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梵大學國際研究生獎助學金公告 
 

一、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優秀國際學生（包含：僑生、港澳生、陸生及
外國學生）入學，依華梵大學國際學生獎助學金設置要點辦理。 

二、申請資格： 
（一）入學新生：碩、博士班。 
（二）碩士班：碩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 

  博士班：博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及二年級升三年級。 
（三）成績標準：前一學年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操行成績八十分（含）

以上。 

三、獎助學金名額及金額： 
碩、博士班入學新生：每學年五名，每名發放新台幣十萬元。上、下學期各發新台幣

五萬元。 
碩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及博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及二年級升三年級：每學年五名，每

名發放新台幣十萬元。上、下學期各發新台幣五萬元。 

四、申請時間： 
碩、博士班入學新生：申請表於入學前與入學申請同時提出，未依規定時程提出申請

者概不接受事後補申請。 
碩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及博士生一年級升二年級及二年級升三年級：每學年上學期開

學初一個月內完成，繳交資料至國際暨兩岸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申請時應
檢附資料，文件不完整經本處限期補正，未補正者視為不符合規定，將不予受
理。 

五、申請人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碩、博士班入學新生：入學前在該學術研究領域所做的成果及表現。 
   碩士生及博士生：在學期間獲期刊發表之研究論文。 
（三）碩、博士班入學新生：入學前原學校含班排名之歷年成績單正本一份。 
   碩士生及博士生：含班排名之前學年歷年成績單正本一份。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推薦函、得獎證明、家庭清寒證明、有助於提昇學

校在該學術研究領域上之聲望及知名度事蹟…等） 
（五）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在台居留證影本、護照影本影本各一份。 

六、審查流程 
本處組成評核小組（3-5人）進行申請案評核後，提送推動國際化規劃小組會議
審核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受獎學生名單後，由本校書院教育處進行獎助學
金發放事宜。 

七、領取本獎助學金者，本校得合理安排獲頒者參與校內相關服務工作，工作項目依
個案由就讀系所自行訂定。 

八、獲獎助之學生，入學當年度未完成註冊、辦理保留入學資格、入學前休學或轉學
離校者，均取消其得獎資格；入學後休學者，自其休學日起，不得領取本項獎助
學金，已領取獎勵學金者應繳回。 



 

                                                                                                                                                                                                                                                                                                                                                                                     

華 梵 大 學 國 際 研 究 生 獎 助 學 金 申 請 表 
 

申請資格 

□碩士班一年級升二年級 

□博士班一年級升二年級及二年級升三年級 

姓     名  
□ 男 
□ 女 

國籍  

學     號  
出生年月日
(西元) month/day /Year 

班     級 
系（所）：                                                 
碩/博士班 ：           年級：          班/組：            

聯 絡 電 話 
國家代碼 _______  區碼 _______ 
家裡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留證統一證號 If You Have 

*郵局局號七碼  

#郵局帳號七碼  

前學年學業平均成績  
Mail: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ID: Or other apps 

前學年操行成績  

應檢附資料 

1. 申請表 

2. 含班排名之前學年成績單正本一份 

3. 台灣居留證與護照影本一份(印在同一張 A4 紙的同一面)。 

4. 學習研究計畫或成果 

5.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文件(證書、獎項、推薦信、照片、報告..等) 

6.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簽名  

日期 month/day /Year 

  

【說明 instructions】 

郵局局號 7 碼與郵局帳號 7 碼之分辨 

例：5254569 0223636 

* 5254569 前 7 碼為郵局局號      # 0223636 後 7 碼為郵局帳號 

在校生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 
 

Applicant  
□ For MFA Admission                               
□ For PhD Admission                               

Name  □ Male 
□ Female Country  

Passport No.  Date of Birth month/day /Year 

Graduate Degree  

ARC Number  If You Have 

Telephone No  

Country Code_______  Area Code _______ 
Ho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 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PA of the Last 
Record   Mail: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ID : Or other apps 

Documents 

1. Application Form 
2. Transcripts (ENG)  
3. A A4 size Photocopy of passport/ARC (print it on one page) 
4. Study and research plans or achievements 
5. Documents for review (Certificates, Awards, Recommendation 

Letters, Photos, Reports…)  

Signature  

Date month/day /Year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成績說明 
A=Excellent/4/80-100, B=Good/3/70-79, C=Satisfactory/2/60-69, D=Poor/1/50-59, E=Failure/0, /under49 
P=Passing/0, I=Incomplete/0, NA=Not Applicable/0 

For Admission 



華梵大學國際研究生獎助學金評分表 
 

評審委員：＿＿＿＿＿＿＿＿ 

學生姓名：＿＿＿＿＿＿＿＿  □碩士班 □博士班 

◎入學前在該學術研究領域所做的成果及表現(讀書計畫、研究計畫) 

或  在學期間獲期刊發表之研究論文 

項目 佔分比例 評分 

貢獻度或研究價值 40% 
(請以滿分 40 分給分)

可行性 30% 
(請以滿分 30 分給分)

完整性 30% 
(請以滿分 30 分給分)

合計 
(滿分為 100 分給分)

其他意見： 

 

◎請評審委員依學生繳交文件（評分表、歷年成績單、其他有助

於審查的資料等）給予此國際學生獎學金獲獎推薦度：1-5 級。

(1 至 5 為低至高)。  

      推薦度級別： ＿＿＿＿ 級（請填入 1-5）

 

評審委員（簽名）：＿＿＿＿＿＿＿＿(請委員簽名後加註「日期」) 

 
備註：請委員於  月  日（ ）前完成評分後，將此表交予國際暨兩岸事務處彙整會議審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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