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清寒勤學獎助學金 

申請公告
金額 每名 2 萬元 

名額 大學部 50 名、研究所 25 名 

申請 

資格 

1.大學部：前學年學業成績班上前百分之五十以內； 

操行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含 85 分）且無不良紀錄。 

2.研究所：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含 80 分）； 

操行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含 85 分）且無不良紀錄。 

3.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利息所得低於 5 千元且家庭財產總額(不含存款)低於

300 萬元和汽車 1 台以內者。若因高利率存款致利息年所得逾新台幣 5 千元或已

無存款者，得檢附相關證明由學校審核認定。 

4.延修生或因修習雙主修、輔系而延長就學及每學年享有就學優待達 2 萬元以上

者不得申請。 

5.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僑生另依清寒僑生獎助辦法向僑輔室提出申請) 。 

申請 

方式 

1.申請書請至生活輔導組網頁下載 

2.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活輔導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必備 

文件 

◎申請書             

◎107 學年成績單（新生以畢業學校平均成績申請，大學部學生需附成績排名）                                                                                 

◎107 年家庭成員所得證明        

◎107 年家庭成員財產證明 

◎3 個內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家境清寒證明 

收件日期：108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9 日止 

洽詢方式：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1.家庭成員含申請學生、父母、同居住之祖父母、未婚之兄弟姊妹、已婚且共同

居住之兄弟姊妹；已婚之學生則計列父母與配偶；非監護或非同居住(已成年

學生)之父母、已歿、失聯、服刑等則不計列，但須附相關證明。 

2.下列原則順序為獲獎先後並擇優錄取：本學期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中)低收

入戶、操行成績較高者、學業成績(排名)較高者。 

常用資

料取得

方法與

地點 

◎所得證明及財產證明：請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成績證明：註冊組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戶籍謄本：向戶政事務所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清寒勤學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名： 電子信箱： 

學號： □研究所                 系      年

 手機： □大學部                 系      年

 
檢附文件：□最新 3個月內全戶戶籍資料  □成績證明  □家境清寒證明 

□最新全戶所得證明(107年度) □最新全戶財產證明(107年度) 

107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總平均 

成績    

班上成績排名 

(研究生免) 

 

 

 

   

操行    

曾有操行上的不良紀錄：□是 □否 

本學年是否享有就學優待達 2萬元以上（學雜費減免）：□無 □有 

家庭年收入(含利息)：___________元 利息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家庭財產總額：________________元 汽車數量：________________輛 

已獲得之獎助學金名稱：________________  金額：___________元 

本人保證上述申請表資料與相關證明文件屬實且無遺漏，若有偽造不實與遺漏情事，

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本獎助學金。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個人資

料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資料於獎助學金與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 

若其他獎助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
獎者之獎助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助學金。 

 

申請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國立中興大學林劉金珠女士儉勤 

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金額/名額 1萬元/全校15名 

申請資格 

1.具國立中興大學學籍學生身分者（惟屬推廣教育之各班級選讀

生，不列入申請範圍）。 
2.各院系學生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70分以上及操行成績80分以

上者。 

3.家中收入因故銳減或家境清寒者（家庭年收入70萬元以下）或

政府登記之低收入戶。 
4.未受公費待遇及未領(申請)其他獎學金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樓)申請 

必備文件 

1.申請表一式2份(須經系所主管核章) 

2.前學期成績單(舊生)、前畢業學校成績單（轉學生）或學測成

績單(新生) 
3.500字以內自傳(須含申請原因與獎學金運用方式) 

4.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及前一年度家庭個人所得清單（含學

生本人及父母） 

收件日期 108年9月16日至9月27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曾小姐 

備註 
※本獎學金之發放配合校友總會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辦理頒發。 

※申請人數超過頒發名額時，以學期成績總平均排列優先順序。 

※無低收入戶證明，須附清寒證明及107年家庭個人所得清單。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 低收入戶證明：向戶籍地鄉鎮區公所申請 
◎ 所得證明：請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林劉金珠女士 
儉勤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院              系所            年級 學號：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出生地： 

電話：                     手機：                          E-Mail：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家庭成員介紹/全戶總人數合計____________人 

稱謂 姓名 職業 服務單位 
職

稱 
現在住址 

      

      

      

      

      

      

經濟

情況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約_________________元 

二、□自有住屋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______________元 

三、是否有工讀或領教育學習獎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否  □是，每月___________元 

四、是否申請就學貸款：□是   □否 

五、是否(申請)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 

□否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績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體育成績 

前學期    

＊ 本人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當事人權利聲明，並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相關資

料於獎助學金或本校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本人願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放棄選擇權與

不兼領獎學金。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管評語：  
 
  
 
 
 
 

 系(所)主管核章:                                                             
 



國立中興大學 

員生消費合作社捐贈獎助學金 

申請公告 
金額/名額 1萬元/10名 

申請資格 

1.申請者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平均85分以上，且未有任何
一科不及格者。 

2.本學期已領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申請。 

3.在職生及延畢生不得申請。 

4.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之學生優先獲獎。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樓)申請 

必備文件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者須附相關證明 

收件期間 108年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曾小姐 

備註 

◎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審核

會議預計109年1月召開。 

◎    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  低收入戶證明：向戶籍地鄉鎮區公所申請 



 

國立中興大學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金申請表 

部 

別 

□ 大學部 

□ 進修學士班 

□ 碩士班 

□ 博士班 

申 請 獎 助 學 金 項 目 名 稱

員生消費合作社捐贈獎助學金 
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個人資料當事人權利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

申請相關資料於獎助學金相關業務，且概不退件。若其他獎學金有規定不得兼領其

他獎助學金，同意領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金，放棄選擇權與不兼領獎學

金。 

簽名： 

簽名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是否有下列身分(請自行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學院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女。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女（符

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

格者）。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計畫補助之學生。 

獲得獎助學金者，至少參加一項學習輔導活動，

可參閱https://www.osa.nchu.edu.tw/hesp 查

閱參加方式。 

學號： 

系級： 

E-mail： 

手機： 

107學年度 

第2學期 

成績 操行 班上排名(%) 研究生免填 

   

本學年已領獎助學金、減免或公費等名稱與金額： 
 

 

備 

註 

一、收件期間：108年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二、本學期已領其他獎助學金者，不得申請。 

三、檢附前學期成績單，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或相關

證明文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證明)。 

四、獲得本項獎助學金者，至少參加一項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動，可參閱

https://www.osa.nchu.edu.tw/hesp 查閱參加方式， 

通過學習輔導活動審核者，可領取扶助獎勵金。 



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人獎學金 

申請公告 
金額/名額 1 萬元/ 3 名(成績優秀者 2 名/家境清寒者 1 名) 

申請資格 

1.成績優秀：歷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平均須達八十分以上，且未有

任何一科不及格。  

2.家境清寒：歷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平均須達七十分以上，且未有

任何一科不及格。 

3.行銷學系大三升大四之學生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必備文件 

1.申請表 

2.歷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單 

3.清寒或低收入戶證明(僅家境清寒者必備) 

收件日期 108 年 11 月 1 日至 29 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

審核會議預計 109 年 1 月召開。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運銷暨行銷學系系友會 

行銷學人獎學金申請書 
                                                                                             

學生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制 □大學部□碩士班 
申請獎學金 

類別 

□成績優秀者 
□家境清寒者 

系級  學號  

學業 

平均成績 
 操行平均成績  

申請人地址 

郵遞區號 □□□ 

縣    市鎮     路   段   弄    號   

樓   室 

市   區鄉    街 

 

聯絡電話 
TEL： 

E-MAIL： 

申請人 

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

相關資料於獎助學金與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若其他獎學金有

規定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

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檢附文件 

1.成績優秀者：需附歷年學業成績單(含操行成績)一份。 
2.家境清寒者：需附歷年學業成績單(含操行成績)一份，以及清

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一份。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備註  

註：1.申請書可另行影印使用。 

  2.申請書填寫完成後，請連同相關資料一併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 

 



國立中興大學佛教正心會 

助學金申請公告 
金額/名額 壹萬元 / 1名，伍仟元 / 2名。 

申請資格 

1. 申請者前一學期學業達65分以上，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 

2. 家中收入因變故銳減致生活困苦或政府登記之低收入戶。 

3. 本學期已領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申請。 

4. 申請人員條件相當時，優先頒發予家中收入因故銳減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樓)申請 

必備文件 

1.申請表 

2.前學期成績單 

3.低收入戶證明、107年學生本人及父母所得證明+3個月內戶

籍謄本、家中收入因故銳減證明，擇一即可。 

申請日期 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曾小姐 

備註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若符合資

格申請者超過獲獎名額，可能會以學業成績高者、家境較困苦

者或其他原則優先獲獎，該委員會審核會議預計109年1月召

開。 

※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成績證明：向註冊組申請 
◎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 低收入戶證明：向戶籍地鄉鎮區公所申請 

◎ 所得證明：請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申請表 

部 

別 

□ 大學部 

□ 進修學士班 

□ 碩士班 

□ 博士班 

申 請 獎 助 學 金 項 目 名 稱 

佛教正心會助學金 

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

申請相關資料於獎助學金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

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

金。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有下列身分(請自行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學院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

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

格者）。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計畫補助之學生。 

符合上述資格者，可參加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

動，請至 https://www.osa.nchu.edu.tw/hesp

查閱參加方式。 

 

學號： 

系級： 

E-mail： 

手機： 

107學年度 

第2學期 

成績 操行 班上排名(%) 研究生免填 

   

本學年已領獎助學金、減免或公費等名稱與金額： 
 

 

備 

註      

一、收件期間：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二、本學期已領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申請。。 

三、檢附前學期成績單，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期成績申請或相關

證明文件(低收入戶證明或家中收入因變故銳減致生活困苦證明)。 

四、通過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動審核者，可領取扶助獎勵金。 



溪頭米堤大飯店孝行暨特殊才藝獎學金 

申請公告 

 
 
 
 

金額 一萬元+溪頭米堤大飯店二天一夜遊(一泊四食) 
名額 24 名(含特殊才藝獎 8 名、每學系至多獎助 2 名) 

申請資格 

◎大學部學生具有下列具體優良事蹟之一者可申請： 
一、遵行孝道、實踐孝悌。 
二、能長期細心照顧父母或長輩起居生活。 
三、能孝順勤學幫忙維持家計，事蹟確實者。 
四、友愛兄弟姊妹，能幫助其克服困難，寬慰父母，

有具體事實者。 
五、其他有具體文件足資證明其確有堪為楷模之孝行

事蹟者。 
六、具有特殊才藝者。 

◎合於前項申請資格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
本獎學金： 

一、前學年學業成績有一科(含)以上不及格者。 
二、前學年操行有處分紀錄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必備文件 

一、申請表及成績單 
二、相關證明文件(符合申請條件的證明) 
三、新生或轉學生需附前畢(肄)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

績單 

申請日期 108 年 9 月 16 日至 9 月 27 日止 

洽詢方式 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本獎學金由校友總會審查，獲本項獎學金者，需至

米堤大飯店參加頒獎典禮，未出席者，視同棄權，

不核給獎學金。 



億豐‧粘銘獎助學金申請公告 
金額/名額 10萬元 /名額由粘銘慈善基金會決定 

申請資格 

凡本校機械系、電機系與化工系之本國在學學生，並具備下列(⼀)之基

本要件與(二)之傑出表現即可申請。 

(⼀) 須符合的申請基本條件（1或2擇一即可；3為必備資格） 

1. 經鄉、鎮、市地方政府以上單位開具之清寒證明者 

2. 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或其家境清寒，提出相關證明者(如導

師、指導教授證明)。 

3. 品德端正，敬業樂群，無不良行為紀錄者。 

(二) 認真學習，努力上進，前2學期學業成績排名達班排名前50%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樓)申請 

必備文件 

1. 獎助學金申請表。 

2. 學業成績單正本。 

3. 在學證明書。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申請書)。 

5. 自我介紹表 (單頁，500 字以上，說明家庭狀況、求學經歷與未來規

劃)。 

6. 師長推薦函(本科系所教授或指導教授推薦函)。 

7. 清寒、特殊境遇佐證文件 (無清寒或特殊境遇佐證文件，申請案將不

受理)。 

收件日期 108年9月16日至9月27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 本獎學金由粘銘慈善基金會審核。 

◎ 不含在職生、夜間部與推廣進修者。 

常用資料 

取得方法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列印機 



 



 



國立中興大學 108 學年度「溪頭米堤大飯店孝行暨特殊才藝獎學金」申請表 

姓名  學號  行動電話  

系級  E-mail  

上學期成績及操行       / 下學期成績及操行      / 總平均:     / 

申 

請 

條 

件 

1.□遵行孝道、實踐孝悌。       

2.□能長期細心照顧父母或長輩起居生活。 

3.□能孝順勤學幫忙維持家計，事蹟確實者。 

4.□友愛兄弟姊妹，能幫助其克服困難，寬慰父母，有具體事實者。 

5.□其他有具體文件足資證明其確有堪為楷模之孝行事蹟者。 

6.□具有特殊才藝者。 

申

請

獎

項 

□孝行獎 

□特殊才藝獎 

(二擇一勾選) 

孝行或特殊才藝事蹟（由學生本人親自填寫並提供證明文件） 

 

 

 

 

 

 

 

 

 

 

 

 

 

 

 

 

 

 

 

 

 

 

 

 

 

本人以上所陳述事情一切屬實，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願被撤銷資格，絕

無異議。本人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

相關資料於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

知得獎者之獎助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章： 

導師或指導教授或推薦師長評語： 

 

 

 

師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面。 



108 年生活助學金保障名額申請公告 

 

金額 每月 6 千元 
名額 預估約 30 名（將依明年經費分配變動） 

申請資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2)就讀本校推廣教育班、在職班、學分班、產業碩 
   士專班與遠距教學者。 
(3)休學、退學及轉離本校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必備文件 

申請表請至興大入口-學務資訊系統-助學資訊-生活助
學金系統申請，待線上申請完成，請於 5日內檢附下
列證明文件繳至生輔組，查驗後歸還。 
如逾期未繳件者，視同放棄。 

1. 3 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2. 全戶 107 年所得證明（學生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學生已婚者，加計其配偶。） 

3. 前肄畢業學校最後一學期成績單（僅轉學生或新生 

  必備） 

申請日期 108 年 10月 1日至 108 年 10月 31 日止 

洽詢方式 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申請者以核定之年度為有效期間，每年申請一次。 

◎家庭年收入較低者優先錄取，若遇家庭年收入相同
者，以學業成績較高者優先，未錄取者列為備取，
待有出缺時遞補。 

◎生活學習：本校視學生意願及修課情形安排生活服
務學習，並給予助學金；當月考核不及格者下個月
起不發給助學金。 

◎每週學習時數以 8 小時為上限，每月不超過 30 小
時，未依規定完成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或經學習單位
考核不及格者取消生活服務學習資格。 

資料取得 
方法 

◎所得證明：請向國稅局申請    

◎戶籍謄本：請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周惠慈副教授 

奬助學金申請公告 

金額 1萬5千元 

名額 2名 

申請資格 

1. 本國籍之本校生命科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2. 單親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 

3. 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樓)申請 

必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單親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證明 

收件日期 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該

委員會審核會議預計109年1月召開。 

 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績申請。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國立中興大學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 

請 

資 

格 

□ 生科系大學部 

□ 本國籍 

□ 單親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 

□  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申 請 獎 助 學 金 項 目 名 稱 

周惠慈副教授紀念奬助學金 

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

申請相關資料於獎助學金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

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

金。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有下列身分(請自行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學院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

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

格者）。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計畫補助之學生。 

符合上述資格者，可參加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

動，請至 https://www.osa.nchu.edu.tw/hesp查閱

參加方式。 

 

學號： 

系級： 

E-mail： 

手機： 

107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總平均 

成績    

操行    

班上排名(%)    

本學年已領獎助學金、減免或公費等名稱與金額： 
 

 

備 

註      

一、收件期間：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二、檢附前學年成績單及相關資料。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績

申請。 

三、通過學習輔導活動審核者，可領取扶助獎勵金。 



國立中興大學林烱煊、林陳晶 

夫婦奬助學金申請公告 

金額 2萬元 

名額 2名 

申請資格 

1. 本國籍之本校大學部家境清寒或遭逢重大事故在學學生 

2. 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3. 以植物病理學系學業與操行成績優良者優先授與獎助學金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2樓)申請 

必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前一學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單 

3. 家境清寒或遭逢重大事故證明 

收件日期 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洽詢方式 電話：04-22840663   生輔組 

備註 

◎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審

核會議預計109年1月召開。 

◎ 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績申請。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自動繳費列印機 

◎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向戶籍地鄉鎮區公所申請 



 

國立中興大學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 

請 

資 

格 

□ 大學部學生 

□ 本國籍 

□ 家境清寒或遭逢重大事故者 

□  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申 請 獎 助 學 金 項 目 名 稱 

林烱煊、林陳晶夫婦奬助學金 

已明瞭本校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

申請相關資料於獎助學金相關業務，且概不退件。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

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

金。 

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有下列身分(請自行勾選)並檢附證明文件 

學院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

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學雜費減免資

格者）。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計畫補助之學生。 

符合上述資格者，可參加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

動，請至 https://www.osa.nchu.edu.tw/hesp查閱

參加方式。 

 

學號： 

系級： 

E-mail： 

手機： 

107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總平均 

成績    

操行    

班上排名(%)    

本學年已領獎助學金、減免或公費等名稱與金額： 
 

 

備 

註      

一、收件期間：108年11月1日至11月29日止。 

二、檢附前學年成績單及相關資料。新生與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績

申請。 

三、通過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動審核者，可領取扶助獎勵金。 



國立中興大學興翼獎學金申請公告 

申請資格 

學士班一年級新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4.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合當學期教育部身心障

礙類別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5.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教育部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者） 
6.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 (惠蓀堂2樓) 申請 

檢附文件 

1.申請表。 

2.各項申請資格應檢附證明： 
(1)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者請附證明文件。 
(2)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請檢附證明文件。 
(3)原住民學生請檢附戶籍謄本。 
(4)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請檢附證明文件。 

3.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學測成績單、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等) 

收件日期 108年9月16日至108年9月27日止  

備註 

1. 本獎學金提供40萬元8名，每學期核撥 5 萬元，分8個學期核撥

完畢。本獎學金由興翼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審

核會議預計108年10月底召開。 

2. 領有本項獎學金者，每學期需參加本校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

動，並於期末考前繳交出席證明及致捐款人200字以上親筆感

謝函（僅需於第1學期提供一次）至學務處生輔組。 

3. 本獎學金與其他新生入學獎學金以不重覆支領為原則。 

4. 洽詢電話：04-22840663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108學年度國立中興大學興翼獎學金申請表 

一、 為鼓勵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激發向上精神，自106學年度起啟動興翼計畫，

開放經濟弱勢大一新生申請興翼獎學金。 
二、 興翼獎學金提供40萬元獎學金 8 名，每學期核撥 5 萬元，分8個學期核撥完畢。 
三、 興翼獎學金實施要點可至本校學務處生輔組網頁查詢。 
四、 收件期間：108年9月16日至9月27日止，申請資料概不退件。 

學生姓名： 學制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學號： 系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 1 年級 

手機： E-mail： 

入學管道：□興翼招生 □個人申請 □繁星 □特殊選才 □指考 □其他： 

申

請 
資

格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合當學期教育部身心障礙類別學雜費減

免資格者） 

□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教育部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計畫補助之學生 

必

備

文

件 

項次 項目 繳交 

1 本申請表(含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自述約500字)  

2 當年度符合申請資格之證明文件  

3 

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須檢附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全戶107年度所

得稅資料、全戶107年度財產歸屬清單等相關證明；全戶係指戶籍謄

本登載的所有成員）。 

全戶所得：_____________元    全戶財產：_____________元 

 

4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學測成績單、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等)  

本獎學金與其他新生入學獎學金，以不重覆支領為原則。 
是否申請其他新生入學獎學金：□ 否  □ 是；獎學金名稱： 

學生聲明： 
1.本人均已詳閱上述相關資訊，且填寫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2.本人已詳閱並會遵守興翼獎學金實施要點，且同意依規定不兼領其他新生入學獎

學金。 
3.領有本項獎學金者，每學期需參加本校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動，並於期末考前繳

交出席證明至學務處生輔組。 
4.已至本校計資中心網頁查閱並明瞭最新版本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當事人權利聲 
明，同意學校相關單位使用申請資料於獎助學金及高教深耕相關業務。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時間：______年_____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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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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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核定單位：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____鄉鎮市區   核定日期：     年    月     日 

自述(約500字)： 

 

 

上述填寫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時間：        年         月         日 

導師訪談後評語：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立中興大學助學功德金申請公告 

金額/ 

名額 

金額：每名補助二至五萬元。

名額：暫訂 15 名，實際核發名額由興翼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依預算

調整之。 

申請資格 

已註冊中興大學之本國籍學生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四）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符合當學期教育部身心障礙類別

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五）原住民學生（符合當學期教育部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計畫補助之學生 

申請方式 備齊所需文件至本校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必備文件 

1. 申請表(請至生輔組網頁下載文件填寫)。 
2. 自傳乙篇（約 2000 字以上，請說明家庭狀況、求學經過、特殊需求、年

度學習計畫、未來展望及預定回饋計畫等）。 
3. 107 年全戶所得及財產證明(須檢附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全戶年度所

得稅資料、全戶財產歸屬清單等相關證明；全戶係指父母親、兄、弟、

姊、妹、含自己)。 
4. 舊生申請者須附一位老師之推薦信（親筆或打字均可，但必須親自簽

名）。大學部、轉學生及研究生新生入學申請者免附，但必須附保證書（申

請人及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簽章），保證就讀完本校一學年以上，無特殊原

因轉離本校者，應全數退還本助學金。 
5. 前學期成績單（新生及轉學生不在此限）。 

收件日期：108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4 日止 

洽詢電話：04-22840663 生輔組 曾小姐 

備註 

◎獲得本助學金者，應於畢業後就業時，視個人能力回饋原受贊助金額，以

使本助學金得以永續，造福更多的清寒學子。 
◎本助學金審核會議預計 108 年 11 月初召開。 
◎申請助學功德金者，請先確認在本學期有辦理學雜費減免。 

◎領有本項獎學金者，應至少參加一項本校高教深耕學習輔導活動，並於期

末考前繳交出席證明及致捐款人約 200 字之親筆感謝卡至學務處生輔組。

常用資料 

取得方法 

◎所得證明及財產證明：請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成績證明：向註冊組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