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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為推動國際化，吸收外籍優秀學生前來
就讀，使本大學邁向國際性大學，特依國立中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第
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獎學金來源：
由本大學編列年度預算支給。
教育部等其他單位補助本大學之相關經費、其他募款或捐贈收入。
三、獎學金頒發對象：
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第二條規定之外國學生。
(二) 修讀本大學學位（包括跨國雙聯學位）之外國學生。
四、申請資格：
(一) 申請入學許可之外國學生（新生），得於申請入學時選擇申請本獎學
金，各學院依相關作業原則審查後核定其獎助。
(二) 具本大學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在本大學就學一學期(含)以上、具有
正式學籍之國際學位生，並符合下列規定：
1. 碩、博士班研究生前學期至少修習四學分，且學業成績平均七十五
分以上；學士班學生前學期至少修習八學分，且學業成績平均六十
五分以上。上述學期成績為申請門檻，每學期各學院應依學生的學
術表現評估其獲得獎學金之資格。
2. 在撰寫博士或碩士論文期間而無前學期成績者，得提出指導教授推
薦書及研究成果(包括論文撰寫計畫及所發表論文)申請之。
3. 操行良好且未有受處分紀錄者。
(三) 受獎生不得兼領下列他項獎助學金，如有重複領取獎學金之情形經查
證屬實者，除註銷本獎學金受獎資格外，並追繳重複領取月份之獎助
學金。
(四) 本獎學金補助之學費、學分費、雜費等項目不包括代收代辦費、論文
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路使用費等相關費用。
五、申請時間及程序：

(一) 新生：依本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期間一併辦理。
(二) 在校生：
1. 在本大學就學一學期(含)以上之外國學位生，須於每年四月十五日、
十一月十五日前，向本大學國際事務處境外學生組申請下一學期獎
學金。
2. 在校生申請獎學金應檢附前學期的成績單，並繳交獎學金申請表、
外國學生學習狀況評量表（附表一）、外國學生華語能力及華語課
程修課狀況評量表（附表二），其中附表二將由國際處統一蒐集後
送交語言中心教師填寫，但部分碩博班研究生經系所或指導教授評
估後得提出免修華語證明。
六、獎學金給獎額度、時間及名額：
(一) 本獎學金依照各學院所訂定之本要點作業原則及本大學分配之獎學
金預算而調整，獎勵項目如下：
1. 學費／學分費減免。
2. 雜費減免。
3. 在校住宿費減免。自動放棄入住者，不再補發其他金額。
4. 生活費補助。
(二) 前款中之「在校住宿費減免」係指免除本大學最基本床位之住宿費，
免費期間包括寒、暑假，但不包含國定春節期間。若欲要求較高等級
之床位或新生要求提前入住，受獎學生須自付差額。
(三) 新生每次核給時間以一年為原則，分上、下學期發給。在校生獎勵時
間以學期為單位，符合申請資格者可每學期申請之。學士班學生最高
補助四年（八學期），雙主修之延畢生第五年得例外提出申請；碩士
班學生最高補助二年（四學期），第三年得例外提出指導教授推薦書
及研究成果（包括論文撰寫計畫及所發表論文）申請；博士班學生最
高補助七年（十四學期）。
(四) 獎勵總名額視本大學當年度經費預算而定。
(五) 得獎的外國學生名單，新生將與入學通知一併寄送。在校生於當學期
結束前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頁，並通知獲獎學生。
七、獎學金審查方式：
各學院依據所訂定之本要點作業原則進行審查後，並回報國際事務處本獎
學金受獎人及受獎額度後向學術交流委員會報備之。
八、受獎學生之義務：
(一) 受獎外國學生應接受國際事務處之輔導，積極參與各項相關活動，以
儘快適應本大學生活。
(二) 為提昇受獎外國學生之華語能力，本大學學士班外國學生及有修習華
語課程需求之碩博班外國學生需經語言中心核定免修華語課程，或依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修讀適級之華語課程。

(三) 外國學生於輔導活動及華語學習課程之參與情形，列入其下一學期獎
學金核定時之參考依據。
九、獎學金之停發及取消：
(一) 受獎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情形，即停止其獎學金之發放。
(二) 受獎學生之語言及學習狀況不佳者，得經本大學學術交流委員會獎學
金審查小組之決定，報請學術交流委員會核備後，取消其獎學金之資
格。
十、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依本大學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正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cholarship
Awar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身分 Identity
中文名字
Chinese Name
學號

□

學士班 Bachelor

□

碩士班 Master

Student ID No.

英文名字
English Name
系所
Department

國籍 Nationality

性別 Sex

護照號碼

居留證號碼

Passport No.

ARC No.

聯絡電話

生日

Phone No.

Date of Birth

□

博士班 PhD

通訊地址
Current Address
E-Mail
是否曾經接受過其他獎學金？Have you ever received other scholarship（s）?
□ 否 No
□ 是，多久？Yes, How long? ________________
□成績單Transcript
前學期平均分數 Average of previous semester：_________
前學期學分數 Credits of previous semester：_________
Requirements
□指導教授推薦書及研究成果（包括論文撰寫計畫及所發表論文）
Students who have no scores from the previous term or are in the
period of writing master's or doctoral theses shall apply with their
supervisors’ recommendations and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including their writing plans of theses and publications.
I, the undersigned, declare that：
A. I do not have the overseas Chinese status nor hold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ity.
B. If I formerly held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ity, I declare that I
have officially given up my R.O.C. nationality for at least eight
Declaration
years, up until the beginning date of the first term in which I
seek admission 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alendar. I
also understand that a false declaration would result in the
immediate cancellation of my admission or the deprivation of
my status as a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gistered student.
Applicant’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 (M) _____ (D) _____ (Y)

附表一 （Attachment I）

外國學生華語能力及學習狀況評量表－系所填寫
Evaluation Form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一）華語程度（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請系所主管依該生專業學習情形填寫：

□大學部學生
□已通過華語能力中等三級（含）以上，無需檢附附表二。
□經語言中心核定免修華語課程（No Chinese Program Needed），無需檢附附表二。
□已修習語言中心華語課程「讀寫」及「聽說」課程各一門成績及格，無需檢附附表二。
□尚未修習華語課程，需同時檢附附表二。
□本學期正在修習華語課程，需同時檢附附表二。
□碩、博士班學生
□無需上華語讀寫課程（No Chinese Program Needed），無需檢附附表二。
□需要上華語讀寫課程（Chinese Program Needed），需同時檢附附表二並依國立中正大
學外國學生修讀華語課程實施要點修讀適級華語課程。
（二）綜合考評意見 （Overall Eval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院\系\所主管 簽名（Dean\Chairman’s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 （M）

_______ （D）

_______ （Y）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in typewritten or written form. If necessary, additional
pages may be attached. After filling out the above 2 forms, please submit them to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f your department asks you to take Chinese Program,
then OIA will help you send the attachment II to Language Center.）

附表二 （Attachment II）

外國學生華語能力及華語課程修課狀況評量表－學生及語言中心填
寫
Evaluation Form of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hinese
Courses Attendance
一、 學生基本資料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file）
學號（Student ID Number）
中文姓名（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English Name）
系所（Department）
年級（Year）
電子信箱（Email）
連絡電話（Tel.）
二、 華語程度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佳（Good）
尚可
（Average）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讀（Reading）
寫（Writing）
1.

□
□

差（Poor）

無（N/A）

華語檢測（Chinese Test）
已通過華語檢測（TOP Intermediate Level Passed），參加時間（Date of Test）：
____________
未通過華語檢測（Not TOP Passed）

2.

語言中心的華語課程（Chinese Program at Language Center）
未參加語言中心的華語課程（No Chinese Program at Language Center
Attended）
已參加語言中心的華語課程（Chinese Program at Language Center Attended）
修習課程/年度（Program Attended \ Academic Year）：_________________

□
□
3.

學生出席華語課程情形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urse Attendance）：
100%
75%-99%
50%-74%
25%-49%
0~24%
出席率
（Attendance）

4.

語言中心綜合考評（Evaluation of Language Center）：
（1）華語能力（Chinese Proficienc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修課情形（Study Condi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申請人（Student\ Applica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言中心主管（Chairman of Language Center）
：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