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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分發入學招生規定 
 

110.7.5 招聯會第 8屆常務委員會第 1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8.3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100093889號函核定 
 

一、 本規定為聯合辦理各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工作，特依「大學法」第 24條、「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 19條及「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有關規定訂定之。 

二、 依「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組織辦法」規定，設「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委員會」，辦理大學分發入學招生(以下簡稱「本招生」)之聯合分發事宜。 

三、 本招生使用當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及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之相關考生基本資料、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分科測驗成績、術科考試成績及近三年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辦理之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成績，作為分發錄取之依據。 

四、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得以採計科目組合成績訂定最低登記標準，但採計術科之組合不受

此限。該標準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於考生登記志願前公布。 

五、 各大學校系可訂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及至多 2科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檢定標準；並應

於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術科考試中訂定 3至 5科作為採計科目，分科測驗至少須採計 1

科。大學校系可依採計科目成績 1.00、1.25、1.50、1.75、2.00加權方式處理，且須於採計

科目中訂定同分參酌之順序。 

六、 參加本招生之各大學校系及其使用考試成績之方式、證明文件審查辦理方式、登記程序、分發

程序、複查及改補分發、申訴處理、註冊入學等相關事項，以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簡

章」(以下簡稱「招生簡章」)及「大學分發入學登記相關資訊」所訂為準。 

七、 參加本招生之各大學，其招生名額佔該校當學年度新生招生總名額之比率，以不低於 40%為

原則。但有特殊需求，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者，不在此限。招生名額於「大學分發入學登記相關

資訊」中公告，若因其他招生管道增額或缺額致招生名額調整流用時，則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委員會於考生登記志願前公布。 

八、 登記分發資格：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相關規定，且不具有當學年度大專院校(含軍事學校)甄選、甄試、申請等招生管道錄取資

格者，始得參加登記分發。其詳細登記分發資格依招生簡章所列為準。 

九、 考生應依招生簡章規定之時程，辦理學力、特種生及聽覺障礙證明文件審查，依審查通過後

身分於網路辦理登記志願。 

十、 本招生以考生之考試成績及分發志願表之志願順序，並依校系所定之檢定及成績計算方式擇

優錄取；如遇同分時，再依校系所定之參酌項目及順序擇優錄取；若參酌至最後一項之結果

仍相同，則超額之同分者一併錄取。 

十一、 錄取考生名單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於8月中旬前公告，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大學因校

內行政疏失致需增額錄取者，應提經該大學校級招生委員會決定，並將會議紀錄連同招生

檢討報告等相關證明文件，於事實確認後一個月內函報教育部核定。 

十二、 考生經分發錄取後，應依各校規定註冊時間，攜帶學力證件等，辦理註冊入學。 

十三、 本會工作人員對於相關分發工作負有保密義務，若有三等親屬參加本項招生者，應予迴

避。 

十四、 有關招生簡章疑義事項及其他未盡事宜，由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

之。 

十五、 本規定經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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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招生學校通訊、住宿及獎助學金資料概況 

國立臺灣大學(00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網址： https：//www.ntu.edu.tw  

電話： (02)33662388轉 202～222、224、225  傳真： (02)23638200  
二、住宿狀況： 
本校現有學生宿舍 26 棟(含與太子建設公司合作之 BOT 宿舍)，住宿人數約 12,000 人。校內大學部住宿費每學期 7,900
元至 11,900 元，住宿押金 1,700 元至 3,100 元。BOT 住宿費每月單人房 7,800 元、雙人房 5,100 元、3人房 4,600 元。
校內新生宿舍學生暑假不住宿，高年級宿舍學生預收暑期住宿費；因校內床位尚不足，目前僅限學生本人及父、母皆設
籍於臺北市、新北市以外滿二年以上者或設籍於新北市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雙溪、平溪、坪林、烏
來、石碇等 11區滿二年以上者才可申請。BOT 宿舍於大一入學時僅限設籍雙北市以外學生可申請，雙北市學生後續可排
期中候補，或升大二時再行申請。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臺大傅鐘獎學金 入學成績優異或曾獲國際重要競賽獎項或其他優秀表現者，每學期 10萬元。 

臺大希望獎學金 領有政府核發低收入每年補助 10 萬元，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每年補助 6萬元。 

臺大希望助學金(甲類)-本項以下為生
輔組辦理獎項 

領有政府核發低收入、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且有教育部減免者，補
助 4萬元，詳網站。 

臺大希望助學金(乙類) 家庭年收入<80萬元、利息<1 萬元及營利<5 萬元，1學年補助 8 萬元，詳網站。 

臺大傑出表現獎學金 獎勵在競賽、學術等表現傑出之學生，個人最高 5 萬元、團體最高 20萬元。 

臺大學生生活學習助學金 
弱勢學生經服務學習單位遴選通過，並參與生活服務學習者，每月核發 6000 元助
學金，詳網站。 

張榮發清寒學生生活扶助金 補助項目包括：生活扶助、急難及災害救助、醫療救助等。 

其他公、私設獎助學金及助學措施 公、私設獎助學金約 250餘項，另有急難救助、學生團體保險等助學措施。 
四、其他說明： 
1.本校除戲劇學系男女生各招收一半外，其餘學系男女生兼收。 
2.錄取新生於 111年 8 月 22 日以前，若未收到新生入學通知單，有關註冊及選課等相關事宜可逕至本校首頁點進「新生」

項目(網址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查詢。 
3.本校學士班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校訂共同必修(國文、英外文、通識、體育)課程及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

分外，尚須依規定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及「進階英語」課程及格，方可畢業。 
4.本校學士班學生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二分之一不及格，且次學期逾三分之一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5.考生欲瞭解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社團活動等其他資訊，可逕至本校網址：https://www.ntu.edu.tw 查詢。 
6.本校獎助學金資訊請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 http://advisory.ntu.edu.tw/查閱。 
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00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網址： https://www.ntnu.edu.tw/  

電話： 02-77491191  傳真： 02-23635695  
二、住宿狀況： 
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和平校區 2 棟、公館校區 3棟，每間 4至 6 人，每學期收費 6,300 至 18,000 元。申請住校之新
生如為僑生、外籍生、身心障礙學生(限第 2、3、7 類)、領有縣市政府核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或設戶籍於
外縣市及新北市（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瑞芳、貢寮、雙溪、平溪、坪林、烏來等十區）者，優先核准住校。設戶
籍並實際居住地為臺北市、新北市者，則依床位狀況抽籤住宿。詳細資料請至本校總務處學生宿舍管理中心網頁查詢：
http://www.ga.ntnu.edu.tw/dorm/。洽詢電話：02-77493322。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五育獎學金 每學期每班推薦 5名(德、智、體、群、美育獎各 1名)，每名 2500元。 

圓夢育才助學金 依身分別核發助學金，每學期 100名，每名 1萬元。 

還願助學金 
優先資助家境清寒、突遭變故、失業、單親或貧困家庭的學生，視經費及學生需求核定名額
及金額。 

弱勢助學金 家庭所得 70 萬以下、利息所得 2萬以下、不動產價值 650萬以下，依所得級距每學年補助。 

急難慰助金 學生本人或家庭發生急難事故者，每名 5000~60000元。 

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較低、經濟現況較困難或年級較低優先核給，每學期 200~300名，每月 6000元。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本校師資生依規定甄選，取得資格次月起並通過學期檢核，視教育部核定名額核發獎學金。 

捐贈獎學金 約 97 種，依各項獎助學金辦法之規定核發獎助學金。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承擔培育我國卓越師資的歷史傳統與重責大任，期能培植更多優質教師投入教育工作。目前主要培育中等學校師

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及幼兒園師資類科，為全國中等學校任教科別最完備的學校；並輔導取得國際文憑教育(IB)
證照，增加海外就業力。每年約有 4~5成新生可於大二甄選為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
詳見師資培育學院網站(https://tecs.otecs.ntnu.edu.tw/)，電話：02-77491231。 

2.本校與全球 386所大學建立姊妹校、進行學生交換、雙聯學制計畫及學術交流，提供赴外研習獎補助，培育學子國際
化視野，資訊詳見國際事務處網站，電話：02-77491282。 

3.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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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00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網址： http://www.nchu.edu.tw  

電話： 04-22840216  傳真： 04-22857329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床位有 3231 床，女生宿舍床位有 2270床，每學期(不含寒、暑假)住宿費 6200元~19481
元(寒暑假住宿費用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住宿借用管理要點」收費)。 2.大學新生保障床位，可視個人需求參加電腦床
位分配。 3.欲瞭解學生宿舍設備，請上網參閱，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osa/dorm/index.html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 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且符合相關成績規定，核發獎學金 3 萬元並減免當學期學雜費。 

興翼獎學金 提供 8 名大一弱勢新生在學 4 年每人每年 10 萬獎學金。 

國立中興大學績優學生獎勵 各班前 3 名，每學期辦理一次，每次兩千至四千元。 

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 
校內弱勢在學生(含新生及轉學生)每人 2~5 萬元不等，實際核發金額及名額依年度預
算調整。 

國立中興大學生活助學金 學生家庭年收七十萬以下可申請保障名額生活學習，每月六千元。 

國立中興大學清寒勤學獎助學金 
學生家庭年收入七十萬元以下且財產總額低於三百萬元以下和汽車一台以內者，每名
兩萬元。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 學生本人及家庭因重大變故遭遇經濟困難得申請急難慰助金，每案慰問金最高三萬元。 

其他校內外捐助獎助學金 
逾兩百餘項，更多獎助學金資訊，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獎助學金」網頁
查詢。 

 

四、其他說明： 

一、本校榮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為中部地區補助金額最高，全國排名前 5之研究型綜合大學，以培育具創新能
力與國際觀之專業人才為目標。設有文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生命
科學院、獸醫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等九大學院，具有一流的師資及設備，完善的教學環境及產學合作成果，為具有
全球競爭力的大學，全國首座有機生態校園，是一所優質的頂尖大學。 

二、本校將於 8 月下旬寄發新生報到通知訊息，如未收到，請至「註冊組網頁」/「新生專區」/「學士班」下載。 
三、本校訂有「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定辦法」、「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勞作教育實施辦法」，學

生須符合規定方可畢業。  
 

國立成功大學(004) 

一、基本資料： 

校址： 701-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電話： 06-2757575*50195  傳真： 06-2766415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大學部宿舍及收費標準請上網查閱，網址:https://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18885.php?Lang=zh-tw。 
2.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將依實際床位狀況，優先安排住宿，設籍在臺南市南區、東區、中西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
永康區、新市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等地區者，另參加 8 至 9月空床位補宿申請作業。 3.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申請
住宿須參加抽籤，因學生宿舍床位有限，設籍在臺南市南區、東區、中西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永康區、新市區、
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等地區者，另參加 8至 9 月空床位補宿申請作業。 4.欲瞭解學生宿舍設備請上網參閱， 網
址:https://housing-osa.ncku.edu.tw/p/412-1052-2430.php?Lang=zh-tw。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獎勵優秀高中生就讀獎學金 獎勵優秀高中生就讀本校獎學金最高40-60萬元，請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網頁/相
關法規查詢。(網址:http://adms-acad.ncku.edu.tw/)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 
1.本國籍在學學生，其全戶家庭年收入低於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門檻，且家庭
無力負擔學生生活費者，每學期提供6個月、每月提供最高1萬元的助學補助。 

2.畢業後有能力時需予捐還。 

晨曦助學金 限大學部清寒學生申請，每學期提供4個月、每月提供3,800元之補助。 

生活助學金 大學部學生經核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資格者，經就讀學系推薦，每學
期提供4個月、每月提供3,000或6,000元之補助。 

清寒學生就學獎補助 具有低收入戶身分，每名每學期補助 18,000元。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金 每名每學年補助 12,000元至 40,000元不等。 

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 學生本人或家庭發生急難事故者，每名 5,000~50,000 元。 

化工系故鍾鼐駒緊急紓困急難救助金 對於遭逢意外傷害或家庭遭變故，經濟頓失依靠之學生，每名 5,000~10,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為培養本校學生勤勞服務的人生觀，並培養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新生必
修服務學習課程(一)(二)(三)。 

2.本校入學新生應遵守英文課程與英語能力指標相關規定，詳細規定請至本校註冊組網頁/相關法規/學籍第 15 項查詢。 
3.有關學校提供之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助學貸款及學生住宿等事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s://web.nck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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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005)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外雙溪校區--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城中校區--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網址： http：//www.scu.edu.tw  

電話： 02-28819471轉 6062至 6069  傳真： 02-28838409  
二、住宿狀況： 
本校現有宿舍係以大一新生為優先，依戶籍遠近進行分配，惟設籍時間應於當地住滿 6個月以上，配宿率約為九成。設
置學生住宿中心專責輔導單位，努力營造宿舍成為一個支持學生學習、幫助學生發展的教育園地。相關軟硬體等民生設
施均相當齊全，宿舍配備錄影監視及刷卡系統管制人員進出，並建構緊急求救安全聯絡網；校外租賃服務部分，本校合
作房東經過初步身分確認，可提供學生相對較為安全的租屋資訊，希望同學能「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培養獨立自主
能力，達到「安住居，樂學業」的目標。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修讀學士學位優秀新生獎勵 每名獎勵等同於學費之金額，依就讀學系學費有所不同。 

修讀學士學位優秀學生獎學金 樂學獎 6,000元，好學獎 4,000元，知學獎 2,000元。 

學生清寒急難救助 10,000元至 50,000 元不等。 

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合計數百項 依各獎學金規定。 

學生工讀助學金 依基本工資時薪核發，視學生工作內容予以調整，分配以經濟弱勢為優先考量。 

弱勢學生助學金 
家庭及利息所得、優惠存款額度、不動產價值及成績皆符合規定且未領政府補助
者，依所得級距補助。 

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符合規定且未領取政府同屬生活費性質補助者，每月核發 6,000元並
須進行服務學習。 

高教深耕扶助攻頂計畫助學金 
符合本計畫規範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且未領取生活助學金者，每月核發 6,000
元並須進行服務學習。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有兩校區：人文社會學院(中文、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社工、音樂)，外國語文學院(英文、日文、德文)，
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微生物、心理)，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資料科學)學生在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外雙溪校區上
課；法學院(法律)，商學院(經濟、會計、企管、國貿、財精、資管)學生在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城中校區上課。 

2.為使學生得以充分運用教學與各項生活資源，法商學院一年級新生每週規劃部分課程至外雙溪校區上課。 
3.學生除須於規定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外，尚須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文能力、資訊能力及

美育活動畢業標準，方得畢業；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協助提昇其能力與素質。 
4.部份學系規劃有學碩士一貫學程獎學金，鼓勵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碩士班。 
5.有關本校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資訊，請逕上本校網頁查詢。 
6.相關獎助學金資訊請至本校德育中心網頁(http://www.scu.edu.tw/life)查詢。  

 

國立政治大學(00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網址： https://www.nccu.edu.tw  

電話： (02)29387892～3  傳真： (02)29387495  
 

二、住宿狀況： 

本校大一新生床位以預留床位數之方式，並依戶籍遠近決定之，條件相同者，抽籤決定。學期住宿費用及宿舍相關規定
請詳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頁(https://osa.nccu.edu.tw)。學年期住宿不含暑假，暑期住宿須另外申請及繳費。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特殊境遇學生還願助學金 每名最高上限 40,000元 

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 每名 40,000 元 

教育部學產基金、羅家倫先生紀念獎學金、王漢風
先生清寒獎學金等上百種 

每名 2,000-50,000 元不等 

大學部學生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經濟困難者優先核給，每月核發 6,000元，
全年發給 8個月為原則 

弱勢學生助學金 
依家庭年所得、利息及不動產價值符合政府規定且未領政府補助，每
學年 5,000-16,500 元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補助 依據本校希望種子培育計畫補助實施要點發給符合資格者補助金額 

學士班學業成績優良獎勵 依據本校學士班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勵辦法標準發給獎勵金 
 

四、其他說明： 

1.本校重視學門領域專業課程，並調整課程結構，降低必修學分數，增加選修學分空間，俾利學生發展第二專長。本校
通識教育含語文、人文、自然、社會、資訊及書院領域，發展系列核心通識課程，統整跨領域知識，培養學生各項核
心能力。此外，本校與全球 70 餘國 540多所國外知名大學簽訂超過 900 項研究與學生交換等學術合作協議，並提供短
期出國進修獎學金，鼓勵學生善用就學期間增進國際學習經驗。 

2.本校有自治性、學術性、藝術性、聯誼性、服務性、體適能等六大屬性約計 200個學生社團，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管
道，並培養獨立自主之能力。另有志工團體，鼓勵學生貢獻所學，服務社會。 

3.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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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007) 

一、基本資料： 

校址： 807高雄巿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網址： http：//www.kmu.edu.tw  

電話： 07-3234133  傳真： 07-3234135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建有現代化學生宿舍，學校秉持「全面關懷，主動服務」的理念來服務住宿學生，且有自動刷卡門禁管制
系統並設有安全管理員，有電話、宿網及空調等設施，公共設施包含自修室、視聽室、交誼聽、曬衣間及洗衣房等。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獎勵優秀高中生入學獎學金 詳情請上教務處網站查詢 https://reurl.cc/WLqW8Z 

各類獎助學金 詳情請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查詢 https://reurl.cc/D6XDxe 
 

四、其他說明： 

1.本校各學系為醫藥衛生相關學系，課程或實習具實務操作及與人直接互動的特性，學生必備相當之視覺、聽覺、辦色、
行動、口語溝通及情緒管理能力，以因應日後職場醫療服務或實驗研究所需。 

2.宿舍及獎助學金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輔組網站(https://osa.kmu.edu.tw/index.php/生輔組)，電話
07-3121101#2114 

3.考生欲瞭解本校特色概況等其他資訊，請參閱本校學術單位網站 (https://www.kmu.edu.tw/index.php/教學單位) 
4.本校學生修業期滿前，應符合本校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其標準由各學系另訂之。  
5.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問題請來電或來信(enr@kmu.edu.tw)詢問。  

 

 
 

中原大學(008)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20314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200號  網址： https://www.cycu.edu.tw/  

電話： 03-2652014  傳真： 03-2652019  
 

二、住宿狀況： 

學校有五棟宿舍，總床位數 4,955 床，力行宿舍（男生）為 6人雅房寢室；恩慈宿舍（女生）為 4 人雅房寢室；良善宿
舍（女生）為 4人套房寢室，住宿以大一新生為主。 信實男宿舍、信實女宿舍均為 4人套房寢室，住宿以大二以上學生
為主。 熱誠男宿舍、熱誠女宿舍均為 4人雅房寢室，住宿以大二以上及境外生、研究生為主。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全人榮譽獎 10,000元，每年 50 名為上限，依中原大學全人標竿獎項授予辦法規定辦理。 

清寒學生助學金 每學年 120名，每名助學金 1 萬元。（每學年的第二學期開放申辦）。 

書卷獎及學科優異獎 1,000～2,000元，依中原大學書卷獎及學科優異獎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工讀助學金 計時工讀金依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之時薪標準。 

弱勢學生助學金 
依教育部查核補助級距分 5個等級，補助金額 12,000～35,000元，減輕學生
籌措學費負擔。 

撒瑪利亞急難救助愛心基金 
遇親喪大故、重大意外或患重病急需治療，導致經濟困難，每案最高補助 80,000
元。 

全人標竿獎 
特優獎金 20 萬並登錄大事紀要、陳列校史室、校長推薦升學或就業、升本校
碩士期間學雜費全免。 

更多獎助學金資訊 
校內、外獎助學金共 350餘種，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獎助學金與就學補
助」查詢。 

 

四、其他說明： 

1.學士班入學學生，必須通過本校認定之英文能力鑑定考試，始准予畢業，請詳見「中原大學學生英文畢業門檻作業細
則」。 

2.為培育學生具備新興智慧運算及智慧工廠之跨域專長，電資學院設立人工智慧學士學位學程，可於大學二年級轉入就
學，相關資訊可洽詢本校電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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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00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網址： https://www.thu.edu.tw/  
電話： 總機〈04〉23590121  傳真： 〈04〉23590361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分為第一教學區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第二教學區學生宿舍三部分，共計約 5200 床，學校設有住宿輔導組，
專責輔導、服務住宿學生及協助辦理住宿學習活動。學生宿舍位於校內，四週林蔭環抱，環境優美，宿舍空間屬非集中
式宿舍之地緣特色，發展出不同風格之特色主題村，引導學生參與學習並推動與落實社區營造之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宿
舍裡生活更加豐富多元。寢室為四人一間，內有冷氣、桌椅、衣櫃、床鋪、書架、校內用話機及網路；公共區域設有閱
覽室、討論室、交誼廳、廚房等生活學習空間；公用設備提供飲水機、脫水機、投幣洗衣機及烘乾機；宿舍區內設有餐
廳及便利商店提升生活機能。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符合辦法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依入學管道及成績，分別頒發最低 60,000元，最高
100,000元獎學金。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金 
每學年每班排名前 1、2名者，分別頒發第 1名 10,000 元、第 2名 5,000 元獎學
金及獎狀乙紙。 

東海大學路思義獎學金 應屆畢業生符合每學期排名均為該班前 10%，頒發每名 100,000元獎學金。 

東海大學 TEFA玉山獎學金 二至四年級符合成績規定且參與校內外服務學習 50小時者可申請，獲獎者每學年
頒發 10萬元獎學金。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且每學年班排名前 25 ％可申請，獲獎者每學年頒發 30,000元
獎學金。 

東海大學傳伴國際職場培力獎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且願意於大四參加指定國際職場全職實習者可申請，獲獎者每
月補助 6 千元獎助學金 

東海大學婦女會教育獎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且符合成績規定可申請，獲獎者每學年頒發 40,000元獎助學金。 
弱勢學生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可申請，獲獎者每學年補助 12,000~35,000 元助學金。 
四、其他說明： 
本校設有文、理、工、管理、社會、農、創藝、法、國際 9大學院。2020 年泰晤士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名列全國第三、
私校第一。工學院全數系所通過 IEET工程教育認證；管理學院獲 AACSB國際認證、2021 獲得教育部補助雙語教學計畫，
成為邁向雙語國家的教育基地。培育學生具有 2種語言(外語、程式語言)與 3 項學習(博雅、跨域、數位)為目標，設有
適性轉換跑道機制，可透雙主修(校內、跨校)、輔系、轉系、預轉系、學分學程、微學分課程等多樣的跨域選項，以達
學生畢業後有更多元的發展。277所國際姊妹校、546項國際結盟合約，拓展海外學習與實習。因應未來趨勢全校發展 AI，
培育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雲端服務等人才。不定期就各學習空間(圖書館、宿舍、餐廳、教室、運動環境)更新。
設有優秀新生入學及各項弱勢補助獎助學金，就學無負擔。有關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學金等其他資訊，
請參閱本校資訊網。以上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清華大學(01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校本部)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 
(南大校區)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網址： http://www.nthu.edu.tw/  

電話： 03-5715131  傳真： 03-5743034  
二、住宿狀況： 
一、本校分校本部及南大校區兩部分，分大學部及研究生宿舍： 1.校本部學生宿舍共 22棟，大學部宿舍約四千六百床，
研究生宿舍約一千八百床，綜合宿舍約四百床，共計約六千八百床。 2.南大校區學生宿舍共 5棟，大學部宿舍約七百床，
研究所宿舍約一百床，綜合宿舍約六百床，共計約一千四百床。 二、宿舍費用： 1.校本部住宿費用依齋舍及房型別：
新台幣 6300 元（六人房房型）至 27800元（單人房房型）。 2.南大校區住宿費用依齋舍及房型別：新台幣 7030元（六
人房房型）至 13950元（雙人套房房型）。 三、齋舍、房型、金額等詳情請至住宿組網站查詢：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 四、住宿相關申請流程及說明請上學生住宿組網站詳讀相關公告。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生輔組) 每位 100,000元整。每學年 15 名。 

還願獎學金(清大學生均可申請) (生輔組) 
無力負擔註冊費、生活費者，針對就學貸款不足的部分，視學生實際
需求核定，畢業後捐還。 

逐夢獎學金(生輔組) 鼓勵同學勇於追逐並實現夢想，由委員審查計畫後，核定補助金額。 
學生國際訪問獎(全球處) 20,000元/次，請洽全球事務處 
出國交換生獎學金(全球處) 15,000元/月，請洽全球事務處 
領航計畫獎學金(全球處) 50,000-100,000 元/次，需有配合款，請洽全球事務處。 
兩岸暑期交流獎學金(全球處) 9,000 元/次，請洽全球事務處 
兩岸學期交流獎學金(全球處) 8,000 元/學期，視申請狀況核定，請洽全球事務處 
四、其他說明： 
1.本校除幼教、特教、教科系為師培系外，餘學系欲成為師培生者，需入學後另申請甄選。 
2.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設有「大學部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符合入學成績條件者，於入學當學年度發給 10 萬元，

並免繳當學年度學、雜費。詳細申請資格請參閱本校獎助學金網頁：
https://dgaa.site.nthu.edu.tw/var/file/209/1209/img/295/149556777.pdf 

3.本校設有「旭日獎學金」，提供錄取各系組班之低收、中低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
第 1項第 5款者)，入學後得依本校「旭日獎學金施行要點」提出申請，經旭日獎學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發，獎學金
每年申請一次，最多四年。另有「校內、外獎助學金」請參考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或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03-5711814。 

4.本校理學院與工學院共 6個學系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雙聯學士學位，為 2+2 修讀模式，符合兩校修課規定即可 4年取
得兩校學位；詳情請洽推廣教育中心 03-573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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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01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臺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 100 號  網址： https：//www.cmu.edu.tw  

電話： 04-22053366#1150、1155  傳真： 04-22994296  
 

二、住宿狀況： 

本校台中與北港校區皆備有學生宿舍。台中校本部關懷大樓宿舍一棟，男生床位 296 床、女生床位 318 床，共 614床，

男、女生依樓層分別管理，主要提供遠道之一年級新生住宿，其次依序提供(低收入戶生、身心障礙生、公費生、海外僑

生、外離島生)，若仍有空餘床位，提供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北港校區計有男女生宿舍各一棟，共約 676個床位(男生

床位 208 床、女生床位 468床)。四人一間。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大學部學生學業績優獎學金 每學期核發大學部前三名獎學金，詳見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鼓勵一般及清寒優秀學生就讀本大學獎助學金 獎助金 1-3萬元，詳見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設籍雲林縣就讀本大學北港分部學生助學金 詳見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 

急難救助學金 
最高五萬元。本校學生家庭突遭變故或發生重大意外急難事件皆可提

出申請。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補助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理。 

薪傳還款基金 因家庭因素無法安心就學，經導師推薦，皆可申請。 
 

四、其他說明： 

校內、外獎助學金相關辦法可上本校學務處軍訓暨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s://guide.cmu.edu.tw/)查詢或電 04-22053366

分機 1231洽詢。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01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網址： 
https://exam.nycu.edu.tw 

E-mail:admitbs@nycu.edu.tw  

電話： 03-5131399  傳真： 03-5131598  
 

二、住宿狀況： 

陽明校區住宿狀況：校內宿舍男女各四棟，為雅房或套房，2到 4人一間居多，男床約 1200床、女床 1100 床。依不同房

型收費，每人每學期 9,476元至 36,000 元不等(收費標準依最新公告為準)，大一新生一律住新生宿舍，皆為四人雅房。

大一新生有住宿保障，請配合於公告的申請期間提出申請。此外，公費生、身心障礙生、海外僑生、外籍生、低收入戶

學生及弱勢學生也有優先保障。 交大校區學士班 100%提供宿舍，宿舍相關業務諮詢：住宿服務組電話:03-5131495。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四、其他說明： 

＊陽明校區相關諮詢：電話：02-28267000轉 62299；E-mail：pchung@nycu.edu.tw 

＊交大校區相關諮詢：電話：03-5131399；E-mail：admitbs@n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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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014)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號  網址： http://www.tku.edu.tw  

電話： (02)26215656轉 2513  傳真： (02)26209505  
二、住宿狀況： 
1.淡水校園：現有松濤館、家庭式女生宿舍及淡江學園男、女生宿舍，共 3,195張床位。新生申請宿舍一律至住輔組網
站線上申請，依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新生基本資料檔之個人戶籍地判定距淡水校園遠近進行分配，如某縣市可供分配之
床位不足時，即進行「電腦亂數抽籤」抽出住宿名單。各館設輔導員負責生活輔導與管理，住宿費用詳學務處住輔組網
頁。校外租賃部分：除軍訓室設有賃居服務中心建置雲端生活租屋網頁提供賃屋安全租屋資訊外，並由教官採線上或實
地訪視賃居同學，維護學生權益及住宿安全。2.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全英語學士班及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等 4系另屬「三全學院」(大一、大二須住校)，統一住宿淡江學園學
生宿舍且大三須自費出國至本校指定姊妹校留學 1 年。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內獎學金 共 25 項，每名獎助金額由 2,000元至 2萬元不等，每年提供總金額約 1,700萬元。 

校外獎學金 每學年約 200項，總金額約 400萬元。 

有蓮獎學金 每年捐款總金額 2,000 萬元，優秀學生報考本校，每名獎學金金額 2萬元至 20萬元。 

王紹新捐款獎學金 補助本校經濟不利及學業成績優異、研究傑出學生，本學年度捐款總金額 1,000 萬元。 

清寒助學金、緊急紓困金 清寒助學金每小時 160 元；緊急紓困金 5,000 ~1萬元。 

原住民工讀助學金 具原住民身分學生可提出申請。 

弱勢助學金 符合資格者，每學年可補助 1 萬 2,000元至 3萬 5,000元不等。 

各系提供之獎助學金 依各獎學金規定。 
四、其他說明： 
1.本校實施五學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制度，鼓勵優秀學生繼續在校就讀碩士班。 
2.本校約有 200 個社團，學生必修「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培養「人際關係、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問題解決、批判

思考、創新創意及正向態度」等七大核心能力，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3.學生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應修學分，並通過學校及學系規定之外語能力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4.學生出國留學期間除依海外學校規定繳交該校必要費用外，並須繳交本校 1/4學雜費；交換生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

費，但在姊妹校不須繳學雜費。 
5.2021年連續 24年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企業最愛大學生」，蟬聯私校第 1名。 
6.2021年獲《遠見》雜誌評選「台灣最佳大學」之「文法商類大學」排名全國第 3名，私校第 1名。 
7.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被評定為國際化典範大學。 
8.2021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第 271-280名，全國第 21名；2022年 QS世界大學排名第 1201+名，全國第 22名。 

 

逢甲大學(015)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中市 407802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  網址： https：//www.fcu.edu.tw  

電話： 04-24517250轉 2181  傳真： 04-24512908  
二、住宿狀況： 
福星校區學生宿舍，共提供 3,343 個床位。包含福星女舍 1,621 床、福星男舍 864床，福星男女舍主要為四人雅房，住
宿費每學期男生 16,500元、女生 14,500元，另有逢甲學舍 254床(包含家庭式公寓 41戶及單雙人套房 16間)及精采學
舍 604床(二至四人套房、五人家庭式宿舍)。福星校區內有多功能學習空間、研討室、便利商店、健身房、壘球場、籃
球場、洗衣坊…等，並提供特殊學生優先分配床位等關懷措施。(詳細資訊及申請資格依當年度公告為主)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新生入學鷹揚獎助學金 
凡符合獎勵標準並完成註冊入學者第一學年核給獎學金 6萬元~12萬元在學期間成績優異者
亦可續領。 

住宿優惠 
低收入戶學生，可申請免費住宿，每學期需服務學習 30 小時；中低收入戶學生，可申請優
先住宿。 

弱勢助學學雜費減免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者，可補助 12,000元至 35,000 元不等。 

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 符合就學優待之學生，各項身分須附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每學期減免學雜費 4成~全額。 

生活助學金 符合就學優待或弱勢助學之資格者可提出申請，錄取後每月服務學習 30小時，每月 6仟元。 

校內、外獎學金 
校內獎學金 50餘項金額 2仟至 5萬不等每年核發約 1仟餘萬元；校外獎學金 300餘項最高
金額 10萬元。 

深耕及亞德客有美助學金 
符合就學優待或弱勢助學申請經審核通過後須完成學習輔導機制始得領取每學期 2.5 萬元
學習助學金 

校外租屋補助 
限(中)低收入或符合教育部弱勢助學須填寫申請單並交租賃契約及第二類建物謄本每月補
助 1500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日間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含非本系至少 9 學分)，並通過本校及該系、學位學

程規定之各項考核(畢業條件) 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授予學位。 
2.安定就學請至本校學務處網頁(https://student.life.fcu.edu.tw/assistance)查詢，業務諮詢電話 04-24517250 轉

2515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3.新生入學鷹揚獎助學金請至本校招生網頁(https://www.fcu.edu.tw)查詢，業務諮詢電話 04-24517250 轉 2181。 
4.選送學生出國研修獎學金業務依本校「選送學生出國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諮詢電話 04-24517250 轉 2501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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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01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20317桃園巿中壢區中大路 300號  網址： https://admission.ncu.edu.tw  

電話： 03-4227151轉 57151  傳真： 03-4223474  
 

二、住宿狀況： 

1.大學部一年級新生依其意願保障住宿，並按學系、班級分配床位。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住宿權則採個人申請，並視床
位數以電腦抽籤。 2.宿舍內各項設備及公共設施完善，周邊各項生活機能便利完整，學生於住宿期間可獲得良好的服務
與照顧。 3.學生宿舍業務相關訊息可直接參考本校生活輔導組網頁，網址為：
http://www.cc.ncu.edu.tw/~ncu7221/OSDS/index.php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學士班優秀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獎勵優秀高中生就讀本校，獎額高達 50 萬元，詳細辦法可至本校招
生資訊網查詢。 

補助清寒學生出國研修獎學金辦法 
補助經濟弱勢學生至國外研修，一年最高 50萬元，詳細辦法可至本
校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各項計畫、基金會、校友紀念等獎助學金 依各獎學金規定。 
 

四、其他說明： 

本校學士班學生應依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施行辦法」通過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學習，方得畢業。詳情請閱本校服務學習
施行辦法及服務學習實施細則(中大服務學習網網址:http://service-learning.ncu.edu.tw/)  

 

 
 
 

中國文化大學(017)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網址： http：//www.pccu.edu.tw  

電話： (02)2861-0511、2861-1801  傳真： (02)2861-8701  
 

二、住宿狀況： 

本校校內學生宿舍計有男生宿舍 2棟及女生宿舍 2 棟，共提供 4,254個床位，宿舍環境優雅，設備齊全。宿舍附近均有
餐廳、超商等，生活機能方便。本校亦提供校外賃居服務諮詢，且實施校外賃居生安全訪視。本校詳細宿舍資訊，請至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內獎學金 共 25 項，每名獎助金額由 2,000元至 2萬元不等。 

弱勢助學學雜費減免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者，可補助 12,000元至 35,000 元不等。 

國際移動力獎學金 
鼓勵學生赴海外交換、雙聯、實習或擔任志工等，每位同學可以獲得 2 萬
元不等的獎學金。 

優秀運動員獎助學金 
本校優秀運動員參加奧、亞運、國際錦標賽前三名、大專體總舉辦賽事前
三名及甄審入校生。 

工讀助學金 助學金時薪標準依校內工讀金標準核發。 

生活助學金 
符合弱勢助學資格者可提出申請，錄取後每月服務學習 30 小時，每月 6
仟元。 

校外獎助學金 請至本校首頁最新消息點選獎助學金查詢。 
 

四、其他說明： 

1.本校大學部共 62 個系組，為學系最完備之綜合性大學。入學後享有多元的跨領域學習資源，可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學
分學程，雙主修及輔系，部份學系有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鼓勵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就讀碩士班。 

2.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大學「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學生雙語化學習」、「招生專業化」、「大學 USR計畫」、「推動
課程分流計畫」及獲頒「服務學習示範性計畫」優等獎。 

3.本校與四百多所海外姊妹校進行師生交流，包括雙聯學制及交換學生等，詳細資訊請至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查
閱。 

4.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五年、其餘學系四年)內，除修畢學系組規定之應修科目及學分外，並需符
合各學系組「畢業修業規定」，另須依規定完成「服務學習」、「全人學習護照」、修習「職業倫理」與「中華文化
專題」、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如未通過，本校訂有補救措施），始得畢業，請參閱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相
關法規請至本校教務處教務組、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及各學組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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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018) 

一、基本資料： 
校址： 433303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號  網址： https://www.pu.edu.tw  

電話： 04-26328001轉 11172~6  傳真： 04-26321884  
二、住宿狀況： 
1.學生宿舍：學校有學生宿舍三棟，「思高學苑」住宿費 10,000~13,500 元/每學期；「希嘉學苑」住宿費：8,500~14,000 
元/每學期；「善牧學苑」住宿費： 14,900 元/每學期。並於學校週邊承租「靜宜會館」住宿費 11,000 元/每學期，總
床位數 4,151床，女生床位數 2,525 床、男生床位數 1,626床。 2.校外租屋：租屋費用每人每學期約 15,000~30,000 元，
相關租屋資訊可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址：http://house.hk.edu.tw/housing/index.php）「主題網站→大沙鹿學生租
屋生活網」網頁查詢。 3.校外協議合作宿舍-靜宜蓋夏學苑：（限住女生） （1）天主教教會與本校簽定學生住宿合作
協議之學生宿舍，床位共計 166 床。 （2）住宿費用/每學期：套房 19,200 元；雅房 10,200~17,200 元。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績優新生獎學金-考試分發入學者 
錄取學系採計之分科測驗成績任三科達二科前標及一科均標者，第一
學年發給學雜費同額獎學金。 

大學部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前學年學業成績名列前五名者，依本校獎勵辦法頒給獎學金及獎狀。 

清寒學生助學服務助學金 
約 2200 萬，依本校助學服務金標準(依基本工資)，包含教學及行政
單位助學服務機會。 

其他校內、外各項獎學金 校內外獎學金約多達 160 餘種，金額 2 千~12 萬元不等。 

弱勢學生補助辦法Ａ：弱勢學生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利息所得 2 萬以下與不動產價值 650 萬以
下，補助金額依年收入而定。 

弱勢學生補助辦法Ｂ：住宿優惠 
中低及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優先住宿，符合本校宿舍申請規定之低
收入戶學生可免費住宿。 

弱勢學生補助辦法 C：學生急難救助金 
為救助本校陷於急難之在學學生，特設置靜宜大學學生急難救助基
金，最高金額 3 萬元。 

弱勢學生補助辦法Ｄ：生活助學金 
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前學期成績 60 以上、無其他生活費補助，每
月不超過 30 小時，每月 6千元。 

四、其他說明： 
連續 16年獲教育部獎勵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 4年；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12年)；獲教育部全校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補助(特色績優學校)；教育部指定之「中區台灣文學資源中心」、「中區外語中心」；全國第二所通過資訊安全國際標準
認證(ISO27001)之優質大學。圖書館藏豐富，參與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校園教學區 100%無線網路，學習資源充足。首創
四年雙學位學程，設有教育學程；雙主修比例、輔系比例、國外修習學分數均在私校中名列前茅，除有學海惜珠、學海飛
颺、學海築夢獎學金，更是全國第 1所加入國際學生交換計畫(ISEP)之會員，提供免付國外學費(僅需付靜宜學雜費)之國
際交換學生計畫與各類出國研修獎學金之機會！每年提供超過 6000萬獎助學金，獎優扶弱。除學系專業能力外，重視學生
中文、英文、資訊及體育等基礎能力再精進，輔導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厚植學生學習與就業、升學之最佳實力。  

 

大同大學(01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40 號  網址： http：//www.ttu.edu.tw  
電話： 02-7736-4604  傳真： 02-2585-5215  
二、住宿狀況： 
宿舍設備齊全，提供空調及校園學術網路，並設有會客室、自習室、會議室、閱覽室及休閒活動中心，提供學生讀書、
討論事務、聯誼交流、舉辦活動等，並配合特定節慶日提供湯圓、月餅等，關懷未能返家的住宿同學，營造溫馨、舒適
又安全的居住與學習環境。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尚志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每生最高新台幣 100 萬元，詳細辦法請參閱本校網站。 

校友總會清寒獎助學金 
每年總金額三百萬，每名 1~5 萬，金士頓孫大衛、旭隼謝卓明、賀順李啟銘、萬
寶朱成志等傑出校友捐贈。 

品學兼優獎學金 每學期核發大學部每班前三名品學兼優獎學金。 
工讀助學金 時薪依政府規定辦理，依實際工讀時數發給。 
英日語能力及其他專業證照獎學金 本校學生通過英、日語及其他證照檢定，依本校辦法頒發獎學金。 
緊急紓困助學金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或經濟困頓者給予 5,000~5萬元不等之補助。 
弱勢學生助學 家庭年收入 70萬以下，依家庭年所得分別給予 1.2~3.5 萬之學費補助。 
學生赴境外學校交流獎助學金 補助學生至國外姐妹校交流，依助學金辦法核發助學金。 
四、其他說明： 
一、位居臺北市中心，交通便捷，鄰近捷運圓山站及中山國小站。校區綠蔭如都會公園，教學設施齊備。 
二、宿舍供應充分，北北基以外縣市學生可申請入住，周遭生活機能完善，花博園區及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多處藝文資源

近在咫尺。 
三、建校超過 60年，以建教合作著稱，教學注重動手實作與產業實務。歷年畢業校友不論繼續深造或投入就業均卓然有

成，傑出校友遍佈各領域。 
四、辦學績效優異，連年榮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獎助」。各系所皆通過教育部系所評鑑、IEET工程教育或設計

教育認證。 
五、積極發展國際化，強化學生移動力，與多所海外姊妹校雙向交流，並有雙聯學位合作。 
六、注重外語教學，英、日雙外語必修。各學系依其性質需求，設定英文能力檢定畢業標準，並設有英語學習輔導方案。 
七、提供多項入學及在學獎學金，其中尚志獎助學金最多八學期共壹佰萬元；並與大同公司建教合作，設置 T-Star專案

擇優保證就業。 
八、提供弱勢及原住民籍學生多項學習及工讀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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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02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4206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網址： http://www.fju.edu.tw/  

電話： (02)2905-3014  傳真： (02)2904-9088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有 7棟，男生 1659 床，女生 2908 床，床位數共計 4567床。寢室除提供應有設備外，另附設 24小時有線網路
等。宿舍附近均有餐廳、超商，生活機能方便。相關訊息請參閱宿舍服務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dsc.fju.edu.tw/。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弱勢助學金 依家庭年收入補助 12,000~3,5000 元不等 

生活助學金及清寒助學金 每月 6,000 元，每學期 3個月（需生活服務學習） 

輔仁書卷獎獎學金 4,000~10,000 元 

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獎學金 50,000 元 

校內多種獎助學金 4,000~10,000 元 

校外各項獎助學金約 250 種 依各項獎助學金辦法 
 

四、其他說明： 

1.本校現有 12個學院、46個學系、3個學位學程，是一所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並重的綜合大學，提供豐富多元的課程，
學生可自由選讀輔系與雙主修。本校為世界天主教大學聯盟之成員，在國際上著有聲譽。 

2.本校重視教學創新與師生互動，連續多年獲得教育部獎助深耕計畫之肯定。 
3.本校將英文與資訊等二項基本能力列入畢業條件，相關規定及各學系(學位學程)修課、畢業要求請詳閱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網頁網址：http://www.hec.fju.edu.tw/ 與各招生學系(學位學程)公告之「修業規則」。 
4.校內、外獎助學金約 300種，每年獎助學金總金額約計 3億元。 
5.有關本校其他資訊請上網 http://www.fju.edu.tw/查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02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02301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  網址： https://www.ntou.edu.tw/  

電話： 02-24622192 #1025~1033  傳真： 02-24620846  
 

二、住宿狀況： 

本校現有男生宿舍 2棟，女生宿舍 1 棟，男女生共用宿舍 1棟，國際學生男生宿舍 1 棟，共計 5 棟。男生 1,881 床，女
生 1,034 床，共可容納學生 2,915 人。本校宿舍皆為四人一間寢室，並設有身心障礙寢室，每間寢室設有床、衣櫃、書
桌椅、冷氣、有線網路等設備。校內各宿舍配置 1 名宿舍輔導老師，並有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提供住宿同學生活上之協
助。為協助大一新生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避免因對學校周遭不熟悉致校外租屋不便，將保留床位予日間學制大學部一年
級新生(設籍基隆市除外)，但須依規定時間內至教學務系統之學生宿舍管理系統中提出各項申請。住宿相關訊息以住輔
組網頁最新消息(網址: https://stu.ntou.edu.tw/p/412-1023-7545.php?Lang=zh-tw)為主。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海洋書卷獎學金 每人每學期 6,000~10,000元 

校內清寒獎學金 每人每學期最高 25,000元 

校內外獎助學金約 200 項 依各獎學金辦法實施 

學生急難救助 視急難情況補助 

兼任助理助學金 依勞動部公布之時薪為準 

啟航還願獎學金 每人每學期最高 30,000元 

弱勢助學措施 
補助學雜費 5,000~16,500元，低收學生住宿免費，中低收優先提供
住宿、弱勢生校外租金補貼 

 

四、其他說明： 

1.2005年起連續榮獲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教學卓越計畫獎助，為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兼具的海洋頂尖
大學，具國際化與高就業力，設有「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生最快可於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本校大學部新生
入學獎勵措施，最高可獲得三百萬獎學金，鼓勵優秀學生就讀。 

2.位於大台北地區的基隆市，山海校園、景色優美，生活機能優且交通便捷，到臺北市僅需 30 分鐘。 
3.馬祖校區三個學位學程(學系)，大一於基隆研修基礎專業課程、大二至馬祖校區研修共同專業課程、大三至大四於基

隆依興趣選擇適當學系(學程)修習跨領域課程，另安排企業實習。提供優秀入學獎助學金(每名 3萬元，每系各入學管
道共 3名)；在馬祖校區就學期間連江縣政府補助每人就學津貼，本校亦提供每人獎助學金。馬祖校區緊鄰坂里沙灘、
芹壁社區。請見學系備註及「招生資訊網」。 

4.學生需修習服務學習、至少一學期游泳課程，具免修條件者得申請之；有英文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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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02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1.和平校區：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2.燕巢校區：824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中路 62號  

網址： https://w3.nknu.edu.tw/zh/  

電話： 07-7172930轉 1112  傳真： 07-7262447  
二、住宿狀況： 
本校和平校區現有大學部男、女生宿舍共四棟、研究生宿舍一棟，可容納學生 1,730 人(含 5 間愛心房)，燕巢校區男、
女生宿舍共四棟可容納學生 1,800 人(含 10間愛心房)。理學院、科技學院於高雄市燕巢校區修課及住宿，教育、文學、
藝術等學院於高雄市和平校區修課及住宿。兩校區宿舍內均設有交誼廳並裝設大型電視，收視中華電信 MOD、健身休閒設
施、宿網使用中華電信光纖寬頻、投幣式自助洗、烘衣機、免費 RO 冰溫熱飲水機、24 小時熱水沐浴設備等相關生活設施，
宿舍每間寢室均裝設冷氣空調設備，並有教官與舍務員二十四小時值勤及保全監視系統。兩校區均設有自助餐廳與冷熱
飲部、圖書文具百貨部、影印部、郵局、郵局自動提款機及超商或百貨小舖。兩校區均提供學生完善之食、衣、住、行、
育、樂之必備設施，讓同學住的有如家的感覺。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獎學金 
由前三志願入學本校之正取生中選出成績最優秀之前三名；每名頒發
獎學金新台幣 25000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業成績優良學生奬學金 
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學生，學業總平均成績為其班級之前三名者；每名
4000~8000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學習成績優良獎學金 每學年通識成績定案後，取各學院第一名，每名 4000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原住民學生獎學金 
協助本校經濟弱勢原住民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給予生活補助；每學年 6
名，每名 6000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優秀學生獎學金 
獎勵並表揚本校德行優良、成就傑出，對學校、社會有具體貢獻與成
就之學生，每名 2000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服務學習獎勵金 
透過志願服務形式，從服務中學習成長，對校內外社區或非營利組織
等有所貢獻，每隊 5000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有和平校區與燕巢校區，備有兩校區間便捷交通車。 
2.本校學士班分「師資培育學系」、「並行學系」、「非師資培育學系」(詳各學系備註欄)。未取得學系師資培育資格

之學生，得於在校期間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通過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考試，取得修讀教育學程資格。 
3.本校積極推動國際化，提供學生出國交換、海外實習見習的機會，強化師生國際參與，提升國際競爭力。 
4.本校訂有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優秀學生如續讀本校碩士班，可縮短修業年限並達連續學習之效。 
5.有關本校各學系說明、住宿及各類獎助學金資訊請至本校網址(https://w3.nknu.edu.tw/zh/)查詢。 
6.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02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進德校區)彰化市進德路 1號 
(寶山校區)彰化市師大路 2號  

網址： http://www.ncue.edu.tw  

電話： 04-7232105分機 5636  傳真： 04-7211154  
二、住宿狀況： 
本校有進德校區及寶山校區，計有七棟學生宿舍，可提供全校 3,300床，寶山校區三個院(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工學院
及管理學院)之學生(含新生)配住寶山校區宿舍，其餘學院學生配住進德校區宿舍。每棟宿舍設有交誼廳、學習專區、投
幣式自助洗、烘衣機、脫水機、飲水機等生活設施，寢室內均裝設冷氣設備(冷氣電費自付)及有線網路，宿舍大廳設有
免費的 Wi-Fi，宿舍外設有機腳踏車停車棚，周圍環境優雅。宿舍透過門禁刷卡進出，並裝設監視器，每校區各配置 1
位宿舍管理員，以維護宿舍安全。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學行優良獎學金 大學部各班前三名，並符合修習學分數等資格者，第 1名 8千元、第 2 名 6千元、第 3名 4 千元。 

傑出才能獎學金 代表學校參加各項競賽獲獎者，個人最高獎金 5千元、團體競賽最高獎金 1萬元。 

服務奉獻獎學金 擔任社團幹部或志工表現優異，獲獎者最高獎學金 5千元、每學年分項人數不超過 10 人為原則。 

校內代辦獎助學金 依經濟不利身分或志工服務等類依各代辦獎助金辦法審核，每學年名額百餘人，金額最高為 3萬元。 

學生急難扶助金 學生家中發生急難事故，致生活困危者，每名每學年最高 5萬元。 

特殊教育獎助學金 分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二類，獲獎者每學年每名 1 萬元至 4萬元不等。 

揚鷹計畫獎勵金 教學相長、國考拔尖、通才培訓獎勵金及新鮮人助學金，單項每學期最高 2萬元，經費視預算而定。 

其他各項獎助學金資訊 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查詢 http://stuaff01.ncue.edu.tw/ 
四、其他說明： 
1.就讀本校除修習一般大學課程，另有「微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等可供選擇。 
2.學生欲修習「教育學程」，相關資訊及規定請詳見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3.本校戮力推動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全球姊妹校逾 210 所，並與姊妹校簽署雙聯學制，提供學生出國交換、實

見習與獲取國外學位的機會，詳洽國際處。 
4.本校訂有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以鼓勵優秀學生連續學習且可縮短修業年限(得於 5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

位)。 
5.【學生住宿】、【助學貸款】、【各項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請詳見學務處網頁。 
6.本校有兩個校區：進德校區及寶山校區。兩校區於學期間平日定時有交通車往返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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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02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網址： http://www.csmu.edu.tw  

電話： 04-24730022#11118  傳真： 04-24754392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女生第一宿舍為二人及三人套房，每學期住宿費分別為 25,000元、23,000 元及 17,500 元；
男生宿舍暨女生第二宿舍座落於台中市南區高工路上由國宅改裝之宿舍，依房間坪數和各戶公共空間大小之比例，區分
為小、中、大及超大雅房，每學期收費 21,500 元~26,000 元左右不等。 2、宿舍的消防及警報系統設置周全，重要通道
設有監視系統，提供電話、網路、冷氣、自助洗衣及烘衣機、飲水機、刷卡系統等設備，本校聘有全天候之保全及舍輔
人員等，負責學生進出之管控、郵件收領與住宿區及週邊巡邏安全防護等工作。 3、宿舍以 10:7 的房間數比例，分別提
供給新舊生住宿為原則，若床位未敷新生需求時，則以戶籍地遠近決定之，以具中低收入戶子女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同
學優先分配。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績優獎學金 每學期前三等成績優良學生提供績優獎學金。第一等 5000 元、第二等 3500 元。 

專業學術或技(藝)能競賽績優獎學金 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全國或區域性專業競賽，成績優異者。 

低收入戶學生補助獎學金 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助學金，每學期提供校內宿舍住宿最低補助。 

弱勢學生補助學金 資格審核通過，全學年補助 5000元~35000元助學金。 

各類運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參加大專運動會、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競賽及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競賽。 

品德楷模獎學金 為鼓勵本校學生敦品勵學及增進對校訓認同之精神，有具體事實足為楷模者。 

英語檢定證照獎學金 
有學籍之在校學生，通過學校規定英語檢定證照者，每人限申請一次，獎學金
2000元 

軍公教遺族學生補助學金 經教育部核准持有撫卹金等成績優異者，補助學金 7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學生須於修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之應修科目(含實習及體育)、學分數與修習規範外，另須通過「服務教育」、「英
文能力」、「體適能能力」及「深化醫能力百分百」之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2、本校為提升學生國際視野與國際交流，提供學生與境外大學締結姐妹校關係、簽訂學術合作合約及學生赴國外姐妹校
短期實習。 

3、本校為培育學生多元專長與能力，規劃多元的跨領域及跨校學習資源，修習雙主修、輔系或跨領域學程 ，以精進就
業競爭力。 

4、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碩士班，實施學、碩士五年一貫學位制度。 
5、有關各系所之教學特色及資源、各項獎助學金、社團活動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站查詢。 
以上各項說明若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國立中山大學(027) 

一、基本資料： 

校址： 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號  網址： https://www.nsysu.edu.tw/  

電話： (07)5252000轉 2140～2143、2145～2146  傳真： (07)5252920  
 

二、住宿狀況： 

大學部住宿申請及床位分配，原則上以大學部一、二年級學生為優先，床位不足時，以距離遠者為原則；大三、大四學
生住宿申請依床位數採抽籤方式分配，並按系統排序為原則；各年級分配之細節及例外，仍以宿服中心網頁即時公告內
容為準，請定期參閱網頁公告，以維護住宿權益。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內獎學金 含各項捐助獎學金、特殊教育學生及原住民助學金等。獎勵金額：5000~5萬元。 

校外獎學金 
含各縣市、同鄉會、清寒、學業優秀獎學金等，約 100個提供單位。獎勵金額：
依提供單位而定。 

西灣圓夢獎助學金 
低收及中低收學生大 1 每學期 5萬。大 2至大 4符合成績標準及取得研習時數者，
每學期續領 2.5 萬。 

大學部學生書香獎 
學生所選科目學分數需符合規定，學業成績班上前 5%且無不及格科目、操行成績
A-等第(百分制 80分)以上。每名 6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除劇場藝術學系男女各招收一半外，其他學系男女兼收。 
2、入學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前，需依規定修畢「語文課程：英語文」領域課程 4學分(未經開課單位核准者不得跳級修

習)，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標準」，方得畢業。詳細資料請逕至 1.西灣學院/法規&表單/學生專區或 2.西灣學院/
全英語卓越教學中心/相關活動消息/英語文能力認證查詢。 

3、轉系規定：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得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申請轉系。 
4、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必修科目表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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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03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9號  網址： https：//www.cgu.edu.tw  

電話： 03-2118800分機 3370  傳真： 03-2118700  
二、住宿狀況： 
1.本校位於台北市近郊之林口台地，校園景緻優美，校區內共計有 5棟學生宿舍，大一至大四就學期間百分之百提供床
位。 2.大學部宿舍寢室為四人套房，每學期住宿費依棟別收費，每間寢室配備有冷暖氣機、每床位均設置網點，各層樓
設有交誼廳、洗衣間、茶水間等公共設施，每棟樓皆有規劃自修室，提供學生優良的住宿環境。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大學部優秀新生獎助學金 金質獎 100萬；銀質獎 40萬 

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第一名 10,000元，第二名 7,000元，第三名 4,000 元。 

體育成績優良、服務成績優良或特殊才藝獎學金 1,000~3,000 元 

黃秋澄、謝貴雄醫師、許玉樱、陳亭儒清寒獎學金；
黃明達、張吳名任、晴揚先生獎學金 

10,000 元~30,000 元由當年度孳息而定 

經濟不利學生助學措施：成績優異獎學金、學習助
學金、實務課程補助、技能檢定補助 

1,000 元~36,000 元，依各措施規定獎助金額核發 

各類清寒助學金（含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等七
類 

發給每學期 5,000 元～25,000 元及住宿費全免(低收入戶學生、清寒
僑生)等 

急難救助金 視急難情形發給 5,000～50,000 元不等 

助學生助學金 
一般性工讀：工讀時薪依行政院規定計薪。技術性工讀：以「一般性
工讀」時薪為基準，增加 30 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每學年提供高額獎助學金。為了延攬優秀學子入學，另額外提供多元獎助學金，設置專屬榮譽學程，培育新時代

跨領域斜槓人才。https://recruit.cgu.edu.tw/ 
2.低收入戶生免學雜費，每學期 25,000 元生活費及全額住宿費補助。 
3.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學生需依各學系規定參加暑期實習。 
4.台塑企業公費生制度，培育學有專精人才。 
5.各學系修業年限及休學規定，請查閱「長庚大學學則」。新生辦理保留入學需因重病、重大事項或低收入戶並具有效

證明者始得提出申請。 
6.本校學士班學生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及「深耕學園」課程，始具畢業資格，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語文中心及學務處網

頁公告。 
7.本校提供學生 100%住宿需求，校區內設有郵局、便利商店、影印店、文具店、資訊 3C 服務中心及多家餐廳，並有免費

交通車往返林口長庚醫院。 
8.本校校園外有桃園機場捷運 A7 體育大學站，步行約 10-15分鐘即可抵達校區、或可轉乘公車及免費接駁車、Ubike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03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40306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網址： https://www.ntcu.edu.tw  

電話： 04-22183199  傳真： 04-22183130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建有四棟學生宿舍，分為莊敬苑、大詠絮樓、小詠絮樓及迎曦樓(男生宿舍)，共提供女生床位 1378床，男生床位
603床。 2.迎曦樓及大詠絮樓為 10層樓之現代建物，小詠絮樓為 4層建物安靜舒適，莊敬苑位於民生校區內溫馨幽雅，
附近有完善的餐廳，交通往來便利，有郵局、銀行、便利商店、五金賣場等能隨時滿足生活物品採購需求。 3.宿舍採門
禁系統刷卡進出的安全管理，夜間 11:30熄大燈。寢室為 4人或 6人一間，為「上床鋪下書桌」之一人一位格式。冷氣
為冷氣卡加值模式自行付費。宿舍內浴室、廁所及曬衣場均提供學生統一共用。 4.大一新生戶籍地非臺中市者，採申請
後優先保障床位；戶籍地為臺中市者仍可申請，唯須依剩餘床位按 Google Map 換算學生戶籍地與本校距離，由距離遠至
近之順序進行分配。 5.住宿管理辦法可參閱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要點」相關法令規章。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菁英獎 二至四年級，每班一名，每名新臺幣 10,000 元 

清寒優秀獎學金 每人新臺幣 10,000 元 

校友總會獎學金 每系一名，每人新臺幣 6,000 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 年收入 70 萬以下，符合資格者補助新臺幣 5,000 至 16,500 元不等 

急難救助 每案最高新臺幣 40,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錄取名額為自費生（公費生組除外）。 
2.本校學士班學生應符合本校學則第 52 條規定，始得畢業。 
3.本校學生須通過各學系規定之語文基本能力要求，方具畢業資格；如未通過者，可依補救措施，提升其能力以符標準。 
4.本校全師培學系為「教育、特教、幼教」3個學系，入學後可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但以外加名額方式就讀者，經教育部

核准後，方可修習師資培育課程。 
5.本校師培並行學系為「體育、語教、區社、諮心、美術、音樂、台語、英語、數教、科教」10個學系，欲修習師資培

育課程需通過甄選，並得補助教育學分費。 
6.本校非師培學系為「資工、數位、國企、文創」4個學系，欲修習師資培育課程需通過甄選，並需收取教育學分費。 
7.本校學生可參加中教、小教、幼教學程甄選。 
8.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則」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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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03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1067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網址： https://www.ntue.edu.tw  

電話： (02)27321104#82225  傳真： (02)23777008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床位有限，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規定，本校學生除設籍臺北市、新北市捷運通行地區、
有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安全之虞者外，均可於規定期限內申請住宿一般寢室；身心障礙學生、家境清寒並
持有地方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原住民與離島保送生、大一新生，得依規定優先依序分配床位。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 每學年每學系 1 名，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最高減免 4年。 

學期獎學金 
每學年每班組以本校前一學期成績為準擇優錄取 3 名，分別發給 5000、
4000、3000元。 

傑出表現獎學金 每學年視申請者表現擇優錄取，個人傑出表現獎學金每名 1萬元為上限。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就學補助 
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且符合財產規定者，每學年核給 5000元至 16500
元不等。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生活助學金 
符合資格者，依學校安排於課餘時間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每月核發 10名，
每名 6000元，一年計 9個月。 

清寒助學金 每學系推薦家境清寒一年級學生，經審核每班至多 2名，核給 5000 元。 

低收入戶助學金 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及格且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每名核給 5000元。 

經濟弱勢原住民族師資生助學計畫 
補助原住民族師資生學雜費、住宿費及助學金（每月 8000 元，一年 12個
月），經審核至多補助 4年。 

 

四、其他說明： 

一、為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校就讀，特設置「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每學年每學系乙名（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以日間學
制碩士班學生為獎勵對象），學雜費、學分費全額減免。 

二、為培育原住民族師資生，本校原住民族學生經甄選為師資生者，學雜費及住宿費全額減免。 
三、本校設有國小（含雙語師資）、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程，入學後欲取得修習資格，須經申請核准、學系或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處甄選通過。學生修習或採認各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師資格之取得，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四、本校提供各類入學管道學生優厚獎助學金及弱勢助學等資源，詳見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https://dsa.ntue.edu.tw/life「獎、助學金專區」。  

 

 
 

國立臺南大學(03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700301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網址： http://www.nutn.edu.tw  

電話： 06-2133111轉 242  傳真： 06-2149605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採新生優先保障制度，只要於作業期限內提出申請即有住宿床位。提供宿舍網路，另設有學生交誼廳、自修室、
室外中庭、獨立的衛浴空間、身心障礙專用馬桶及衛浴空間、小型儲藏室等設施。 詳見本校學務處生輔組
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dorms.html。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新生入學獎學金 
以前五志願登記錄取就讀，成績為各學系分數最高者，且學系採計科
目均達前標者，每學期 5萬元。 

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金 通過審查之清寒學生每學期助學金 2 萬 5千元。 
 

四、其他說明： 

1.為鼓勵優秀高中生就讀，特訂定「新生入學獎勵辦法」，請參見網址
http://academic.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showlist&id=15&index=1。 

2.本校學生均可依規定參加教育學程甄試，本校開辦中學、國小、特教、幼教等四類學程，有關教師資格之取得及服務
之權利義務，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資訊請詳見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http://www.nutn.edu.tw/gac201/。公費生依規定負有實習及服務義務，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本校學士班學生修業年限 4 年，所修學分總數至少 128 學分，若加修教育學程者依師培中心規定辦理。學生修畢該學
系規定科目與學分，並通過本校「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及「學生通識護照實施要點」規定之檢核標準者，
准予畢(結)業。 

4.有關各項獎學金及社團資訊請詳見本校學務處：http://www2.nutn.edu.tw/gac320/2016site/schola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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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034) 

一、基本資料： 
校址： 9743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號  網址： https://www.ndhu.edu.tw  

電話： 03-8906142~6  傳真： 03-8900121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床位共計 6,200 床，住宿設施齊備，進出配有錄影監視及刷卡管制系統，除建構住宿安全機制，另成立學
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致力提供住宿生舒適且優質之住宿服務品質。此外，為使學生安心求學免去陌生環境與經濟之
憂慮，本校提供新生享有兩年保障住宿權，另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以及工讀之機會。校外租賃安全服務部分，
實施校外賃居輔訪，建立網路租屋資訊審核機制，更定期實施校外學生租屋建物安全評核與認證，為校外租屋安全與品
質把關，進而達到「租得安心，住得放心」之目標。校內外住宿訊息請至網頁學務處學生生活輔導組查詢。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菁英學生入學獎學金 符合獎勵辦法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依入學管道及成績，分別給予獎學金。 

東部(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符合獎勵辦法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依入學管道及成績，分別給予學雜費減免。 

書卷獎 每學期成績優異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本校「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 
成績優異達規定標準，就讀本校碩、博班者，得申請獎學金 2萬 5 仟元至 6 萬
元。 

本校「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成績達規定標準者均得申請，每學年 5 萬元整。 

本校「花蓮普明寺洋霞教育獎學金」 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成績達規定標準者均得申請，每學年 1 萬元整。 

本校「張水治女士愛心獎助獎學金」 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重大變故，成績達規定標準者均得申請，每學年 2 萬元整。 

更多獎學金資訊 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站 (https://reurl.cc/N6Gxyq)查詢。 
四、其他說明： 
本校位於秀美的海岸山脈與壯麗的中央山脈間，自然與人文的優美景緻，不僅可濡染天地山海靈氣，更有頂天立地的自
在與遼闊。期待你的加入，與一群滿懷理想的師友，一同揮灑青春，共創生命驚奇。 
1.大學部課程模組「學程化」，鼓勵雙主修或主修加副修，增長跨領域能力，提升未來升學或就業競爭力。大學可預選

碩士班課程，五年可獲學、碩士學位。 
2.學生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之應修學分，另需通過英語畢業檢定標準、達成相當等級(或更高等級)之程式

設計能力畢業標準及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含服務學習)等要求，方得畢業。 
3.宿舍環境優美，新生享有兩年保證住宿權，另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優先住宿及免收住宿費。 
4.設有師資培育中心，學生得依規定申請修讀中、小學教育學程。 
5.戮力提升國際視野，廣開全英文授課學程，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提供出國至姊妹校交換之機會。  

 

臺北市立大學(035)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博愛校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天母校區：[111036]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號， 
國際學人會館〔104362〕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巷 1 號 2 樓  

網址： http://www.utaipei.edu.tw/  

電話： 02-23113040轉 1152、1151、1153，02-2871-8288轉 7505  傳真： 02-23146811，02-28752726  
二、住宿狀況： 
本校博愛特區近臺北車站商圈，計有學生宿舍一棟，男生 339床、女生 785床，合計 1124床，住宿費每學期新臺幣 5500
元(含網路費 1000元)。寢室 6人一間，均有冷氣。大一新生符合申請資格者均保障住宿，大二以上申請住宿者，採電腦
亂數抽籤。學生餐廳、便利商店均位於宿舍大樓，生活機能便利。 另天母校區亦設有學生宿舍，男生 300床、女生 260
床，合計 560 床。住宿費 4人房每學期新臺幣 10000元(含網路費 1000 元)；6人房每學期新臺幣 8500 元(含網路費 1000
元)。 國際學人會館為提供國際學者賓客及交換生的住宿需求，提供飯店式管理與櫃檯專人服務。 以上公共設施計有門
禁系統、監視系統、學術網路、交誼廳、投幣式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等。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友獎(助)學金(計有徐世瑜教授獎學金等 10餘種) 
依各類獎學金實施要點發給，獎助金額 5 仟至 2 萬元。依補助狀況
及孳息情形發給。 

急難慰問暨意外傷害補助 
家庭突遭變故、生活陷入困境或學生意外(疾 病)慰問，依實際狀況
核給，上限 2 萬元。 

獎學金 每學期 3000 元，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每班 1名。 

大學部勤奮向學獎助金 每學期 19200元，學業成績 80 分、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每班 1 名。 

生活助學金 
每學期 19200元，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之弱勢家庭學 生。依學生家境
清寒情形排序核准。 

身心障礙學生助學金 每學期 12800元，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者。 
 

四、其他說明： 

1.本校為關注城市發展之綜合型大學，共計有教育學院、人文與藝術學院、理學院、體育學院、市政管理學院等 5個學
院，分為博愛（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與天母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兩校區。 

2.本校設有國小、幼教、特小(身障、資賦優異類)、特幼(身障類)、特中(身障類)教育學程，取得師資生身份者，可修
習教育學程。學生取得師資生身份管道有二：(1)透過師培學系、並行師培學系甄選或遞補；(2)通過教育學程甄試。
師資生可依規定甄選成為(1)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2)公費生。相關規定請至本校師培中心首頁/教育學程組項下查詢。 

3.本校備有學生宿舍，設籍雙北以外大學部新生優先入住。相關規定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住宿及租屋服務項下查詢。 
4.本校各項獎助學金類別多。申請資訊請至學校首頁/學生專區/獎助學金申請/獎助學金專區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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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03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屏東市民生路 4-18 號  網址： https://www.nptu.edu.tw  

電話： (08)7663800 轉 11301~11305  傳真： (08)7229527  
二、住宿狀況： 
本校 3個校區共有學生宿舍 12 棟，可容納學生 4,500人住宿。 宿舍房型設有四人非冷氣房及四人冷氣房，原則上大學
部一年級新生保障床位，二年級以上採抽籤方式分配床位。 宿舍區備有投幣式洗衣機、烘乾機及脫水機、交誼廳(備有
液晶電視)、讀書室、門禁系統、監視系統、網路系統、餐廳等，生活機能便利舒適。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學生學習助學金 
依核定助學金金額分配至各單位，時薪依基本薪資調整，身障生及弱
勢生優先錄取。 

緊急紓困助學金/安定就學輔導措施計畫 紓困補助金額 1,000~15,000 元；家境困難學雜費得分期繳納。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每學年度上學期申請，教育部審核通過，下學期減免學雜費 
5,000~16,500元。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或資格符合規定者，獎助金 10,000元
~40,000元不等。 

學生比賽成績優良獎勵 
學生個人或團體代表本校參加校內外競賽成績優異者，獎勵金 1,000
元~20,000元不等。 

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經師培中心師培獎學金甄選合格學生(每月 8,000元)。 

低收入戶生住宿減免 每學期申請，減免 6,360~15,000 元。 

校外獎助學金(含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依各項獎助學金之規定，獎助學金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是由原屏東教育大學與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兩校合校，是高教、技職與師培多元教育體系並存的獨特優質大學。 
2.本校位於屏東市區，計有民生、屏師及屏商等三個校區，交通方便，師資優秀，設備完善，環境優雅。 
3.本校除具有培養國小及幼兒園師資的優良傳統，並全力開拓產學合作，加強各系所與產業界之結合，深耕培育具產業

實務能力之人才。 
4.錄取本校之學生欲修讀教育學程者，可依規定提出申請參加遴選，通過者得修習教育學程(含國小、特教、幼教等類科)，

請參閱： https://cte.nptu.edu.tw/。 
5.本校配合築夢展翼弱勢翻轉計畫，針對經濟弱勢學生提供，多項獎學金補助，請參閱

https://staf.nptu.edu.tw/p/412-1001-8935.php 
6.學生須達到本校「學生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審核及輔導實施要點」之規定，始得畢業，請參閱： 

https://geccce.nptu.edu.tw/ 。 
7.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臺東大學(038) 
一、基本資料： 
校址： 95092 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網址： https：//www.nttu.edu.tw  

電話： 089-318855  傳真： 089-517336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分為第一學生宿舍及第二學生宿舍，大一新生保證住宿。本校採健康宿舍觀念管理，提供「四人房、二人房(以
身心障礙學生優先)」等兩種房型，所有房型皆為套房型式（獨立衛浴），提供冷氣、個人衣櫃、書桌（含桌燈）、書架
及置物抽屜，各間寢室皆有陽臺提供住宿生曬衣使用。冷氣及其他電器設備電費各寢室獨立，經計算後將另外開立單據
由住宿生繳交。宿舍設有餐飲中心，包含各式飲食、便利超商、影印店、提款機等，生活機能完整。管理人員採不定時
每日巡查，以確保住宿門禁安全及各項宿舍設備之正常運作。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 
前三志願錄取本校且錄取學系分科測驗有兩科成績均達全國前 3%，獎
學金 40萬 

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 
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且分科測驗實得成績依學系加重計分科目及百分
比計算後達該系前 10%，獎學金 5萬元 

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 就讀臺東、花蓮縣境內高中職畢(結)業者，發給獎學金 2 萬元 

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 
入學時設籍花東一年以上，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且分科測驗成績達該
系前 20%，獎學金 5 萬元 

國立臺東大學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 
學測選考 5科達 50 級分(含)以上或選考 4科達 42 級分(含)以上，首
年免費住宿本校宿舍 4 人房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出國進修獎助學金 
學生可申請至美、日、韓及大陸地區姊妹校進行交換學習，補助出國
進修獎助學金最高 30萬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教學宗旨以博雅教育為經、專業課程為緯，致力培育學生具備「自主學習、即時就業、終身學習、適性發展」之

素養；本校各項教學及運動設施新穎完整，其中圖書資訊館更獲選為【2019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全球八美圖書
館】及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為臺灣東部著名地標。 

2.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有國民小學教育學程、特殊教育學程、幼兒教育學程及中等教育學程(原住民族語文專長)，各學
系學生可依興趣自由參與學程甄選，修讀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以取得教師資格，詳情請見本校師培中心網
頁:https://dpa.nttu.edu.tw/。 

3.其餘各項招生資訊請見本校招生專區網頁:https://enrl.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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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03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33325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50 號  網址： http：//www.ntsu.edu.tw/  

電話： 03-3283201轉 1504  傳真： 03-3971897  
 

二、住宿狀況： 

一期宿舍：376床、二期宿舍：232床、三期宿舍：608 床，總共 1216 床。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學士班入學新生申請(運技三系除外)，擇優錄取，並減免其入學第一學年度學雜費。 

生活助學金 
弱勢生申請核准後，於每月繳交生活服務學習輔導成果表，由學務處發放助學金，
每個月 6000 元。 

弱勢學生助學金 弱勢學生符合補助資格者，每人 5000~16500元不等，補助級別及金額詳如網站。 

學生緊急紓困助學金 
協助本校學生解決在校期間因傷、病或其他偶發 急難事件而遭遇之經濟困難，使其
能順利完成學業。 

邱添安先生暨洪錦炭女士紀念獎學金 
通過研究發展處交換學生甄選，前往本校姊妹校交換學習者，每名獎學金至多新台
幣三萬元。 

原住民族學生社會服務輔導助學金 
以實務學習暨社會服務扶助原住民學生，提供實務學習及社會服務機會，助學金額
每學期六千為原則。 

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 
符教育部相關規定之低收入戶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可提出申請。
（新生免成績條件） 

 

四、其他說明： 

1.本校各項就學補助、獎助學金，請至本校全球資訊網：http://www.ntsu.edu.tw/ 點選 ->行政單位 ->學務處，參考
各項說明。 

2.考生欲瞭解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社團活動等其他資訊，可逕至本校網址：http://www.ntsu.edu.tw 查詢。 
3.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元智大學(04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2003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  網址： https://www.yzu.edu.tw/  

電話： 03-4638800分機 2252  傳真： 03-4630997  
 

二、住宿狀況： 

男女一舍每一床位各有書桌、椅、衣櫃、獨立網路接點，宿網凌晨 12:10-6:00 實施斷網管制。寢室空間寬敞，宿舍內附
設交誼廳、衛浴室、晾衣陽台、投幣式洗烘衣機、免費使用脫水機、冰箱及微波爐。 宿舍區設有學生活動廣場、學生社
團活動空間、遠銀/郵局提款設備、全家超商、影印部、養生按摩、投籃機、星象美食廣場與樂學美食廣場等二十多攤商
家提供餐飲及生活機能等相關服務。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校學務處宿舍服務組網頁
https://www.yzu.edu.tw/admin/st/index.php/tw/2016-07-12-07-44-41/2017-01-10-08-17-00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有庠獎學金 依當學年公告辦法標準核發。大學部每學年獎學金最高 5 萬元，四年最高可得 20萬元 

楊明德先生獎學金 本校電機系甲、乙組及資工系各 5名，二系以外全校清寒學生 9 名。每名每學年 5萬元 

勤學助學金 
獎助清寒貧困學生，期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每名每學期補助金額最高以 3萬元為限，依
個案情況核發 

經濟協助-助學金借貸及急難
濟助贈予 

遇急難之學生無力負擔學費，予適當實質經濟學住或借貸。依個案情況予五仟元~五萬元
不等之助學金 

學生校外租金補貼 
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資格之學生，得申請學生校外住宿之租
金補貼 

無限安心就學專案 
提供父母非自願性離職失業之子女、遭遇緊急危難或風災受災學生，提供每個月生活費三
千元 

大專校院弱勢(共同)助學金 
協助中低收入戶學生完成學業，提供必要之就學補助，符合政府規定資格學生，每學年一
萬二至三萬五 

國際與兩岸交流獎助學金 
短期交流五千元、長期交流活動六千至一萬四千元，該補助視天數、地區、活動性質與當
年度經費而定 

 

四、其他說明： 

本校近 1/3課程採英語授課，以提升專業領域上的英語能力。各系提供 15%招生名額，供其他同類組各系學生升大二時申
請轉系用，使學生學習更符合個人性向及興趣。為建構雙語大學，大一新生入學前可自由報名參加暑期『挑戰極限全英
語營隊』。合格者可取得通識英語 1 學分。培育新雙語人才，除原雙語教學外，程式語言列通識必修。為提升學生人文
素養，畢業前必修二學分之「經典五十」通識課程，課程學習點數須達 50 點。除修滿該系應修學分外，須通過英語能力
檢定、游泳能力檢定、心肺適能檢定、服務學習及各系院相關規定等要求，始得畢業。107-110年連續獲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高額補助。2020 年入選世界大學排名中心（CWUR）全球大學排行榜。2019年獲英國《泰晤士報》評等最佳
年輕大學排行榜。未盡事宜悉依學則與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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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04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62130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網址： https://www.ccu.edu.tw  

電話： (05)2720411 分機 11101-11106  傳真： (05)2721481  
 

二、住宿狀況： 

國立中正大學學士班學生宿舍計 2548床，凡一年級新生均保障住宿；每間寢室為四人套房，週邊環境優雅，生活機能安
全設施完善。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
(https://studaffbh.ccu.edu.tw/files/11-1002-209-1.php)，電話：05-2721422轉 73399。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長獎(新生獎) 
針對本校優秀大學畢業生續讀碩士班及學士班大一新生經考試分發及其他管道入學
者，訂有獎助。 

校長獎(學士班優秀學生獎) 
每學期至少須合乎最低修業規定學分，且無不及格科目。人選由各學系自行推薦，獎
學金貳萬元。 

助學金/工讀金 
每小時 160元(參考基本工資調整)，助學金每週以不超過 20小時為原則(除寒暑假及
例假日外)。 

急難慰助金 補助標準及金額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 

弱勢助學計畫 未請領政府各項學雜費減免者，補助標準及金額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事務組網頁。 

校外各項獎學金 依校外社團、法人等提供獎學金辦法申請。 

高教深耕嘉星學生獎助學金 各項獎助最高請領至 50,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學士班學生須於畢業前（建議在大三結束前）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包含服務學習實作
16 小時以及 4小時講座，通過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方得畢業。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則由各學系自行規劃、開課，相關規
定請洽各學系辦公室。本項規定若有異動，以學生入學時適用之規定為準。 

2.學士學位修習期間內，累計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3.本校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應修滿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符合學校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得畢業。 
4.學生若有棄選科目者，不得以當學期成績申請校內各種獎學金。 
5.各項奬學金請洽學務處生活事務組(05)2720411轉 12103，網址：

https://studaffbh.ccu.edu.tw/files/11-1002-187.php  
 

大葉大學(04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網址： https://www.dyu.edu.tw  

電話： 04-8511888轉 1396  傳真： 04-8511050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共計提供 2,530 個床位，以大一新生為優先。 住宿區域依系別做分配，每間二至六人不等，每學年住宿收
費約新臺幣 21,398 至 33,765 元(冷氣插卡另計費)，寒暑假期間如有需要亦可申請住宿，但須另行繳費；詳細資料請參
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網頁 http://sa.dyu.edu.tw/ulc2701/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同戶就學助學金 
凡以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身份同時就讀本校，具有正式學籍且皆在學者，每人助學金
3 千元整。 

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具有原住民身分，且成績及家庭年收入符合資格，每人助學金 1 萬元整。 

弱勢學生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符合教育部申請資格者，依辦法分別給予 12,000 元~35,000 元之補助金。 

學業成績傑出暨優良學生獎勵
金 

大學部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在全班前 5％以內，且符合辦法規定者，給予 3~6
千元。 

跨領域學分學程獎勵金 凡本校學生修畢跨學院或跨學系學分學程所規定學分數者，可依辦法申請獎勵金 3千元。 

校外技能競賽獎勵金 
本校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技能競賽獲前三名者，依辦法給予新臺幣一千五百至二萬元
之獎勵金。 

外語能力檢定獎學金 
凡於本校在學期間通過英文、日語、歐洲語言相關檢定測驗通過且符合規定者，給予 1
千~6千元獎勵。 

新時代卓越人才入學助學金 
凡以第一志願或所填志願均以本校為志願入學者，得領取 1萬元之助學金(於第 1學期期
中發放)。 

 

四、其他說明： 

1.上列各類別獎助學金均以新臺幣撥付，其補助標準、人數及金額說明，僅節錄供參考，若有異動以該學期公告為準，
詳細學生就學補助措施暨各項申請辦法，請參閱 http://sa.dyu.edu.tw/ulc2701/perk.php。 

2.本校有便捷的交通接駁服務網，提供「安舒利行六車共構」服務專案，包括台中高鐵接駁車、1688 員林生活圈交通車(大
型巴士)、大學城 525校外住宿生接駁車(中型巴士)、校園巡迴車(中型巴士)、公車及特約計程車，服務學生校內外行
的安全。 

3.本校校區內設有郵局代辦所(含 i郵箱)、7-11便利商店、影印店、文具店、銀行及郵局自動提款機(ATM)，以及多家餐廳。 
4.本校學系產學合作課程，由企業與學校共同規劃與授課，實施學生多元實習，並推薦至合作企業就業，達到畢業即就

業的無縫銜接。業師協同教學，提供全職實習，畢業保證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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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04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00新竹市東香里六鄰五福路二段 707號  網址： http://www1.chu.edu.tw  

電話： (03)5374281轉 6223或(03)5186223  傳真： (03)5373771 或(03)5377360  
二、住宿狀況： 
一、本校備有男女生宿舍計約 2550床。床具、書桌椅、櫥櫃及網路一應俱全。弱勢學生提供優先住宿權(低收入戶住宿
費全免)。二、校區內設有學生餐廳、烘焙坊、新鮮果汁吧、福利社；另設郵局、ＡＴＭ、萊爾富、OK迷你超市智慧型販
賣機、理髮部、眼鏡部、影印部、健身中心及室內溫水游泳池、敦煌書局、「i郵箱」等。三、校區外有美食街、2 家 7-11、
1 家全家便利商店，生活機能良好。四、本校交通便利，校門口有香山轉運站可搭客運直達台北、台中(可轉中南部)。綠
線公車入校園，可到新竹市區與火車站或轉新竹高鐵站，連假常安排提供返鄉專車。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品學兼優助學金 大學部各班學業、品行表現優異在該班人數前 5%內，各核發 6 千元。 

希望遨翔助學金 
弱勢學生可申請學習助學金每月 1萬元，並可申請課輔與證照考試等補助與獎勵
金，並保障住宿資格。 

學海助學金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要點辦理。符合申請條件者，補助出
國交換及實習。 

工讀助學金 依中華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每一小時依法定標準時薪計給。 

同戶就學助學金 
同一家庭之父母兒女同時就讀本校，並具正式學籍者，每戶 4 千元， 三人以上每
戶 5 千元。 

緊急紓困金 依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資格辦理。符合資格者核予 1 萬元至 5 萬元之補助。 
四、其他說明： 
1.有關各類獎助學金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中華大學獎助學金專區網站: 

http://sa.chu.edu.tw/p/412-1050-1929.php?Lang=zh-tw 
2.本校弱勢學生:低收入/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孫）子女、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人士子女。 
3.低收入戶學生可申請免費住宿。 
4.其他相關資訊，請至本校網址 http://www1.chu.edu.tw 進入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查詢。  

 

義守大學(045)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校本部：84001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醫學院區：82445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8號  

網址： http://www.isu.edu.tw  

電話： 校本部：07-6577711  醫學院區：07-6151100  傳真： 校本部：07-6577056  醫學院區：07-6155150  
二、住宿狀況： 
1.大一新生均可住宿，學生宿舍校本部計有第一、二宿舍、國際學舍一館；醫學院區計有醫學院區宿舍及義大醫院宿舍，
合計 5宿舍區、近 6,500 床，房型分別有 4人雅(套)房、3 人套房及 2人套房，約九成房型為套房，其中 110年新完工之
3 人套房，提供乾濕分離型衛浴設備。2.宿舍 24小時皆有保全人員及輔導老師值勤提供安全維護及服務。3.學生宿舍周
圍設有餐廳、商店街及便利超商，宿舍區內設有讀書室、閱覽室、交誼廳、洗衣間、撞球室及瑜珈教室等讀書及生活設
施，定期辦理有氧、瑜珈、手作等課程與活動，延伸課後學習機會。4.各寢室均設有網路及冷氣空調等設備，結合 24小
時管理服務機制，提供學生優質之住宿環境及生活空間。5.低收入戶提供住宿費補助，分配於本校第一宿舍或醫學院區
宿舍住宿。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勵標準 
符合標準及考核者，可獲住宿費、學雜費、海外學習補助及獎學金等獎勵，
四年最高可獲得 120萬元。 

學海助學金 
符合申請條件經甄選通過，補助出國短期交流、修習雙聯學位及交換生費
用最高補助約 20 萬元。 

學文助學金 
符合申請條件經甄選通過，補助至大陸短期交流、修習雙聯學位及交換生
費用最高補助約 10 萬元。 

大義書卷獎學金 學期成績系排名前 6%，最高可獲 3,000元獎勵。 

參加校外專業性競賽補助獎勵 
個人參與國內專業競賽、國際級學術或專業性競賽，前 3 名依等級最高可
獲 10,000元獎勵。 

慈恩助學金 具低收入戶資格，學期中每月配合工讀 30 小時，月薪最高 6,000元。 

專業證照獎勵 
鼓勵學生取得多元證照，提昇專業力及就業競爭力，證照獎勵分為三級，
最高可獲 4,000 元。 

英語文檢定獎學金 依英檢辦法通過標準，最高可獲 3,000元獎金。 
四、其他說明： 
1.每學年提供校內外獎助學金超過 200項，校內獎學金近 3,000 萬元。每學年提供約 400名工讀機會，校內助學金補助

約 9,000 萬元。最新獎助學金辦法與資訊請上本校網頁→未來學生→獎助學金資訊網。 
2.學雜費請至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會計處→服務指引→學雜費收費標準)查詢。 
3.醫學院區部分學系一年級安排於校本部上課，二~四年級於醫學院區上課。 
4.學生因重病經醫師證明或重大事故且由其家長(或監護人)具函申述理由，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 
5.2018-2022 年入選英國泰晤士報(THE)世界大學排名，躋身全球前 2%。2017-2021年入榜俄羅斯(RUR)全球最佳大學。2017

年外國學位生能量全國第 2名。2021 醫學院(暨醫學科技學院)、國際學院獲教育部 110年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重點培育學院。管理、觀光餐旅及國際學院同時榮獲 AACSB 國際商管教育認證。國際化校園並提供出國交換或修習
雙聯學位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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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04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台北校區：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桃園校區：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 5號  

網址： https://web.mcu.edu.tw/  

電話： 台北校區：02-28824564；桃園校區：03-3507001  傳真： 台北校區：02-28809774；桃園校區： 03-3593852  
 

二、住宿狀況： 

本校備有雅房、套房等學生宿舍，每棟樓均有專人輔導管理，各校區床位數及費用如下：台北校區校內宿舍有 828個床
位；桃園校區校內宿舍有 1,484個床位。住宿費（每學期）：六人雅房每人 9,600元，四人套房每人 11,000元（室內冷
氣以寢室為單位分攤冷氣電費）。另台北校區之集賢宿舍 695個床位(男生 224床、女生 471床)，住宿費（每學期）：
三人套房每人 21,600元，四人套房每人 20,600元，五人套房每人 19,600元。桃園校區校外台信學苑 437個床位，二人
套房住宿費：每人 15,000元（半年含寒/暑假住宿）；台信德明宿舍 501個床位，三人套房住宿費：每人 16,000元（半
年含寒/暑假住宿）。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銘傳大學德明模範學生獎學金 各系有二個班級以上者為限，且各系排名第一，每名 20,000 元 

追求卓越獎學金 金額依申請計畫而定 

急難救助金 依實際情況核發 

清寒獎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符合教育部申請資格者，依辦法每名給予 12,000 元至 35,000 元 

體育獎學金 符合申請條件，經審查通過，每名 10,000 元 

優良社團幹部獎助金 符合申請條件，經審查通過，每名 3,000 元 

銘傳大學應兆優良學生獎學金(每班每學
期學業成績前三名) 

大學部全班成績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2,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學生在校期間需通過「服務學習」、「英語能力」、「資訊能力」、「中文能力」、「運動能力」及「專業基本能力」
檢定，始得畢業。未通過各項能力檢定者，應參加由各教學單位提出之補救教學相關課程，修習合格後，始得畢業。 

2.本校設有各項獎助學金，其類別、補助標準及預定補助可在銘傳大學網頁（https://web.mcu.edu.tw/）進入學務處網
頁/就學補助項目查詢。  

 

 
 

世新大學(047) 

一、基本資料： 

校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7 巷 1號  網址： https://www.shu.edu.tw/  

電話： (02)2236-8225轉 82042  傳真： (02)2236-2684  
 

二、住宿狀況： 

(一)校本部宿舍有 2棟於 109 學年度全面翻新並新增 2人房型，男女分棟(皆含無障礙房型)，1.第一宿舍為女生宿舍，
2.第二宿舍為男生宿舍。房間配備：床組(配置小夜燈)、書桌椅、檯燈、書架、有線網點、無線網路等，2人雅房備有冰
箱。(二)校外宿舍皆設門禁系統，寢室設置獨立電錶計費，房間配備：床組、書桌椅、有線網點、冰箱、空調、衣櫥、
獨立衛浴。(三)深坑宿舍男女分層，房間基本配備：床組、書桌椅、檯燈、有線網點、冰箱、電視、空調、衣櫥、茶水
櫃、獨立衛浴。所有宿舍皆備有樓層飲水機、投幣式洗/烘衣機(或脫水機)，深坑宿舍另備有跑步機、撞/桌球桌與讀書
室(配有 iMac)。宿舍申請皆以新生為優先，詳細申請方式請上宿舍管理中心官網查詢。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築夢翠谷助學措施 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生活助學金、住宿優惠 

舍我獎學金 各班數名 1,000 至 3,000元 

成績優異新生獎學金 符合資格者，每名 50,000元 

學生急難救助金 5,000至 50,000 元不等，視情節輕重救助 

僑生、原住民族籍、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每名 4,000至 60,000元 

政府及校外獎助學金 每名 3,000至 100,000 元不等 

校內及民間清寒、弱勢學生助學金 每名 3,000至 50,000元不等 

工讀助學金 薪資依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核給工讀助學金 
 

四、其他說明： 

(一)本校係少數連續 13年獲得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認可殊榮之績優大學，107 年起獲教育部補助執行「深耕計
畫」。 

(二)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外，尚須依規定通過「英語能力」、「中文能力」、「資
訊能力」、「思辨表達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基本能力檢定及學系畢業門檻，方可畢業。 

(三)考生欲瞭解本校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學生宿舍及學雜費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請逕至本校網
站：https://www.shu.edu.tw/查詢。 

(四)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74 

 

實踐大學(05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臺北校區：104336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70號  
高雄校區：845050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 200 號  

網址： https://www.usc.edu.tw  

電話： 
臺北校區：(02)25381111轉 2211  
高雄校區：(07)6678888轉 3190  

傳真： (02)25339416  

二、住宿狀況： 
◎臺北校區 【學校宿舍】：現有女生宿舍 2 棟共 950餘張床位，校外男生宿舍 100餘張床位，宿舍編制有宿舍輔導老師，
負責提供住宿服務及管理；每間寢室，床具、書桌椅、櫥櫃、電話及網路一應俱全。學生均可依規定辦理住宿申請，依
戶籍遠近分配床位。 【校外住宿】：每人每月概約 6500至 12000元。每學期由導師及系教官不定時訪視，以了解賃居
學生生活狀況，亦積極提供同學有關臺北校區鄰近範圍之租屋資訊。 ◎高雄校區 https://www.kh.usc.edu.tw/ 【學校
宿舍】：現有床位共 2000餘張床，設備齊全完備，各宿舍均設有舍監，並有多位師長住校，提供完善的照顧及安全管理，
大一保證住宿，大二以上欲住宿者須抽籤。 【校外住宿】：每人每月概約 3000至 7000元。每學期由導師及系教官不定
時訪視，以了解賃居學生生活狀況，提供校外租屋資訊，解決學生租賃問題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實踐大學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 60,000 

創辦人謝東閔先生紀念助學金 10,000 

完成修習雙主修或輔系成績優良獎學金 10,000-5,000 

績優社團暨服務學習獎學金 3,000 

每班學行成績優良獎學金 3,000、2,000、1,000 

參加境外姊妹校優秀學生交換計畫獎學金 30,000、20,000、10,000 

各類校友獎學金 10,000、250 美金 

校外重要競賽績優獎學金 3,000 
四、其他說明： 
1.獎助學金資訊：獎項及金額以學校公告為準，詳細請參閱：http://acthome.usc.edu.tw。 
2.國際學術交流計畫：(1)雙聯計畫：美國天普大學、英國坎布里亞大學、德國福茲堡應用科技大學、匈牙利布達佩斯商

學院、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澳洲南十字星大學、韓國又松大學等；交換計畫：德國科隆應用科技大學、美國朱尼亞
塔學院、日本學習院女子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大陸西安交通大學、四川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北京外國語大
學等。(2)詳情請見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http://www.uscoia.usc.edu.tw。 

3.學生除須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所屬學系(組)應修學分外，畢業前需通過「中文能力」、「體適能能力」及「英外語文畢
業能力指標」方具畢業資格。 

4.各學系之分組屬招生分組(媒傳系除外)，學位證書不另行加註分組名稱。各分組招生名額不予流用。 
5.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長榮大學(05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71101 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 號  網址： http：//www.cjcu.edu.tw  

電話： 06-2785601  傳真： 06-2785602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共四棟宿舍，總床數共 2,992 床，含男 1,208床、女 1,784床，大一新生不強制規定住校，可優先住宿但須先完
成住宿申請登記。 2.宿舍環境幽美設備充實，每 3~4人一間，並備有空調、寬頻網路、自修室、交誼廳、超商、餐廳美
食街、提款機、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等設備，並有宿舍管理員 24 小時值勤服務。 3.本校校內外生活機能方便，有助
生活與學習。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新生獎學金 10,000~50,000元(最高可領 40 萬) 

品學優秀獎學金 1,200~3,000 元 

長榮急難救助金 最高 50,000 元 

長榮學生服務助學(工讀)金 依勞動部規定最低時薪 

長榮推展學生國際學術交流獎助金 最高單次補助 30,000元 

長榮大學各類考試錄取獎學金 1,000~6,000 元 

大專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2,000~35,000元 

優秀運動選手新生入學就讀獎學金 10,000~160,000 元 
四、其他說明： 
1.本校位居臺南高鐵站南側，接駁高鐵與臺南之臺鐵沙崙支線通過本校並設立全國唯一之「長榮大學站」(離校門口僅需

步行 2分鐘)。 
2.本校日間部學士班訂有英語畢業條件及英語課程免修規定以及「資訊能力」及「專題實作能力」畢業條件，詳情請參

閱語文教育中心、圖書資訊處及各系網站。 
3.本校為基督教大學，尊重多元宗教文化，校內重要活動、集會依基督人文精神辦理，並由教職員組成關懷家庭來關心

新生。另設置雙導師制度與家長關懷網，親師共同關心學生生活與學習。 
4.為鼓勵新生及幫助清寒學生就學，設置多項新生獎助學金與安定就學措施，請參閱課外組與生輔組網站。 
5.本校榮獲 2020世界綠色大學排名第 133 名，2021QS亞洲最佳大學排名 401-450、2022QS 世界大學排名 1001-1200。 
6.本校榮獲 2020《遠見雜誌》大學 USR「生態共好組」首獎。 
7.TCSA大學 USR 永續方案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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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056)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59 號  網址： http://www.ntua.edu.tw  

電話： (02)2272-2181  傳真： (02)2969-4420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共 4棟，女一舍、女二舍、男生宿舍及研究生宿舍，大學部女生宿舍為 4人房，共 610 床；大學部男 生宿舍為
4 人房，共 186 床；研究生宿舍為 2 人套房，共 26床；合計為 822床。住宿方式採每學年申請，網路抽 籤床位，大學部
住宿費用為每學期 9,500元，研究生住宿費用每學期 11,000元。寢室內採床組（下為書桌、上 為床舖）設計，有書櫃、
衣櫃、置物櫃、空調、電話（僅能撥入）、網路；另有交誼廳、小廚房、儲蔵室 及作業區…等設施。每年 12 月舉行宿
舍蘋果節活動，熱鬧非凡。有關住宿事宜，逕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站 (http://osa.ntua.edu.tw/ntua)查詢申請。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特殊教育獎助學金 特殊教育學生，可依規定申請，核定發放奬學金或補助金。 

原住民族清寒學生助學金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達班排前 40%且無不及格科目。學期開學後依公告
規定申請，補助新臺幣 3000。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家庭年所得 70萬以下。每學年第 1 學期開學後依公告規定申請。補
助新臺幣 5000至 16500。 

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獎學金 每學期成績名列前三名者，依本校獎勵辦法頒給獎學金或獎狀。 

圓夢綠蔭計畫 
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實踐夢想，目前補助項目有急難救助及參與
國際學術活動之補助。 

 

四、其他說明： 

一、為使學生在校期間順利完成學業，提供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助學方案、急難救助、學生工讀、特殊教育獎助學金
等辦法方案，學生可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站(http://osa.ntua.edu.tw/ntua)查詢申請。 

二、本學士班學生應於修業期間通過英文畢業門檻規定及各學系除學分外之其他專業要求。 
三、以上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058) 

一、基本資料： 

校址：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  網址：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  

電話： 049-2918305  傳真： 049-2913784  
 

二、住宿狀況： 

本校大學部學生宿舍為 4人一間雅房，房型分為一般房及冷暖氣空調房，備有宿舍網路，其空間寬敞、光線充足，公共
空間設有小型交誼廳、冰箱、洗衣機、脫水機、烘乾衣機及飲水機等設備；宿舍進出採門禁感應管理，本校大一新生均
可申請學校宿舍，凡申請完成均保障住宿。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 獎學金最高 200 萬元(獎勵標準請至本校招生資訊查詢) 

學士班學業成績優良獎勵 
學期成績總平均名列該班，各核給獎金新台幣 5,000元或等值之獎品及獎
狀乙幀。 

學士班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65分或班級排名前 2/3、操行 80分以上。 

學生生活助學金 每月核發新台幣 6,000 元(獎勵標準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查詢) 

紫南宮清寒獎學金 
在校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家境清
寒者皆可申請。 

南投縣日月潭文武廟 依南投縣日月潭文武廟慈善會獎助學金暨急難救助金申請發放辦法辦理 

中台禪寺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在校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家境清
寒者皆可申請。 

 

四、其他說明： 

1.本校訂有「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獎學金最高 200 萬元，詳細資訊請至本校招生資訊網(https://pse.is/3nwrcy)
查詢。 

2.2021年 THE（Times Higher Education）新興經濟體大學評比全球前 500大並榮獲「世界綠色大學」評比全球前 50 大。 
3.本校注重學生職涯規劃與學用合一能力，根據商業週刊報導，本校畢業生就業率高居公立綜合大學第 2 名。 
4.本校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美、日、英、澳、泰、馬、越等國優秀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計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

研討會，同時每年選送數十位學生赴東南亞各國進行學術交流。 
5.本校大學部新生，全部保障住宿床位。 
6.交通便利，台中到暨大僅 40 分鐘，台北到暨大僅 3小時。 
7.有關本校各學系特色、教學資源、獎助學金、社團活動、住宿資訊及交通位置等資訊，歡迎至本校網頁

https://www.ncnu.edu.tw/ncnuweb/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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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05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62249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網址： https://www.nhu.edu.tw  

電話： 05-2720188  傳真： 05-2427148  
 

二、住宿狀況： 

大一新生採「期限內申請、保證有床位」，每位新生均有床位(4 人套房)，採人性化服務管理。 [1]宿舍有文會樓、麗澤
樓、緣起樓、南華九村及南華館等五處；住宿費(含網路費及水費)，電費依扣除基本度數後，如超支，才自行繳費(學校
宿舍申請以一學年為原則，繳費以學期計算)。 [2]大一新生:女生(除特殊需求外)均安排入住緣起樓，男生入住南華九
村；如床位額滿時，則將安排入住文會樓、麗澤樓。 [3]每天提供 40多班次交通車接駁服務；校車免費搭乘。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國立收費 在學四年享國立收費，四年省下約 20 萬元。 

第一志願獎勵金 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註冊後加發獎學金 1 萬元。 

弱勢學生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依分發入學原始成績享有不同等級之獎學金、生活扶助金、住宿費補助。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依分發入學原始成績享有不同等級之獎學金、學術助學金、住宿費補助。 

海外學習獎勵金 依分發入學原始成績等級，領有不同額度。 

在學期間獎勵措施 
優良課堂筆記、學習歷程檔案競賽、專題競賽、學系獎助學金等，依申請
項目按標準核給。 

在學期間獎學金 
社團之光獎學金、佛光獎學金、服務學習獎學金、書卷獎..等，依辦法申
請通過核給獎學金及獎狀。 

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獎助措施 
課業輔導、品學兼優、優良幹部、自覺學習成效、證照獎勵，依申請項目
按標準核給。 

 

四、其他說明： 

1.「能」跨領域學習、「能」海外學習、「能」適性轉系：可選輔系、選雙主修、選跨領域課程，校內轉系，可跨中正、
嘉義、雲科大、虎科大選課。運用「海外學習獎勵金」，進行 2+2雙學位、交換生、海外實習、海外專業學分、海外
志工，疫情前每年參加人數超過 600 人次。 

2.培養「生命力」(三好品德、十分態度)、「軟實力」(國際移動力、專業素養)、「就業力」，本校畢業生平均就業率
達 93.17%，雇主滿意度達 88.85%。 

3. 2021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並列全國第 11 名；《遠見》雜誌大學評比「文法商」類，全國排名
第 20；105-110年連續 6 年獲國家圖書館頒「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全國私校第 1名；104～110 年連續七年獲選設立
「國家級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唯一榮獲「國家品質獎-永續發展典範獎」的大學；105～109 年連續五年蟬連世界
百大綠色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06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404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6 號  網址： http：//www.ntus.edu.tw  

電話： 04-22213108-2151、2150  傳真： 04-22250758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提供 730 個床位（男生 440個/4-6人房、女生 290 個/6人房），大學部大一新生優先安排住宿。床位若有
剩餘，可安排大二以上同學入住。 (1)住宿費每學期 6000 元（含水、電、網路)。 (2)寢室均提供系統床組、書桌椅、
櫥櫃、冷氣機（自費儲值）及 24 小時網路。 (3)宿舍設置投幣式洗衣機及脫水機、公共衛浴設備、晾衣場、門禁監視系
統、宿舍交誼廳（男宿）、綜合型視廳室（女宿）等。 (4)為維護校園秩序與師生安全，維持居住品質與正常生活作息，
訂有門禁時間；如違反住宿規定累計不及格須取消住宿資格。 (5)為培養住宿學生具備照顧自己的能力，住宿學生需擔
負部分宿舍公共區域清潔工作，並已建立評分機制，由宿舍學生自治幹部每日安排工作並計分。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本校大學部學業優良獎學金 
學士班各班前學期平均成績為該班級第一名者，每人頒發獎狀乙紙及
獎學金若干元。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學士班低收入戶子女，前學期平均 60分以上且無小過處分者，每名
5,000 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學金 
原住民學生，前學期平均 70 分以上(低或中低收入戶學生 60 分以
上)，獎助學金 17,000~27000 元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 
二年級以上清寒僑生，前學年平均 60分以上，且操行 80 分以上，未
受懲處，每月助學金 3000元。 

各縣市清寒、優秀獎助學金 針對各縣市戶籍清寒、原住民、身障子女及學生所設之獎助學金。 

新生入學獎學金 
大學部入學考試成績優異新生，獎勵金額不超過各系分配，名額依各
系發展特色及需求自行訂定。 

 

四、其他說明： 

本校除校內獎助學金外，每學期約有 80～90種校外獎助學金提供學生申請，例如:優秀、清寒、原住民、僑生等獎助學
金，請學生連線至學務處網頁。路徑：臺灣體大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首頁→校外獎助學金。 
網址：https://student.ntus.edu.tw/index.php?code=list&ids=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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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藝術大學(06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72045 臺南市官田區大崎里 66 號  網址： http://www.tnnua.edu.tw  

電話： （06）6930100 轉 1211  傳真： （06）6930151  
 

二、住宿狀況： 

學生宿舍共分三區六舍，總床位數 1300 床，宿舍區設有簡易廚房、洗衣機、烘衣機及交誼廳等，每一寢室均設有冷氣、
學術網路、書桌、書櫃等，住宿費依所住宿舍類別而定，分為單人、雙人、三人及四人房，住宿費用為每學期 3800元至
10500 元不等，宿舍內之用電採抄表計費方式。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學生奬學金 詳細評定標準及金額由各系所自訂。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 依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大學部新生優秀獎學金 依本校大學部新生優秀獎學金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
要點規定辦理。 

工讀金 依本校學生工讀金作業要點辦理。 

教學助理助學金 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辦理。 
 

四、其他說明： 

1.本校除校內獎助學金外，每學期約有 80～90 種校外獎學金提供學生申請，例如:優秀、清寒、原住民學生等獎學金，
請學生連線至學務處網頁。路徑：南藝大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首頁(獎助學金)。網址：
https://student.tnnua.edu.tw/ 

2.本校大學部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必須完成修習「服務教育」課程，並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相關規定，或其他
本校同意之英語能力測驗之相同等級，或依系所規定以修習本校開設之英語檢定課程抵免。 

3.本校學士班入學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累計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應勒令退學。 

4.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玄奘大學(065)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0092) 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 48 號  網址： https://www.hcu.edu.tw/  

電話： (03)5391216  傳真： (03)5391209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提供學生舒適的住宿環境，採 4至 5 人一間套房設計，每間約 12坪大，寢室內有獨立的衛浴設備、冷氣、光纖
網路。宿舍依山面海而立，從寢室向外看去，臨山望海，讓人心曠神怡。宿舍公共設備有洗衣機、烘衣機、自助販賣機，
公共區域設有舒適明亮的智慧圖書館、多媒體學習區與能讓同學放鬆休息的交誼廳。宿舍旁的生活廣場設有美食街、便
利商店等，提供完整的生活機能。除了環境優雅便利外，本校更重視住宿的安全，刷卡系統有效管理宿舍人員進出，管
理員室 24小時有負責人員待命，能第一時間反應住宿生的所有狀況，且監視器、火警警報器等相關安全設備全天候運作，
保障學生住得舒適便利更住得安全。相關資訊可至本校網站查詢。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書卷獎學金 
學期成績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依班
級人數核發 

桃、竹、苗四縣市學生獎學金 
設籍桃園市、新竹縣市及苗栗縣二年以上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秀，每名
5,000 元，每學期 20名 

弱勢助學金 符合弱勢補助資格者，可補助 12,000元至 35,000 元 

低收入戶校內住宿補助 低收入戶學生且申請校內住宿者 

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 
上述及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及規定請至本校學務處課指組「獎助
學金」或相關單位網站查詢 

 

四、其他說明： 

1.本校位於新竹市，鄰近科學園區，交通便利，市內公車由學校至三姓橋火車站僅 5 分鐘或新竹火車站約 15分鐘車程，
另有國道客運從校區直達台北轉運站約 70分鐘。 

2.本校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學創新、u-start 創新創業等多項計畫補助。 
3.本校所有普通教室皆備有中央空調、e化講桌及單槍投影器材等，院系並設有專業教室與教學工作坊，教學資源豐沛，

落實學用合一。 
4.校園生活機能佳，設有提供多樣化美食餐飲之生活廣場與便利商店。 
5.本校設有多樣性社團、活動蓬勃、表現優異。 
6.各學系相關訊息：03-5302255＃9；宿舍查詢：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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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07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5103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32 號  網址： http：//www.au.edu.tw  

電話： (02)26212121  傳真： (02)86318024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備有新穎之男女生宿舍，設備齊全，共 1078 床位。依房型不同，每學期住宿費約為 13000～15000元。 2.寢室內
皆有盥洗設備，浴廁乾溼分離；寢室內提供冷氣、電扇、陽台、公用櫃與獨立電表。 3.宿舍地下一樓分別設有洗衣、烘
乾與脫水機等設備；宿舍各樓層公共區分別設立閱覽、交誼廳、影音與健身運動等區。 4.真理大學網頁設有校外租屋小
幫手，為同學校外住宿安全把關。請參閱本校資訊網，網址 http://www.au.edu.tw 3H學苑。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書卷獎 學業成績全班前三名：分日間部與進學班，獎學金 500元~2,500 元。 

國際學術論文發表獎學金 
補助學術論文發表之「註冊費」為主，國內：最高補助 3,000 元、國外：最
高補助 6,000元。 

社團教育服務獎學金 
現任或曾任本校社團(系學會)正、副負責人或幹部，至少已屆滿一學年者，
每名獎學金 5,000元 

國際學術交流獎學金 
含海外語言文化研習、交換學生、國際學生、特殊貢獻、海外志工，每名金
額 1,000～40,000元。 

弱勢助學金 
家庭及利息所得、優惠存款額度、不動產價值及成績皆符合規定且未領政府
補助者，依所得級距補助。 

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符合規定且未領取政府同屬生活費性質補助者，每月核發 6,000
元並須進行服務學習。 

外語檢定考試獎學金 
參加全民英檢、多益、托福、雅思、日文檢定，成績達標準者，實際核發金
額及名額依年度預算調整。 

體育獎學金 
參加大專體育總會、校際比賽或校慶運動會成績優異者，實際核發金額及名
額依年度預算調整。 

 

四、其他說明： 

一、學生須修滿所屬學系應修科目學分，且通過本校英語能力檢定，始得畢業。 
二、本校教學資源豐富，各項獎助學金、助學貸款、學生宿舍等相關資訊，歡迎瀏覽本校網站查詢。 
三、本校招生洽詢專線(02)2629-0228、2622-5283。  

 

國立臺北大學(09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網址： http://www.ntpu.edu.tw  

電話： 02-86741111 分機 66119  傳真： 02-86718006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床位申請及分配，原則上以新生為優先;床位不足時，依戶籍遠近規定及抽籤分配之。相關宿舍申請及宿舍
設備等事宜，三峽校區請至學務處住輔組網頁查閱，網址:http://www.ntpu.edu.tw/admin/a8/org/a8-9/news.php，服
務電話:02-86741111轉 59130;臺北校區請至進修部行管組網頁查閱，網址: 
http://www.ntpu.edu.tw/admin/a11/org/a11-2/news.php，服務電話:02-25174524 轉 34101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家庭財產、年所得、利息所得符合規定，依所得級距每年補助新台幣
5,000-16,500 元。 

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符合上項資格者，亦得申請本項，須配合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每月補助
新台幣 6,000 元。 

書卷獎學金 
每學期成績各班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及第三名 1,000元
(操行 85 分以上)。 

急難慰助金 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或經濟困頓者補助新台幣 2,000-50,000 不等。 

清寒助學金及生活津貼 補助金 3,000 元，獎助資格及標準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村騫希望獎助學金、鄭春枝女士紀念奬 獎助額度及資格及標準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溪頭米堤孝行暨特殊才藝獎學金 獎學金 10,000 元，獎助資格及標準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校外各項獎助學金 依校外各機關、社團及財團法人等提供獎助學金辦法申請。 
四、其他說明： 
1.國立臺北大學前身為國內極富盛名之「中興法商學院」，2000 年改制後，承繼優良學風傳統，並開創嶄新局面，成為

一所擁有七大學院之綜合型大學。 
2.校本部座落於新北市三峽區鳶山際，風景清新優美，校舍建築新穎，並經網路票選為「十大最美大學校園」之一；校

圖書館因外側呈現波浪型，極具設計感，其「空中廊道」之建築設計可看到山湖交織的美麗景色。 
3.2018-2021 年獲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將近 3億 3,128 萬補助。 
4.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成「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共享教學與圖書資源；亦另與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辦理策略聯盟，提供師生跨界跨領域學習研究之寬廣機會。 
5.為提升競爭力，本校學士班學生尚須依規定修畢程式設計課程、通過外語能力指標檢核與取得跨領域學習證書（微學

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項），方可畢業，詳情請查閱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規章/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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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嘉義市學府路 300號  網址： http：//www.ncyu.edu.tw  

電話： 05-2717040  傳真： 05-2717039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分佈於各校區，可容納 4100餘人。宿舍環境清靜，皆備有冷氣空調，公共設備完善。大一新生保障住宿（限
居住於就讀校區 10 公里以外之學生），並全面設有刷卡自動門禁管制及監錄系統。宿舍的管理，除組成宿舍自治委員會
外，並設保全人員 24小時駐守，負責學生的安全。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優秀新生獎學金 每學期 30,000元 

書卷獎 第一名 3,000元，第二名 2,000元，第三名 1,000元 

清寒學生獎學金 10,000元 

急難慰助金 5,000 元~50,000元 

學生工讀助學金 法定基本薪資標準 

弱勢學生助學金 5,000 元~16,500元 
 

四、其他說明： 

1.師範學院（教育、特教、幼教、數位、輔諮及體育）、人文藝術學院（中文、外語、歷史、音樂及視覺藝術）上課地
點在民雄校區；管理學院（企管、應經、資管、科管、財金及行銷）、獸醫學院(獸醫)上課地點在新民校區；其餘各
學系均在蘭潭校區。 

2.學生若已通過 CEF B2 相等級數之英語能力測驗者，可於入學後持成績證明向本校語言中心申請抵免共同必修英文「英
文溝通訓練一、二」之學分。 

3.本校實施校園服務，新生必須修習校園服務課程。 
4.本校積極推動雙語教學，自 111學年度起鼓勵學生至少修習一門全英文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國立高雄大學(10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網址： http://www.nuk.edu.tw/  

電話： 07-5919000  傳真： 07-5919111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學生宿舍分為學一宿舍區(OA、OB)、學二宿舍區(OE、OF)、綜合等三區 5 棟，共計 1614個床位，可提供同學住宿，
宿舍各項設備均配合現代化生活要求之品質裝設，並且劃分健康宿舍區及一般宿舍區，提供學生一個健康及舒適的住宿
環境。 2.學生宿舍管理相關辦法及設施請自行點選本校學務處網頁查詢：http://www.sa.nuk.edu.tw/。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校內外各類獎助學金 依各單位來函補助標準及來函不定期公告學務處網頁「獎學金」公告專區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 
1.請參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表單與法規。2獎補助金依身心障礙類
別而有所不同。 

 

四、其他說明： 

1.提供新穎教學設施，目前第一綜合教學大樓、工學院大樓、理學院大樓、法學院大樓、管理學院大樓、體育健康休閒
大樓、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圖書資訊大樓及行政大樓均已完工啟用，另設有多媒體語言教室、隨選視訊系統、電腦
教室、研究中心及實驗室。 

2.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通過本校所訂或各學系自訂之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最低標準。另外資訊基本能力其畢業資格
由以下方式二擇一：(1)參加校內舉辦之檢定且成績達 60 分以上者(2)於本校在學期間，取得資訊證照者。(相關辦法
詳見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站)。 

3.學生每學期所需繳交學雜費與其他各項費用請詳見本校首頁學雜費專區網站查詢。 
4.學生因學業成績因素退學規定，請詳見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學則。 
5.開設跨院、跨系學程，建立轉系、輔系與雙主修管道，開設符合時代潮流之通識課程，並且國際交換機會多，以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之需求。 
6.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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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108) 

一、基本資料： 

校址： 970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網址： https://www.tcu.edu.tw/  

電話： 03-8565301轉 1105  傳真： 03-8562490  
 

二、住宿狀況： 

本校備有男女宿舍，皆為四人一間式之冷氣套房，每棟設有自習室，每層樓備有簡易配膳室。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書卷獎(大學部)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操性成績 80 分(含)以 上，辦法請
至生輔組網頁查詢。 

工讀助學金 按勞動部薪資規定辦理。 

慈濟就學獎助金 
慈濟基金會為培育志業體所需優秀人才，特於本校設置 慈濟就學獎
助，辦法請至本校人文處網頁查詢。 

慈濟大學學生急難救助金 
學生本人發生意外、家庭發生變故或有其他急難，而急 需經濟資助
者，得於事件發生後二個月內申請。 

慈濟大學學生清寒學生助學金 
凡符合政府機關核定之(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收入提供 學生就學有困
難者，於學期開學後兩週內申請。 

 

四、其他說明： 

1.本校大一新生除特殊狀況經核准者外一律住宿，二年級以上按宿舍規定辦理。 
2.本校學生依校規須穿著校(制)服。 
3.本校餐廳僅供素食。 
4.學生須完成慈濟大學外語課程修業規定(請詳見「慈濟外語課程修習辦法」)，始得畢業。 
5.各項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  

 

 
 

臺北醫學大學(109) 

一、基本資料： 

校址： 11031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250號  網址： http://www.tmu.edu.tw  

電話： 02-27361661 分機 2143  傳真： 02-23774153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拇山學苑』，可提供男、女生共計 836床（含無障礙房），除無障礙房外，其餘為三至六人套房。房間
皆備有網路、冷氣、衛浴、書桌、床；地下一樓為溫書中心、學生社團辦公室、交誼廳及女生洗衣間，男生洗衣間設於
地下二樓。另於本校賃居資訊服務網頁提供即時租屋資訊由導師及系輔教官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確保賃居安全。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勵金 
以分發入學錄取醫牙藥學系(臨藥組)新生請參閱本校大學部優秀醫
牙藥學系新生入學獎勵作業細則。 

各式弱勢學生專屬獎助學金 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弱勢助學專區。 

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及不動產合計 650 萬
元以下，每月補助 6千元。 

助學生助學金 
以學生課餘且不影響學業及身心發展。每小時依勞動部規定基本薪資
為原則。經濟弱勢學生優先錄用。 

原住民學生及僑生成績優異獎學金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原住民 70分)，操行 A

╴
分以上。每

名 2萬元。 

書卷獎 
各學系各年級每學期學業成績優異符合資格及操行成績 85 分或等第
A 以上者，每名 1萬元。 

 

四、其他說明： 

1.優越的地理位置：位於全臺灣最主要的信義精華區，學生能近距離接觸到國際學術、產業的脈動，獲得新知並擁有寬
廣的世界觀。 

2.多元跨領域學程：為增進學生多元學習，發展跨領域專長，規劃數十門微學程及學分學程，修畢學程科目，可申請學
程證書或學分證明書。 

3.多管道見實習場所：擁有六家附屬醫院的醫學大學，包含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臺北癌症中
心、新國民醫院及臺北神經醫學中心，共四千餘床的規模，已成為國內最大版圖的醫療服務教學院所之一，另與多家
醫學中心結盟，具有豐沛學習環境。 

4.本校與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成「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5.另與東吳大學、文化大學、世新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輔仁大學、實踐大學、大同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

及靜宜大學組成「優久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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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大學(11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114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137 號  網址： http://web.ukn.edu.tw/bin/home.php  

電話： 02-26321181#310-311  傳真： 02-26341921  
 

二、住宿狀況： 

臺北校區：學生宿舍提供 4-8 人房型寢室，備有冷氣、網路、公共浴廁、套房衛浴、洗衣機等設施，住宿申請之核准依
據本校住宿管理規定辦理。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弱勢學生助學金 符合申請資格者，每名 12,000 元至 35,000元，補助人數視當年度實際申請情形而定。 

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符合申請資格者，每月 6,000 元至 10,000元，補助人數視當年度實際申請情形而定。 

就學貸款 符合申請資格者，可貸學雜費、書籍費、生活費等，人數未限定。 

學雜費減免 符合申請資格者，依教育部學雜費減免基準核算，人數未限定。 

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 3,000 元至 5,000 元，補助人數視當年度實際申請情形而定。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生急
難救助金 

家庭突遭變故，致發生生活陷於困難，視實際情形補助 5,000 元至 50,000元。 

低收入戶免住宿費 低收入戶學生，需實施校內學習服務，每學期 15小時，以抵免當學期住宿費。 

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 
符合申請資格，每名每學期 17,000元至 27,000 元，補助人數視當年度實際申請情形
而定。 

 

四、其他說明： 

(ㄧ)本校以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健康樂活、卓越康寧為辦學理念，培養務實、專業、品德、國際觀與人文素養兼備之
跨領域專才，落實教學創新、產研鏈結、全人教育、全球移動力等策略，成為大健康產業優質、卓越的大學為願景。
教學特色、教學資源概況、各項獎助學金及活動等相關資訊，請至本校網站或各學系網站查詢。 

(二)錄取新生若未收到報到通知，相關報到及學雜費收費標準及獎助學金等相關資訊，請逕上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及
「相關連結」http://web.ukn.edu.tw/bin/home.php查詢。 

(三)以上重要說明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佛光大學(13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號  網址： http://www.fgu.edu.tw/  

電話： (03) 9871000 轉 3  傳真： (03) 9874800  
 

二、住宿狀況： 

1.本校宿舍為 4 人套房宿舍，每間房間均為備有冷氣、獨立衛浴之乾溼分離式套房（宿舍費用皆含電費、網路），並設
有販賣部、餐廳（葷素皆備），宿舍與校舍間有接駁車往返，讓學生有安全便捷的校園環境。 2.每棟宿舍皆有專門管理
人員，給予學生生活上的協助，維持最佳居住品質。 3.校內外宿舍皆有往返的接駁車。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國立大學收費 
本校學士班學生之學雜費享有國立大學收費標準(詳參佛光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助學
金實施辦法) 

優秀學生入學獎勵-星雲獎學金 
錄取學系採計原始成績達前 38%或同年學測符合規定資格，每學期獎學金 3萬元，達
標準者可領 4年 

優秀學生入學獎勵-優秀學生獎學
金 

錄取學系採計原始成績達前 52%或同年學測符合規定資格，每學期獎學金 1萬元，達
標準者可領 4年 

校內獎助學金 
由楊梓濱先生、謝劍名譽教授、梅曉珮女士以及各學系所提供之多項獎助學金，詳參
各獎學金之規定 

校外獎助學金 
公、私設獎學金指各級政府、基金會、個人捐款之獎助學金等，約有 100項，請至學
生事務處網頁查詢 

書卷獎獎學金 每班人數 20名至 40名頒發 1名、人數 41名至 70名頒發 2名，獎學金金額為 5,000元 

佛光大學助學工讀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60分以上皆可提出申請 

惜福結緣入學優惠實施辦法 
佛光會員滿五年以上；或同一家庭子女之第 2名起，在正常修業期間得享個別減免學
雜費 10%之優惠 

 

四、其他說明： 

※歡迎亟欲增加「國際移動力、乘法人多元能力」的同學加入佛大「國立大學品質、國立大學收費」之教學環境。為深
化國際移動力，無縫銜接跨國學習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與職場專業力。 
1）國際移動力：面對激烈的全球化競爭，本校深諳國際移動力是職場勝負關鍵【①佛光大學+西來大學（繳台灣私校學

費到美國念書）=台美雙證書；②學碩 3+1+1、遊學團、交換生、海外實習打工】。 
2）培養乘法人：不同關鍵專長的人才培育【①建立學術、企業雙師制度；②選課模組設計學習多選擇】。 
3）國立大學品質：本校榮獲教育部高教深耕大學，大學校院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全數通過，以「最優質的師資與行政團隊」

陪同學子成長【①教育部高教深耕大學；②每年平均投注每位同學約 19萬元教學資源】。 
4）國立大學收費：為照顧有心向學的學子，「不讓任何學生為了經濟因素離開校園」【①大學在學 4年公立收費；②工

讀與獎學金管道多元，清寒學生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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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13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號  網址： https://www.mdu.edu.tw/  

電話： 04-8876660  傳真： 04-8871542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均為四人獨立衛浴套房，提供寬頻網路及校園內無線上網，每層樓均設有逆滲透飲水機及投幣式洗烘衣機

等設備讓住宿學生使用。校內亦設有餐廳、美食街、便利商店等，提供健康飲食、便利購物的生活環境。學校耗資 5億

建置溫水泳池、健身房、室內球場，亦提供獨木舟、攀岩、漆彈場等休閒保健設施，生活機能健全豐富。詳細宿舍介紹

請上網參閱，網址：http://www.ge.mdu.edu.tw/zh_tw/23。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四、其他說明： 

1.秉持創辦人汪廣平老校長「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滿園桃李當看作自己兒孫」辦學理念，關心學生、因材施教及

快樂學習。 

2.辦學成果豐碩，綠能研究包括氫能車、太陽能、風能成果豐碩，建構節能環保示範校園。 

3.與美、加、英、日、韓、中等多國大學合作，每年百名交換生名額徵選，打開學生國際視野，培養國際移動力。 

4.提供多項獎助學金，請參閱網址：http://www.osr.mdu.edu.tw/zh_tw/money。  
 

 

 

亞洲大學(134) 

一、基本資料： 

校址： 41354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 500號  網址： http://www.asia.edu.tw  

電話： 04-23323456轉 3132  傳真： 04-23321059  
 

二、住宿狀況： 

學生宿舍秉持創造「家在亞洲、溫馨和樂」的學習與住宿環境宗旨，定期辦理多元特色主題活動，以型塑大家庭情誼。

各樓層均設置供交流、談心、休閒與聯誼之優雅溫馨交誼廳，每棟宿舍並各設置二至四處自學空間。目前有學生宿舍四

棟，感恩、惜福、築夢學苑採套房設計，共有 3,867床，登峰學苑採用寬敞空間雅房格局設計，共 528床，合計總床位

4,395 床。另有兩人房優先提供研究所學生申請，其餘學制學生安排住宿四人房，每間寢室均配備有中央空調、校園網路，

每層樓均設有飲水機、投幣式洗乾衣機、曬衣間等設備，登峰學苑地下室另設有運動健身中心及影音休閒中心。大一新

生享有優先住宿權利(須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新生入學獎學金優良獎學金 高中職畢業 2年內且年滿 20 歲內、入學成績符合條件者 ，最高新台幣 480萬元整 

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 各系(組)指考成績達標準且英文成績符合條件者，發給英文成績優良獎學金。 

新生 AI人才培育獎學金 各系(組)指考成績達標準且數學及 APCS 成績符合條件者，發給 AI 成績優良獎學金 

急難慰助金 補助標準及金額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弱勢助學計畫 未請領政府各項學雜費者，補助標準及金額請參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 
 

四、其他說明： 

1.亞洲大學是一個前瞻，有遠見且快速成長的學校。創校四年即改制為亞洲大學，目前設有 6個學院、28 個學系、4 個

進修學士班、22個碩士班，10 個碩士在職專班及 8 個博士班。在各項評鑑均為第一名或優等，各學系評鑑全數通過，

並評選為三品教育、體育教育和國際化優良的學校。 

2.本校交通非常便利，位於臺中市省諮議會旁，有中二高霧峰交流道、中投公路、中彰快速道路及台三線省道，並有多

路線公車行經本校。 

3.本校大學部一年級新生須修習服務與學習課程(一學年，0 學分，必修)，且為禁菸校園。 

4.本校滿一學期即可轉系、課程學程化，亦榮獲多個世界百大排名，在國際設計上獲獎連連。 

5.本校設有三導師制度(班級導師、曼陀師及職涯導師)，照顧學生生活、輔導學業、就業，培育具有人文藝術、有品德

學生。 

6.本校大學部學生除須修畢所屬學系(組)規定之應修學分及要求外，尚須通過「中文能力檢定」、「英文能力檢定」及

「資訊能力檢定」，方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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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150)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60007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１號  網址： https://www.niu.edu.tw/  

電話： 03-9357400轉 7308  傳真： 03-9365239  
 

二、住宿狀況： 

1.本校設有男、女生宿舍各一棟，主要提供新生住宿，均為四人一間，內設冷氣、網路，為維護住宿生安全，周圍及內
部均設有監視系統，住宿學生憑個人之感應卡進出。住宿費每學期收費 9,500 元（含網路，低收入戶免收住宿費，中低
收入每學期補助住宿費 3,000 元），宿舍冷氣使用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其使用電費由各寢室學生共同負擔。 2.校外賃居：
可至教育部雲端租屋生活網（https://house.nfu.edu.tw/NIU）查詢。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本校獎勵優秀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助學金 依符合資格類別減免學雜費 

優良學生書卷獎 1,500 元至 3,000元 

學雜費減免 依申請類別減免學雜費 

學生工讀助學金 依行政院勞動部規定 

校外各縣市政府、財團法人、公司行號等單位提供獎助
學金 

依各提供單位辦法發給 

學生緊急紓困助學金 5,000 元至 20,000元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以下者，5,000 元至 16,500元 

本校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研究生以 8,000 元為上限，大學部以 4,000 元為上限 
 

四、其他說明： 

一、本校榮獲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THE「2021年全球最佳大學排名」1201+，獲得國際肯定。 
二、110 年《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評比，在綜合大學類排名全國前三十大；產學榜(推廣及產學收入面向)亦名列前茅。 
三、107 年度起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投入更多資源提升教學品質、強化創新教學、培養學生問題解決、

基本核心能力以及強化師生國際參與。 
四、本校致力於提供學生優良的學習與創業環境，設有創客中心，培育創新專業人才，提供學生實習與創業機會。 
五、工學院及電機資訊學院各學系皆通過 IEET 認證，畢業學歷受國際認可。 
六、本校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商學院 (UMD) 簽署 3+2計畫，5年取得宜大學士學位+UMD 碩士學位。森林暨自

然資源學系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人文管理學院與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簽署雙聯學制。交換生姊妹
校分布於 9個國家，共計 35 所學校。 

七、身心障礙考生選系說明請參閱本校招生資訊網頁訊息。  
 

 
 

國立聯合大學(151) 

一、基本資料： 

校址： 36063 苗栗市南勢里聯大 2號  網址： http://www.nuu.edu.tw  

電話： 037-381000  傳真： 037-381139  
 

二、住宿狀況： 

本校宿舍以優先滿足日間學制大一新生為原則，並預於新建之宿舍完工後，可於 111 學年度再多提供 700床，全校宿舍
床位將達 3,500 床，以嘉惠更多外地至本校求學之學子，相關資訊請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住宿服務中心(037)381750；有
關獎助學金、就學貸款、就學減免之詳細資訊，請洽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037)381232、381234。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獎勵優秀大學部新生入學獎學金 大學入學新生，獎勵在校第一年至第四年不等之全額學雜費 

生活教育學習獎助學金 每月 5,000元上限，考量出席狀況及學習態度發給 

陳為忠校長獎學金 清寒優秀學生，40,000至 50,000 元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依障礙等級辦理，10,000至 40,000元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獎助學金 家庭年收低於 70萬元以下者，5,000至 16,000元 

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 外國學生，每月 6,000 元至 8,000 元(全年實發 9個月) 

校外各縣市政府、財團法人、公司行號等單位提供
獎助學金 

依各獎助學金提供單位規定 

本校獎助學金 
優秀、體育運動技藝競賽、績優社團、清寒、原住民清寒、國際競賽，
3,000 元至 40,000元 

 

四、其他說明： 

1.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修滿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外，須符合各學系、學位學程自訂各項能力檢定辦法及畢
業門檻條件；日間部學生須通過本校所規定「英語基本能力」，准許畢業。 

2.有關獎助學金、就學貸款、就學減免之詳細資訊，請洽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037)381232、381234，查詢網頁：本校
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助學金措施或由本校首頁→獎助學金，即可查閱各項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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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152) 

一、基本資料： 

校址： 25245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6號  網址： http://www.mmc.edu.tw  

電話： 02-2636-0303  傳真： 02-2636-5522  
 

二、住宿狀況： 

本校學生宿舍參採國外知名大學住宿之書院式教育精神，營造家庭的歸屬感。學生宿舍共四棟，宿舍數量足以提供同學
大學四年期間住宿需求。每一層樓有 2~6個家庭單位，每個家庭單位可住宿 8 名學生(每戶 4寢，每寢 2 人，床鋪、書桌
及櫥櫃均為平面設置)，空間寬敞舒適，設有客餐廳及乾溼分離衛浴，備有電陶爐料理台、冰箱、冷氣與網路接點等設備，
生活機能完善，學生滿意度高。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馬偕醫學院學生入學獎學金 請見本校學務處網頁-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書卷獎(醫學系、護理學系) 
操行成績達 80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班級前三名（第一名 2萬、第二名 1.5 萬、第
三名 1萬）。 

書卷獎(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操行成績達 80分以上，且學業成績為每組前二名（第一名 1.25萬、第二名 1萬）。 

生活助學金 家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每生每月新臺幣 6,000 元。 

校內服務(工讀)助學金 依勞基法所規定之最低工資計酬。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家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補助金額為 1.2~3.5萬元不等。 

緊急紓困助學金 遭遇家庭變故以致於有影響學業中斷之學生，補助金額視實際情況而定。 

外部捐贈獎助學金 
詳見「馬偕醫學院外部捐贈獎助學金申請暨管理作業要點」金額由委員會依上年度
捐贈與申請狀況酌定 

四、其他說明： 
1.本校男女生兼收。 
2.本校學士班學生得於入學當學期開學前申請英文能力審核或參加本校辦理之英文能力測驗，並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

讀英文課程準則」規定研習課程。未通過英文能力審核及審核未達本校英文能力檢測標準者，應依規定修畢相關英文
課程或通過校外英文能力檢測標準，方得畢業。入學後報名規定之校外英文檢測且通過鑑定者，予以報名費補助獎勵。 

3.本校獎助學金包含學生入學獎學金、書卷獎、就學貸款、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補助、弱勢助學金(含大專校院弱勢助
學金、深耕弱勢助學金)、緊急紓困金、生活學習獎助金、校內服務助學金、外部捐贈獎助學金等，並接受政府機關、教
育部、各縣市政府、各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慈善宗教團體或個人捐贈獎助學金，依各項獎學金獎勵對象及辦法辦理。 

4.本校提供家境清寒之學生學雜費減免並優先安排校內工讀機會，讓有志向學者不因經濟困難而失學。各項獎助學金相
關內容，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網站/獎助學金查詢。  

 

國立金門大學(153) 

一、基本資料： 

校址： 892009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號  網址： http://www.nqu.edu.tw/  

電話： 082-312346  傳真： 082-313313  
 

二、住宿狀況： 

本校目前計有學生宿舍四棟，可供 1209 床，日間部學士班新生優先有床位；學生第一宿舍提供男生住宿，學生第二宿舍
提供女生住宿，皆為套房型式四人一間，學人二舍提供男生住宿及學生仁愛宿舍提供男、女住宿，則為套房型式三人一
間，設置冷氣機、電風扇、洗衣機、烘衣機、脫水機及網路設備，生活機能便利。學生憑個人門禁卡(扣)進入宿舍，宿
舍每日皆有宿舍輔導員輪值，輔導學生生活學習及安全照顧。宿舍收費標準、設施及學生校外賃居資訊可參閱本校學務
處生輔組網站。  

 

三、獎助學金： 
類別 補助標準及金額 

新生成績優良入學獎勵 詳見本校網頁招生訊息新生入學獎勵措施。 

經濟不利學生學習獎助學金 
具本校認定之經濟不利學生，參與相關學習計畫，可申請本項相關之 7
類獎助學金，最高 5 萬元。 

生活助學金 
每生每月核發生活助學金新臺幣 6,000 元，每學期核 4 個月為上限。
每月需進行服務學習 30小時。 

生活學習獎助金 上一學期無記過之處分，並合於使用單位進行生活學習性質者。 

急難救助金 每一個案以 10,000 元為原則，但以不超過 50,000 元為限。 

優良社團負責人獎學金 特優獎：6,000 元整。優等獎：5,000 元整。績優獎：4,000 元整。 

學生技能成績優良獎學金 經本校「學生技能成績優良獎學金實施要點」專案審核通過後之學生。 
四、其他說明： 
1.本校提供新生成績優良入學獎勵措施，詳情請至本校網站招生訊息查詢。  
2.本校訂有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學生最快可於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3.本校國內交換學校計有 20 校、國際交換學校計有 13校、大陸交換學校計有 34校。洽詢電話:國內交換生 082-313318、

國際交換生 082-313734、中國大陸交換生 082-313735。 
4.住宿、獎助學金、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社團等相關事宜,可逕至本校學務處網站查詢。洽詢電話:住宿 082-313060;

獎學金、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 082-313335;社團 082-313337;急難救助金 082-313346。 
5.錄取生不另辦理報到，如欲放棄入學資格，須依招生簡章規定辦理。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校招

生委員會決議辦理；如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得向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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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衛生福利部「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第二期)內容摘要 

一、 公費生之權利與義務，應依衛生福利部相關規定辦理，相關規定請洽衛生福利部。 

二、 111學年度計畫內容摘要如下： 

(一) 預定培育科別：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及急診醫學科為主，並得依醫學生畢業當年

度之偏鄉人力需要逐年彈性調整培育科別。 

(二) 註冊規定：醫學系公費學生於新生註冊入學時，應填具契約書及保證書，其內容請至衛

生福利部網站查詢。 

(三) 受領公費待遇年數：醫學系公費學生肄業期間受領公費待遇年數為 6年。 

(四) 服務方式：醫學系公費生畢業後訓練地點為醫學中心，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服務 10年。

服務地點如下： 

1. 偏遠地區之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以下稱衛生福利部偏鄉醫院）為主，或結合醫學中

心支援偏鄉計畫，由醫學中心指派至衛生福利部偏鄉醫院服務。公費醫師履行服務之

前 5年分發於衛生福利部偏鄉醫院服務，後 5年得依其意願選擇改分發於偏遠地區醫

院或衛生所服務。 

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指定之醫療機構。 

(五) 不履約之規定：醫學系公費學生於規定之服務期間，不履行其服務義務者，醫師證書由

衛生福利部保管；並應依其未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例，償還其在學期間所受

領公費總金額之 4倍罰款。 

(六) 發還醫師證書之規定：醫學系公費學生服務期滿，檢具其服務證明文件，核准後始得離

職，並發還其醫師證書。 

三、 111學年度分發入學招生管道中，醫學系公費生共 24名，分列如下表。各系組分則請參閱「貳、

校系分則」。表列名額如因其他招生管道名額增額或缺額而有調整，則依招生簡章規定於 111

年 7月 27日另行公告於考分會網站。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學系名稱 公費名額 
簡章分則
頁碼 

00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公費) 2 21 

004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公費) 5 37 

007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 2 50 

01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公費) 3 72 

020 輔仁大學 醫學系(公費) 2 104 

030 長庚大學 醫學系(公費) 4 125 

045 義守大學 醫學系(公費生) 3 172 

108 慈濟大學 醫學系(公費) 1 219 

109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公費) 2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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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單

範

例 

111 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 證明文件審查填寫事項(樣本) 
 
※本表僅為協助考生釐清應繳文件，不須上傳或寄回，所有資料仍須以網路填報為準。 

考 生 簽 名 
111 年    月   日 

※證明文件審查申請時間自 111年 6月 1日上午 9:00起至 6月 21日下午 5:00止，一律採網路申請並上傳

資料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http://www.uac.edu.tw)。 

※表列各種身分，除註明為「不須申請審查」者外，均須於「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填寫審查申請，

各身分應繳證明文件請參閱本表背面。 

※審查結果將於 111年 7月 1日公告於考分會網站，如對審查結果有疑義，可於 111年 7月 1日上午 9:00

起至 7月 5日下午 5:00止，至「證明文件審查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覆，申覆結果將於 7月 8日公告於

考分會網站。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碼 

          

出 生 年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須與 111 學年度分科測驗報名表之 
身分證號碼欄所填一致 

聯 絡 方 式 手機： Email： 

學

力

審

查 

□由學校集體（不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報名分科測驗，或已通過「93~110 任一

學年度」學力證明文件審查者（不須申請學力審查） 

不屬於前項者，於下列身分擇一勾選，並於規定時間上傳學力證明文件至考分會申請審查。 

□高中職、五專或進修學校畢業 

□非集體報名之高中職、進修學校應屆
畢業，或五專四年級以上在校生 

□高中職、五專肄業 (□高中職 □五專) 

□自學進修或其他高中程度學力鑑定

(別)考試通過 

□高、普考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具丙級技術士資格且工作 5年以上、具

乙級技術士資格且工作 2年以上，或具

甲級技術士資格 

□大陸地區高級中學畢業 

□大陸地區高級中學應屆畢業 

□國外或港澳地區高級中學畢/肄業，且修業

年限達國內同等學力規定 

□國外或港澳地區高級中學應屆畢業 

□年滿規定年紀且取得相應之規定課程學分數 

□完成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當學年度完成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其他符合「分發入學學力資格」所列之同等

學力 

特

種

生

加

分

優

待

審

查 

□普通生（不須申請特種生審查） 

□蒙藏生 

□原住民學生 (□具有文化語言能力證明 □無文化語言能力證明) 

□僑生 

□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就讀  □一學年內 □二學年內 □三學年內)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來臺就讀  □一學年內 □二學年內 □三學年內) 

□退伍軍人 

 （1.服役役期: □五年以上  □四年以上未滿五年  □三年以上未滿四年  □服滿義務役法定 

               役期  □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持有撫卹令  □因病致身心障礙持有撫卹令  

   2.退伍時間: □退伍未滿ㄧ年   □退伍未滿二年   □退伍未滿三年   □退伍未滿五年） 

聽
覺
障
礙
審
查 

□普通生（不須申請聽覺障礙生審查） 

□聽覺障礙中度以上，且曾參加 111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大學繁星

推薦、大學申請入學等任一考試或招生，並經審查通過為聽覺障礙中度以上者。 

□聽覺障礙中度以上，且不曾於上述任一管道審查通過者。 

 

http://www.ua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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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力審查應上傳證明文件一覽表】  
 學力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1 高中職、五專或進修學校畢業 畢業證書 
2 非集體報名之高中職、進修學校應屆畢業，或五

專四年級以上在校生 
歷年成績單(若無最後 1學期成績單，請另檢附蓋有當學期註
冊章之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3 高中職肄業 
1.僅未修習最後一年，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 
2.修滿最後一年第一學期，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3.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 

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轉學或休學證明書 

4 五專肄業 
1.修滿三年級第二學期，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 
2.修讀四或五年級或修滿規定年限 

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轉學或休學證明書 

5 自學進修或其他高中程度學力鑑定(別)考試通過 學力鑑定(別)考試通過證明書 
6 高、普考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考試及格證明書 
7 具丙級技術士資格且工作五年以上、具乙級技術

士資格且工作二年以上，或具甲級技術士資格 
技術士證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8 大陸地區高級中學畢業 畢業證書、大陸公證處公證文件及海基會驗證文件 

9 大陸地區高級中學應屆畢業 歷年成績單及切結書 
10 國外或港澳地區高級中學畢業或肄業，且修業年

限達國內同等學力規定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學力證明文件（含歷年成績單，文件非
中、英文版本者須另附中譯本）、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歷年(含
高中就讀期間)入出國日期證明及護照（中英文姓名資料頁） 

11 國外或港澳地區高級中學應屆畢業 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學力證明文件（含歷年成績單，文件
非中、英文版本者須另附中譯本）、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歷年
(含高中就讀期間)入出國日期證明、護照（中英文姓名資料
頁）及切結書 

12 年滿規定年紀且取得相應之規定課程學分數 學分證明書 
13 完成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完成實驗教育證明 
14 當學年度完成高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蓋有 6個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或歷年學習狀況審議通過

函。若辦理實驗教育前曾於高中就讀，須另檢附高中歷年成
績單)及切結書 

15 其他符合「分發入學學力資格」所列之同等學力 相關學力證明文件 

 【特種生加分優待審查應上傳證明文件一覽表】 
 
身分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蒙藏生 
1.由文化部或 106.9.14前由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 
2.蒙藏語甄試委員會出具之蒙語、藏語甄試合於本招生優待且有效至 111.7.10之成績證明。 

原住民學生 須於考分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不須上傳證明文件。 
僑生 由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核發之登記本招生用僑生加分證明函件。 

境外優秀科技 
人才子女 

教育部分發「高級中等學校」入學之函件；內政部移民署近 3 個月內核發之「歷年入出國
日期證明書」。 

政府派外工作 
人員子女 

下列二者擇一即可： 
1.教育部分發「高級中等學校」入學之函件；內政部移民署近 3個月內核發之「歷年入出國日
期證明書」。 

2.未經教育部分發者，須於 111 年 1月 31日前先送教育部審核，取得加分優待證明。 

退伍軍人  
(含替代役) 

1.軍官、士官及士兵：國防部或各軍司令部製發退伍證明文件。 
2.服役 1年以上之替代役：主管機關核准服役期滿之證明文件。 
3.服役 3 年以上者，軍官、士官須另繳初任官任官令或軍事校院畢(結)業證書，志願士兵(
含後期轉服士官者)須另繳初次任士兵之人事命令。 

4.身心障礙退伍軍人須附撫卹令及免役(除役)令。 
5.預定 111年 8月 2日前退伍但尚未取得退伍令者，得檢附其單位主官出具之「退伍或解除
召集日期證明」。 

          【聽覺障礙審查應上傳證明文件一覽表】 
 
身分類別 應上傳證明文件 

聽覺障礙 
學生 

※曾參加 111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大學繁星推薦、大學申請入
學等任一考試或招生，經審查通過為聽覺障礙中度以上者，免繳交證明文件，但仍
須至考分會網站填報審查申請。逾期或未提出審查申請者視同普通生。 

※不屬於前項者，可就下列二者擇一繳交： 
1.有效期限超過 110年 8月 1日，由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2.如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得於考分會網站下載分發入學招生專用之「診斷證
明書」，依說明於 110年 8月 1日後由指定醫院之醫師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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