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碩士班暨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要點
88 年 8 月 30 日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91年 8 月 28 日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5 月 2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5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5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4 月 24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0 月 3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博、碩士班、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優秀研究生，進德修業，特訂
定本辦法。
二、本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三、各系(所)須依分配之名額推薦學生。分配原則如下:
(一) 每學系（所）博士班、碩士班、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每班 1 名，各學
系須依分配名額推薦，不得以獎學金總金額不變情況下，增加獎勵名額。
(二)各學制學生總人數每逾 50 人得依學制別增額 1 名。
四、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第一學期不包含新生）
，博士班每名每學期發給
新臺幣 2 萬元整，碩士班(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每名每學期發給新臺幣 1
萬 5,000 元整。每位獲獎學生頒發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五、受領本獎學金資格如下：
(一)當學(暑)期須在學，前一學期（當暑期）至少應修習兩門科目並達四學
分以上（不含論文），且無一科目不及格。
(二)具有從事學術研究潛力，或其他表現優異，足為同儕楷模者。如曾參加
專案研究計畫、或於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有審查制度之期刊發表論
文，或參與藝術展演等者。
六、受領本獎學金者，當學期（暑期）不得兼領校內或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各
學系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除外)。
七、本獎學金由各學系（所）推薦，由學生事務處核發獎狀及獎金。
八、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博、碩士班暨在職進修學位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 申請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cademic Year / Semester
Application Form for In-Service Degree Program, Outstanding Doctoral and Graduate Student Scholarship
姓
名
Name

性 別
□男(M)□女(F)
Gender

申請人
聯絡電話
住宅(Home)：
Applicant
Phone
E-mail
院
別
College
學籍
級
Enrollment 系
Department
Data
攻讀學位
Level
成績
學
業
Grades
Academic
身 分 證 字 號
ID or ARC Number
郵局局號、帳號
Postal Account
應繳證件
Required
Documents

手機(Mobile)：

學院(College)
學系(Department)
□博士(Doctoral)

年級(Year)

□碩士(Master)

班(Class)

□在職班 (In-Service)

請注意：請填本人郵局局帳號，無局帳號者
請先至郵局開戶。Notice: Must be the Postal
Account of the recipient.

局號

帳號

一、 申請表 This Application Form.
二、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請持影本至教務處蓋已註冊章)
三、 上學期成績單 Transcript of the preceding semester.
四、 具有從事學術研究潛力，或其他表現優異之資料（曾參加專案研究計畫、
或於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於有審查制度之期刊發表論文或參與
藝 術 展 演 ） Potential in academic research(documents including

involved research projects, symposium papers or published journals).
五、 郵局存摺影本 Photocopy of the Postal Passbook.

聲

明

Personal
Announcement

1.本人本學期（暑期）確實未兼領校內或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各學系
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除外)。
2.本人同意授權個人基本資料供本獎學金使用。
I have attested that I am not funded by other scholarships from NTNU or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______________ Academic Year/ __________
Semester. I authorize the us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cholarship.
學生簽名(Signature)：
一、 推薦意見(Remarks):

系（所）
推薦意見
Department
Recommendation
Remarks

二、推薦學生符合下列條件請系所打ˇ (Check if the applicant meets:)
□前學期至少修習兩門科目且四學分以上（不含論文）(2 Courses/4 credits)
□無一科目不及格者 Applicant has no failed course.
□具有學術研究潛力者或其他表現優異，足為同儕楷模者 Applicant has

potential in academic research, or other excellent performances, thus
can be demonstrated as peer model.
□本學期未兼領校內獎學金或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 Applicant receives
no other scholarships.
系承辦人簽章：
(Case Officer)

系主任簽章：
(Department Cha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