錄紀錄 

進行會計請款作業 
 

109/12/31 
進行撥款動作，由會計室核撥經費至學

生帳戶 

依財管組 e-mail 撥款通知為主，請務必至個

人 portal 詳填任一金融機構存簿帳號(免手

續費)，直接匯入。 

109/12/31 更新網站名單等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