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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

 奈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獎助學金!

 博士班精進獎助學金－外國學生 (110 學年度)
項目 博士班外國學生
名額 50 名 (110 學年度)
獎勵 獎學金 48 萬元
學雜費全免 (約 19 萬元)
申請 1. 入學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資格 (1) PBT 托福 ≥ 523 分、電腦 CBT 托福 ≥ 193 分、網路 iBT 托福 ≥ 69 分、TOEIC ≥ 700 分、
IELTS ≥ 5.5 級、外語能力測驗 (FLPT-English) 三項筆試總分 ≥ 240 分或劍橋博思國際職
場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 ≥ 60 分
(2) GRE 計量 Quantitative Reasoning ≥ 160 分
(3) 其他相關表現之證明
2. 入學後應符合以下所有事項
(1) 應於 1 年級選修本校基礎華語 (1) 與 (2)
(2) 每學期修課成績總平均 ≥ 80 分
(3) 第 3 年開始前需通過資格考

核發 1. 獎學金 48 萬元：每個月 12,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月，計 4 年。
方式 2. 學雜費補助 19 萬元：1 - 4 年級免學雜費。
3. 入學後第 2 學期開始前符合 GRE 條件之學生，可追溯補發原學雜費減免及每月獎學金。
4. 第 1 次資格考未通過之學生，在 3 個月內第 2 次資格考試通過後，可追溯補發原有獎助。
5. 領取獎學金之義務：實驗 (研究) 工作紀錄每月由指導教授審閱 (每學期 80 小時) 簽名後
備查。研究進度報告每學期經指導教授審閱簽名後備查。

 碩士班培育獎助學金－外國學生 (110 學年度)
項目 碩士班外國學生
名額 25 名 (110 學年度)
獎勵 獎學金 16 萬元
學雜費全免 (約 18 萬元)
申請 1. 入學前，應符合下列條件
資格 (1) PBT 托福 ≥ 500 分、電腦 CBT 托福 ≥ 173 分、網路 iBT 托福 ≥ 61 分、TOEIC ≥ 650 分、
IELTS ≥ 5.0 級、外語能力測驗 (FLPT-English) 平均 ≥ 65 分或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語能力
測驗 (BULATS) ≥ 45 分
(2) GRE 計量 Quantitative Reasoning ≥ 160 分
(3) 其他相關表現之證明
2. 入學後應符合以下所有事項
(1) 應於 1 年級選修本校基礎華語 (1)
(2) 每學期修課成績總平均 ≥ 80 分

核發 1. 獎學金 16 萬元：每個月 8,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月，計 2 年。
方式 2. 學雜費補助 18 萬元：1 - 2 年級免學雜費。
3. 入學後第 2 學期開始前符合 GRE 條件之學生，可追溯補發原學雜費減免及每月獎學金。
4. 第 1 次資格考未通過之學生，在 3 個月內第 2 次資格考試通過後，可追溯補發原有獎助。
5. 領取獎學金之義務：實驗 (研究) 工作紀錄每月由指導教授審閱 (每學期 80 小時) 簽名後
備查。研究進度報告每學期經指導教授審閱簽名後備查。

 研究所獎助學金－外國學生 (109 學年度)
項目

博士班外國學生

碩士班外國學生

名額

共 41 名 (109 學年度)

獎勵

學雜費減免
獎學金補助

申請 學雜費減免：符合系所評核者 1 - 4 年
學雜費減免：符合系所評核者 1 - 2 年
資格
級學雜費減免，無須英文
級學雜費減免，無須英文
能力門檻。
能力門檻。
獎學金補助：符合 110 學年度博士班外 獎學金補助：符合 110 學年度碩士班外
國學生之英文能力條件。
國學生之英文能力條件。

核發 學雜費減免：1 - 4 年級學雜費減免。
方式 獎學金補助：補助 48 萬元，每個月
12,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月，計 4 年。

學雜費減免：1 - 2 年級學雜費減免。
獎學金補助：補助 16 萬元，每個月
8,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
月，計 2 年。

 博士班精進獎助學金－本國學生 (109 學年度)
項目 博士班本國學生
名額 逕讀 / 非逕讀博士班的一般生 10 / 66 名 (109 學年度)
獎勵 助學金 48 萬元
學雜費全免 (約 19 萬元)
申請 1. 助學金申請者入學前應符合下列英文能力條件之一
PBT 托福 ≥ 523 分、電腦 CBT 托福 ≥ 193 分、網路 iBT 托福 ≥ 69 分、TOEIC ≥ 700 分、IELTS
資格
≥ 5.5 級、外語能力測驗 (FLPT-English) 三項筆試總分 ≥ 240 分或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語能
力測驗 (BULATS) ≥ 60 分
2. 入學後應符合以下所有事項
(1) 每學期修課成績總平均 ≥ 80 分
(2) 第 3 年開始前需通過資格考

核發 1. 獎學金 48 萬元：每個月 12,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月，計 4 年。
方式 2. 學雜費補助 19 萬元：1 - 4 年級免學雜費。
3. 若有校外計畫經費補助 (如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除學
雜費全免外，再依補助機構核定名額核發獎助學金，且不得再重覆領取本校助學金。
4. 第 1 次資格考未通過者，在 3 個月內第 2 次資格考試通過後，可追溯補發原有獎助。
5. 領取獎學金之義務：實驗 (研究) 工作紀錄每月由指導教授審閱 (每學期 80 小時) 簽名後
備查。研究進度報告每學期經指導教授審閱簽名後備查。

 碩士班培育獎助學金－本國學生 (109 學年度)
項目

碩士班本國學生

名額

100 名 (109 學年度)

60 名 (109 學年度)

獎勵

學雜費補助 10 萬元

助學金 8 萬元

申請 1. 需通過學碩學程申請，並考入碩士班就讀 1. 通過學碩學程申請並考入碩士班就讀者。
者。
資格
2. 入學前應符合以下英文能力條件之一：
2. 符合系所評核標準者。
備註：本校約 3 成畢業生能進入國立大學研
究所，續留本校學生的綜合表現亦傑出，顯
示本校學生素質優秀。近 3 年約 90 人申請
本校學碩學程，目標提升至 100 人就讀。

PBT 托福 ≥ 500 分、電腦 CBT 托福 ≥ 173
分、網路 iBT 托福 ≥ 61 分、TOEIC ≥ 650 分、
IELTS ≥ 5.0 級、外語能力測驗 (FLPTEnglish) 平均 ≥ 65 分或劍橋博思國際職場
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 ≥ 45 分。
3. 原學士班畢業成績前 40%。

核發 1. 退還大學最後 1 學年應繳學雜費與國立大 碩士班第 1 學年每個月 8,000 元，計核發 10
學收費標準差額。
個月。
方式
2. 退還碩士班第 1 學年應繳學雜費與國立大
學收費標準差額。

義務 實驗 (研究) 工作紀錄每月由指導教授審閱 (每學期 80 小時) 簽名後備查。研究進度報告每
學期經指導教授審閱簽名後備查。

 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
對象：博士班 1 年級新生(不含在職生)，補助自當年度 9/1 起至第 4 年 8/31。
名額：依學校前 4 年度獲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經費為基準，按比例核算。
年級

109 學年度
預計人數

1

每位學生月獎助金額

學校年負擔金額(萬)
各年級總和
總和

科技部

校方

8

30,000

10,000

96

2

8

30,000

10,000

96

3

8

20,000

20,000

192

4

8

20,000

20,000

192

576

申請：學校行政程序訂定之獎勵規定及承諾出資配合款規劃，函送科技部。
獎勵規定包含 1)各領域獎勵名額分配原則、2)獎勵資格、評選標準及審
查機制、3)獎勵對象定期評量機制與 4)獎勵成果效益追蹤機制。
考核：短發獎學金者，科技部得自補助之各類型計畫管理費扣減短發獎學金
總額 3 倍計算之金額；並視情節輕重，減核或不核給下學年度獎勵名額。

 奈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獎助學金 (109 學年度)
項目

奈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獎助學金

名額

本國生 3 名 (109 學年度)

外國生 5 名 (109 學年度)

獎勵

學雜費全免 30 萬元
助學金 20 萬元

學雜費補助 18 萬元
獎學金 8 萬元

申請 1. 入學前應符合以下條件：
資格
(1) 需經書面審查合格且多益 750 分。
(2) 其他相關表現之證明。

2. 入學後每學期修課成績總平均 ≥ 80 分。

1. 入學前應符合以下條件：
(1) 需經書面審查合格且多益 750 分。
(2) GRE Quantitative Reasoning ≥ 160 分。
(3) 其他相關表現之證明。
2. 入學後應符合以下所有事項：
(1) 應於一年級選修本校基礎華語 (1)。
(2) 每學期修課成績總平均 ≥ 80 分。

核發 1. 學雜費補助 30 萬元：1 - 2年級免學雜費。 1. 學雜費 1 - 2年級補助 18 萬元。
方式 2. 第 1 年助學金每月生活費 1 萬元，補助9 2. 入學後第 2 學期開始前符合 GRE 條件之學
個月。若獲得其他單位補助，不得重複
申請。(低/中低收入戶學生加發第 2 年每
月生活費 1 萬元，補助 9 個月)
3.
3. 補助來回機票 2 萬元。

生，可追溯補發原有學雜費減免及每月獎
學金。
獎學金 8 萬元：每月 8,000 元，每年核發
10 個月，計 1 年。

義務 實驗 (研究) 工作紀錄每月由指導教授審閱 (每學期 80 小時) 簽名後備查。研究進度報告每
學期經指導教授審閱簽名後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