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圓夢育才助學金要點 

105年 4月 20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4月 1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處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6年 5月 2 日奉校長核定 

一、為獎助本校之身心障礙學生、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族籍學生、僑生、外籍生、中低收入戶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新住民及其子女努力向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且上一學期學業成績 GPA達 2.44者，惟身心障礙學生學業成績 GPA

達 1.7者均可提出申請，助學類別、名額如下: 

(一)身心障礙學生 14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4名)。 

(二)低收入戶子女 14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4名)。 

(三)原住民族籍學生 24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4名)。 

(四)僑生 20名。 

(五)外籍生 15名。 

(六)中低收入戶子女 14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4名)。 

(七)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7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2名)。 

 (八)新住民及其子女 12名(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 2名)。 

三、本助學金各類別名額，得視需要可互相流用。 

四、本助學金申請時間及獎助金額 

(一) 本助學金每年申請 2次，上學期於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申請，下學期於 3月 1日至 3月

31日申請。 

(二) 獎助金額:受獎助學生每名發給助學金新臺幣 1萬元。 

五、受獎助學生當學期未領有校內及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者優先核發。 

六、符合助學資格學生，每學期依公告，填具申請表，檢附成績單、身分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

件)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七、本助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八、本要點經學務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圓夢育才助學金   申請表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cademic Year /   Semester 

Application Form for Fulfilling Dreams Scholarship 

申請人 
Applicant 

姓    名 
Name 

 
性  別 
Gender 

□男(M)  □女(F) 

聯絡電話 
Phone 

住宅(Home)：               手機(Mobile)： 

E-mail  

身 份 別 
Identity 

□原住民族籍學生 □低收入戶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Disability) 
□中低收入戶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僑生(Overseas Chinese) 
□外籍生(Foreign)  □新住民及其子女(New Immigrant Family) 

學籍 
Enrollment 

Data 

院    別 
College 

                                             學院(College) 

系   級 
Department 

             學系(Department)      年級(Year)      班(Class) 

攻讀學位 
Level 

□博士(Doctoral)□碩士(Master)□學士(Bachelor) □在職班 

成績 
Grades 

學    業 
Academic 

 

身 分 證 字 號 
ID Number or 
ARC Number 

 
請注意：非本人郵局局帳號，郵局測試不符不予入帳處理。無

局帳號者請先至郵局開戶。Notice to the next row: Must be Postal 

Account of the recipient. Cannot be processed if account test fails. 

郵局局號、帳號 
Postal Account 

局號        帳號        

應繳證件 
 

Documents 
to be turned in 

一、 申請表This Application Form. 
二、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有當學期註冊章) 

Photocopy of both sides of the student card with the registration stamp of the 
current semester. 

三、 上學期成績單 Transcript of the preceding semester. 
四、 檢附符合身份別之有效證明文件一種(例: 身障手冊、戶口名簿、(中)

低收入戶證明、居留證、各縣市政府所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
件)Relevant certificates or documents and ARC. 

五、 郵局存摺影本 Photocopy of the Postal Passbook. 

聲    明 
 

Personal  
Announcement 

 

1.本人本學期確實未兼領校內及政府設置之其他獎學金，如有重複領
取願意無條件繳回本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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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審查結果 
Eligibility Screening 

□核符規定(Passed)    □資格不符(Failed) 

審查單位核章 
Qualification Review Stamp 

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Case Officer:             Administrator: 

*附註： (請於截止日期前填妥申請表送交審查單位：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中心；僑生、外籍生：國際 

        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原住民族籍學生：原住民專責導師；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新住民及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學生：生活輔導組) 

*Remarks: Please turn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corresponding offices: A. Special Education Center: Disability 

B.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verseas Chinese and Foreign C. Aboriginal Advisor : Aboriginals D. Division of 
Student Assistance: low income household, special circumstance family and new immigrant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