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1學期大學部校內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請先至學生事務資訊系統登錄申請：http://www.sis.tku.edu.tw→獎學金→點選登入(右上方)→以學號、

       密碼登入→校內獎學金→申請紀錄→申請，選擇獎學金獎項後輸入各項資料，點選申請儲存後再列印申請書

    ，簽名後連同應繳證件於截止日前送繳生活輔導組。

二、申請日期：自9月10日(星期一)起至9月25日(星期二)截止，未依規定時間繳交者，不予受理。

    淡水校園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10～下午6:00。

三、申請書連同應繳證件請於截止日前送繳生活輔導組(商館大樓B418聯合服務中心)，台北校園同學申請資料請

    洽EMBA辦公室(D106室)轉交或逕寄生輔組陳小姐，蘭陽校園請至聯合辦公室(CL312)洽黃小姐辦理。

四、本學期可供申請之校內獎學金一共24項，每人限定只能申請2項；附繳證件須一次交齊，如有缺件或所繳證

    件與規定不符者，以自動棄權論。

九、各項獎學金申請資格摘要如下，詳細辦法請見「淡江大學校內獎學金申請要點」。

五、除「本校教職員工子女獎學金」、「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等二項獎學金研究生可以申請外，其餘表列各項

    獎學金限大學部學生申請，研究生請勿申請。

六、申請表列各項獎學金時，應繳交之證件皆可用影本代替，郵局存摺封面影本請註明就讀系級及學號。

八、各項獎學金申請資格中列有「體育」及「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績規定者，依其規定須符合；若前學期無

    體育、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績者，則不受此限制。

申請注意事項：

七、依校內獎學金申請要點第八點規定：延畢生一律不得申請表列各項獎學金。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學業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進學班： 7,000

二年制在職班

         9,000

每班1名

1.前學期需修滿該學期應修之最低學分數(

  蘭陽校園及國際企業學系英語專班第三學

  年赴國外進修，應修之最低學分數依各該

  系規定），一至三年級需修習該學系課程

  9學分或3門課以上，其學業總平均為全班

  第一名，且各科全部及格，操行80分(含)

  以上，體育及格，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

  程成績80分(含)以上（無體育、校園與社

  區服務學習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2.未符合前述規定者，取消資格，以學業成

  績下一名且各項成績均符合標準者依序遞

  補。如學業成績第一名已休（退）學、轉

  學或提前畢業者，其名額保留由原班學業

  成績下一名且各項成績亦達標準者依序遞

  補，惟退學之次學期轉入本校就讀者不在

  此限。

3.學業第一名如提前畢業，僅發予獎狀鼓勵

  ；應屆畢業生四下 (建築系為五下) 之成

  績一律不核發獎學金及獎狀。

1.毋須申請，由教務處

  於計列補考學生成績

  後提供合格名單。

2.依規定獎學金發放採

  匯款轉帳方式辦理，

  得獎者需提供本人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至生

  輔(B421室)。

毋須申請

覺生獎學金

日間部：4,300

進學班：3,000

二年制在職班：

        3,800

日、進學、在

職班：每系各

1名

1.前學期記獎累積分數為全系最高者(嘉獎1

  次加1分、小功1次加3分、大功1次加9分

  ；申誡1次減1分…)。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體育成績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毋須申請，由生活輔

  導組提供合格名單。

2.得獎者需提供本人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至生

  輔組(B421室)。

毋須申請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瀛玖紀念

甲種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無限制

凡依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制之日間部學生，填

報本校為第一志願及第一志願學系，且成績

為該系第一名錄取者。

1.毋須申請，由教務處

  提供合格名單。

2.得獎者需提供本人郵

  局存摺封面影本至生

  輔組(B421室)。

毋須申請

驚聲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進學班： 7,000

二年制在職班：

         9,000

日間部：
 單班系每系2名

 雙班系每系4名

 三班系每系6名

進學及在職班：

 每系各2名

1.限家境清寒有具體事證，經系主任、導師

  或系教官推薦之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校園與

  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成績80分以上，體育成

  績及格 (無體育、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

  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淡水出生

獎 學 金

日間部：8,600

進學班：6,000

二年制在職班：

        7,700

日間部：9名(商

管學院2名、其

餘學院每院各1

名)

進學及在職班

：2名

1.限在淡水出生或出生當時父母戶籍已設於

  淡水之家境清寒學生申請，需繳交可明確

  顯示在淡水出生或出生當時戶籍已設於淡

  水之文件。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

  ，體育成績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

  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戶籍謄本或出生證明

  影本

4.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體育獎學金

日間部：4,300

進學班：3,000

二年制在職班：

        3,800

日間部：20名

進學及在職班

：3名

1.限被選為本校運動代表，參加校外比賽成

  績優良，對發揚校譽有重大貢獻之學生申

  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日間部需達70分、進學及

  在職專班需達60分，操行80分、體育85分

  以上(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4.申請時需先至體育教

  學組請其證明學生為

  ○○校隊後才能繳件

9月25日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費氏獎學金 日間部：4,000 3名

1.限理學院家境清寒且有志終身致力於科學

  工作之學生申請。

2.前學年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操行80分以

  上。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本校教職

員工子女

獎 學 金

日間部：20,000

進學班：15,000

在職專班：

        18,000

無限制

1.限家長現職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之學生申

  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大學部60分、研究生70分

  以上，操行80分以上，體育及格 (無體育

  成績者不受此限制)，新生免驗成績。

3.研究生(含碩、博士班)限一、二年級申請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新生

  不用繳交）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4.第一次申請者，需提

  供家長服務證及學生

  之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以供查驗。

9月25日

僑生獎學金 日間部：8,600 50名

1.限日間部家境清寒僑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總平均及格、操行75分，體育

  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由境外組於

  申請書上蓋章證明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陳步雲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20,000 1名

1.限日間部家住臺南市家境確實清寒有具體

  事證之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

  ，體育成績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

  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馬惕乾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4,000 1名

1.限建築系學生申請。

2.前學年建築設計學期成績列各年級之冠者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陸龍泉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4,000 1名

1.限籍貫為浙江籍之日間部家境清寒學生申

  請。

2.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操行80分以

  上，體育及格(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籍貫為浙江籍之證明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前學年(106)成績單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身心障礙

學生獎學金

日間部：8,600

進學班：6,000

二年制在職班：

        7,700

日間部：35名

進學及在職班

：6名

1.限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教育部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大專階段)且已於

  教育部特教網登錄之家境清寒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大學部70分、研究生80分

  ，操行80分以上，體育及格 (無體育成績

  者不受此限制)，新生免驗成績。

3.研究生限一、二年級申請。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新生

  不用繳交）

3.身心障礙證明或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影本

4.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許詩英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4,000 1名

1.限中文系日間部家境清寒之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各科及格，操行、體育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逸璋紀念

獎 學 金
日間部：2,000 1名

1.限歷史系家境清寒學生申請。

2.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均在80分以上、體

  育70分（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遺愛獎學金 日間部：3,000 5名

1.限家長現為本校工友之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操行80分以上。

3.家境清寒。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淡江大學服務證影本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5.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9月25日

權 小 衡

獎 學 金
日間部：3,000  1名

1.限家長現服務於台糖公司或其所屬事業單

  位之日間部家境清寒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操行80分以上，體

  育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家長服務單位證明影

  本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居偉立女士

獎  學  金
日間部：10,000 1名

1.限資圖系二、三年級女生申請。

2.前學年學業及操行均在80分以上，體育70

  分（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3.家境確實清寒經系主任簽證。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友愛獎學金

日間部：3,000

進學班：2,100

二年制在職班：

        2,700

日、進學、在

職班每系各1名

1.家境清寒，就讀本校期間曾參加校內、外

  單位舉辦之校外公益( 非營利、非商業、

  非打工性質 )服務累計16小時(含)以上且

  領有證明者。

2.前學期學業成績65分以上，操行、校園與

  社區服務學習成績80分以上，體育及格(

  無體育、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績者不受

  此限制)。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公益服務時數（擔任

  志工）16小時證明，

  如本校社會服務隊出

  隊證明...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夜間校友

獎 學 金
進學班：3,000 1名

1.限進學班家境清寒學生申請。

2.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操行80分

  ，體育成績及格（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

  制）。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廣三企業集

團曾總裁

正仁獎學金

日間部：3,000

4名：文、外語

學院各1名、商

管學院2名

1.限文、外語、商管學院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85分、操行成績80分以

  上。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林壽禎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6,000

理學院：3名

工學院：4名

1.限理、工學院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80分以上。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李宏志

先生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生化組5名

材化組5名

1.限化學系家境清寒之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含)以上。

3.德智體群四育兼優。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周秋火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理學院：2名

工學院：2名

1.限理、工學院日間部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操行80分以上。

3.曾擔任校隊代表學校參加各項體育競賽，

    或曾擔任校內社團幹部、班代表者。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課外組、系主任、或

  體育處等相關單位證

  明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何香先生

紀念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2名

1.限化學系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以上、德智體群四育

  兼優。

3.群育優秀。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群育優秀證明：如社

　團經歷證明、或參與

　各項服務證明…

4.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榮譽教授

林雲山先生

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生化組2名

材化組2名

1.限化學系學生申請。

2.前學期學業成績70分(含)以上，操行、體

  育及格 (無體育成績者不受此限制)。

3.不接受已領有超過本獎全額之獎學金者申

  請。

1.申請書

2.前學期成績單

3.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紀鎮江

先生獎學金
日間部：10,000 2名

1.限英文系學生申請。

2.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操行80

  分以上。

3.以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優且家境清寒者優先

  考量。

1.申請書

2.前學年(106)成績單

3.德智體群美五育特殊

  表現證明

4.家境清寒具體說明書

5.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

  面影本

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