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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辦法 

108 年 7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通過 

108 年 9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109 年 6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優秀

博士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特依「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

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本校招收之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大學及碩士在學期間無申誡以上記錄之學生得提 

出申請，但不含在職進修學生，亦不含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學生。 

二、申請者不得同時兼領本校相關獎學金及我國政府相關單位之獎助學金。 

第三條 申請方式： 

一、 依本校公告期程，檢附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二、 申請資料應包含： 

(一) 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二) 讀書計畫（Statement of Purpose）及職涯規劃（Career Plan） 

(三) 論文研究計畫（5 頁為限） 

(四) 學碩士畢業論文、期刊論文、文字創作或藝文演出等實質研究成果。 

(五)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及獎懲紀錄） 

(六) 推薦信二封（包含指導教授） 

(七) 各院規定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第四條 獎勵名額： 

以科技部每年核算結果為上限。 

第五條 獎勵金額：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四萬元，獎勵期間自博士班一年級起至博士班四年級止。 

獎勵金額由科技部與本校共同負擔，獎勵對象於博士班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期間由科

技部每月獎勵三萬，本校獎勵一萬；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二

萬，本校獎勵二萬。 

前項本校出資獎勵額度，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或其他非科技部補助經費支應。 

第六條 補助期間： 

自當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第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獎勵規定項目： 

一、各領域獎勵名額分配原則 

各院獎勵名額依前四年度具研究性質之科技部研究計畫總經費為基準，再依所占

之比例計算，其中人文領域經費加權 150％計算。每領域經申請人所屬學院之院

級招生委員會審議及排序後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查，獲獎總名額以科技

部該年度核配獎勵名額為上限。 

二、獎勵資格、評選標準及審查機制 

申請人經院級招生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將推薦名單或正、備取名單依排序送本校

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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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評量機制 

(一)獲獎學生應致力於課業及研究能力之提升，每學年繳交學習成果報告，並由

指導教授給予評量。 

(二)每年由院級招生委員會依成果報告、指導教師評量結果及其綜合表現，做成

持續推薦或不推薦之建議，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議。經審查決議未獲

推薦者，則中止核發獎勵。 

四、獎勵成果效益追蹤機制：學生在校期間，依年度評量機制進行檢核及輔導；畢業

三年內，透過畢業生流向調查，落實回饋機制，提供獎勵成效改善之重要參考。 

五、遞補機制 

經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議未獲推薦者，中止核發獎勵；得自同年級擇優或

當時備取名單予以遞補。 

六、各學院及本校行政單位辦理遴選獎勵對象及審查作業時，務必遵守利益迴避及保

密原則。 

第八條 獲核定受獎者，經查若有偽造、不實及重複領取其他獎學金之情事，撤銷其獲獎資格，

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科技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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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NDHU Excellent PH.D Student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姓名 
Applicant’s name 

 
申請日期 

Application Date 
 

就讀學院/系所 
Dept.  

學號 
Student No.  

國籍 
Nationality  

性別 
Gender 

□男 Male  □女 Female 

檢附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未領本校相關獎學金證明 Certification of No Relevant Scholarships 

□領有校外獎學金名稱 Receive an Off-campus Scholarship :＿＿＿＿＿＿ 

金額 Amount : ＿＿＿＿＿＿＿ 

□讀書計畫及職涯規劃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Career Plan 

□論文研究計畫(5 頁為限) Research Plan (5 pages limited) 

□學碩士畢業論文、期刊論文、文字創作或藝文演出等實質研究成果 

 Graduation Paper and Research Results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及獎懲紀錄) 

 Transcripts in Phd University and Master (Including Ranking and Reward 

and Punishment Record) 

□推薦信二封(包含指導教授) 

2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ncluding Advisor) 

□各院規定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Others 

 ＿＿＿＿＿＿＿＿＿＿＿＿＿＿＿＿＿＿＿＿＿＿ 

 ＿＿＿＿＿＿＿＿＿＿＿＿＿＿＿＿＿＿＿＿＿＿ 

 ＿＿＿＿＿＿＿＿＿＿＿＿＿＿＿＿＿＿＿＿＿＿ 

 

聲明事項 Decalaration 

 

  本人非在職進修學生身份，且於大學及碩士在學期間無申誡以

上之懲處紀錄；若有專職工作，將主動通知本校，無條件喪失領取

本獎學金資格。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所衍生之相關法律責任及罰則，

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特此聲明。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am not a part-time student, and I do not have 

a record of penalty during the university and master's studies. If I have a 

full-time job, I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ntact the school, and I will 

lose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scholarship unconditionally. I hereby declare 

the above statements to be true, and confirm with full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perjuries found. 

 

申請人 Applicant’s Signature：＿＿＿＿＿＿＿＿＿  

指導教授 Advisor 

 
 
 

系所主管 Department Chair 

 
 
 

院主管 Dean 

 
 
 

109.06.15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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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補助優秀博士生年度考核報告書 

The Annual Report of PhD Scholarship for NDHU 

博士生姓名 

PH.D Student Name 
 

指導老師姓名 

Advisor Name 
 

系所 

Department 
 

獎助報告類別 

Category 

□博士班一年級 First-Year 

□博士班二年級 Second-Year 

□博士班三年級 Third-Year 

學生自評(過去一年完成的修課、研究等工作條列及簡述，以五頁為限，並檢附成績單): 

Self-evaluation/assessment (5-page limited)，Transcripts in PhD 

 

 

 

 

 

 

 

 

本人同意就讀期間不在外兼職，以及畢業 3 年內同意流向調查落實回饋機制。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am not a part-time student. Fulfill follow-up evaluations including 

performance review etc. 

 

簽名 Student Signature:＿＿＿＿＿＿＿＿＿＿ 

指導教授針對學生自評給予評量，並請勾選是否推薦: 

 

 

 

 

 

指導教授:□推薦□不推薦    簽章: 

系所主任:□推薦□不推薦    簽章: 

院 主 管: □推薦□不推薦    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