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辦法 

104.3.18第 390次行政會議訂定 

104.11.18第 39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7條) 

106.6.14第 40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條) 

108.4.10第 42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6條) 

108.5.8第 42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 

110.3.24第 43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 

111.3.23第 44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7,8條)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優秀高中(職)學生就讀學士班，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獎勵優秀學士

班新生入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學士班一年級新生，符合第四條申請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三條  本校應成立「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由教

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或由院長指派代表一人)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 

第四條  申請條件： 

一、入學當年度學科能力測驗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等四科或國文、

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自然等四科成績總和達 59級分以上者。 

二、以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其高中在校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百分之五，且入學

當年度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四科成績總和達 56級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自然四科成績總和達 56級分以上。 

三、以大學申請入學，其甄試總成績列招生學系(組、學程)錄取榜單正取生排名

前百分之二十，且入學當年度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四科成績總和達 58級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自然四科成績總和達 58級分以上。 

四、以大學 分發 入學第一志願錄取分發至本校，其 入學 成績依招生學系(組、學

程)所訂採計科目及加重計分計算名列於前五名，且總成績超過該學系(組、

學程)最低錄取總分百分之十者。 

五、以僑生身分入學，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 

(一)經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聯合分發管道入學，以第一志願錄取分發至本

校，且其分發總成績排名在各梯次各類組前百分之五者。 

(二)經個人申請、單獨招生管道入學，其高中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百分之

五或總平均達 80分(GPA 3.38)以上，經畢業高中學校校長或僑居地本校

校友會推薦者。 

  依本款入學管道入學之得獎人數以不超過當學年度僑生註冊人數百分之十為

限。 

六、具特殊成就證明，經錄取分發至本校各學系(組、學程)且具下列條件之一，

並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 

(一)依教育部「參加國際數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優待辦法」審查取得保送資格，經錄取進入本校就讀者。 



 

(二)具運動或其他特殊成就且曾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

全國性科學展覽，獲有優異成績證明者。 

第五條  獎勵對象經本校審核通過者，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發給獎學金參萬元並免繳當學期

全額學費及雜費。 

第六條  前述獲獎學生第二學期起至該學系規定修業期限止(不含延長修業期限)，其前一

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當學期可繼續免繳全額學

費及雜費。 

一、學業成績在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 

二、獲得國際性或全國性比(競)賽，個人成績達前三名，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 

第七條  審查程序： 

一、得獎人數以四捨五入計算。 

二、以繁星推薦、大學申請入學、大學分發入學管道入學 者：由教務處招生組於當

學期開始上課日後一個月內造冊並檢附相關資料送審查小組審查。 

三、以僑生身分入學及具資賦優異證明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入學當學期開始

上課日後二星期內向教務處招生組提出申請，申請名單送審查小組審查。 

四、本辦法所列各項獎學金不得重覆領取。 

五、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由教務處核發獎學金。 

第八條  得獎人如有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未完成註冊、轉系、休學、退學之情形者，取消

得獎資格，惟情形特殊，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 

第九條  本項獎學金經費由本校獎助學金經費或校務基金相關項目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審查小組討論後決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校 111學年度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公告※ 

(資料來源：中興大學教務處 111年 08月 08日公告) 

 

國立中興大學為鼓勵優秀高中(職)學生就讀學士班，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獎勵優秀學士班

新生入學辦法」，歡迎 111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符合條件的同學踴躍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入學當年度學科能力測驗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等四科或國文、英文、數

學 A或數學 B、自然等四科成績總和達 59級分以上者。 

 

二、以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其高中在校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百分之五，且入學當年度學科

能力測驗成績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四科成績總和達 56級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自然四科成績總和達 56級分以上。 

 

三、以大學申請入學，其甄試總成績列招生學系(組、學程)錄取榜單正取生排名前百分之二

十，且入學當年度學科能力測驗成績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社會四科成績總和達 58級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數學 A或數學 B、自然四科成績總和達 58級分以上。 

 

四、以大學分發入學第一志願錄取分發至本校，其入學成績依招生學系(組、學程)所訂採計

科目及加重計分計算名列於前五名，且總成績超過該學系(組、學程) 最低錄取總分百分之十

者。 

 

五、以僑生身分入學，符合下列條件之一並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 

(一)經由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聯合分發管道入學，以第一志願錄取分發至本校，且其分發總

成績排名在各梯次各類組前百分之五者。 

(二) 經個人申請、單獨招生管道入學，其高中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百分之五或總平均達 80

分(GPA 3.38)以上，經畢業高中學校校長或僑居地本校校友會推薦者。 

依本款入學管道入學之得獎人數以不超過當學年度僑生註冊人數百分之十為限。 

 

六、具特殊成就證明，經錄取分發至本校各學系(組、學程)且具下列條件之一，並經審查小

組審查通過者： 

(一)依教育部「參加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良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審查取得保送資格，經錄取進入本校就讀者。 

(二)具運動或其他特殊成就且曾於高中就學期間參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全國性科學展覽，

獲有優異成績證明者。 

 



※申請期限： 

申請期限：111年 9月 1日(四)9:00起至 9月 19日(五)17:00止。請填妥申請表並備齊所需

文件，送至本校行政大樓一樓招生組。 

 

※應附文件： 

一、申請表、學雜費繳納證明影本、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二、以僑生身分入學者(經由個人申請、單獨招生管道)，另需檢附高中學業成績證明文件及

僑居地本校校友會推薦函或畢業高中校長推薦信函。 

三、具特殊成就者，另需檢附獲獎證明文件，並應註明比(競)賽性質、規模(如參賽隊伍、人

數等)等儘可能詳盡之資料。 

 

相關辦法請參閱教務處網頁：http://www.oaa.nchu.edu.tw/rule03.htm。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教務處招生組：04-22840216#21 黃小姐。 

http://www.oaa.nchu.edu.tw/rule03.htm


申請日期：111 年    月    日 

國立中興大學 111 學年度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表 

姓  名  身分證後 6 碼 
本欄位為查核學雜費繳款紀錄使用 

學  系 
 

學  號  E-mail 
請務必正確填寫本人電子郵件地址以便聯繫 

手  機 
請務必正確填寫本人手機號碼以便聯繫 

說    明 
1.請勾選符合項目，並檢附相關證明 

2.以下所述「學科能力測驗四科成績」可分為：國文、英文、數 A 或數 B、社會  國文、英文、數 A 或數 B、自然 

符合項目 申請條件 應檢附證明 

 入學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四科成績總和達 59級分以上者 學測成績單影本 

 
以繁星推薦入學，高中在校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 5%，且入學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四科成績總和達 56 級分

以上 

1.學測成績單影本 

2.高中學業成績單 

 
以大學申請入學，甄試總成績列招生學系（組、學程）錄取榜單正取生排名前 20%，且入學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成績四科成績總和達 58級分以上 
學測成績單影本 

 
以大學分發入學，第一志願錄取分發至本校，入學成績依招生學系（組、學程）所訂採計科目及加重計分計算名

列於前 5名，且總成績超過該學系（組、學程）最低錄取總分 10%者 

1.分科測驗成績 

2.學測成績單影本 

 
以僑生身份入學:海外聯合招生聯合分發管道入學，以第一志願錄取分發至本校，且分發總成績排名在各梯次各

類組前 5% 
招生組查核 

 
以僑生身份入學:個人申請、單獨招生管道入學，高中學業成績於全校排名前 5%或總平均達 80分(GPA3.38)以上，

且經畢業高中學校校長或僑居地本校校友會推薦者 

1.高中學業成績單 

2.推薦信函 

 

具特殊成就證明入學 

1.依教育部「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審查取得保送資格者 

2.具運動或其他特殊成就且曾於高中就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或全國性科學展覽，獲有優異成績證明者 

比賽獲獎證明，並註明比

（競）賽性質、規模，如參

賽隊伍、人數等詳盡之資料 

本學年已領獎助學金、減免或公費等名稱與金額： 

 

 



國立中興大學 111 學年度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表 

本人已明瞭本校個資隱私權政策聲明與當事人權利聲明，同意本校使用其申請相關資料於獎助學金相關業務，且概不退

件。若其他獎學金有規定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同意領取先通知得獎者之獎學金，放棄選擇權與不兼領獎學金。 

申請人親筆簽名：                       監護人親筆簽名：                     

備 

註      

一、申請期限：111年 9月 1日(四)9:00起至 9月 19日(五)17:00止。 

二、符合申請條件的同學請於申請期限內，將相關紙本申請文件(含申請表、學雜費繳納證明影本、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及其

他證明文件)親送到教務處招生組(行政大樓一樓)。 

聯絡電話：04-22840216 分機 21 黃珮茵小姐 

聯絡 email：recruit@nchu.edu.tw 

三、本學期已領其他獎助學金或申請減免或公費等資料，應詳實填寫。 

四、「國立中興大學獎勵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辦法」請參閱教務處網頁 

http://www.oaa.nchu.edu.tw/zh-tw/rule/download-list.6.0。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守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file:///C:/Users/user/Downloads/recruit@nchu.edu.tw
http://www.oaa.nchu.edu.tw/zh-tw/rule/download-list.6.0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大學部獎學金申請彙整表         111.08 

獎項 對象 獎助方式與名額 申請時間 備註 

天源義記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獎助學金 

中興大學機械系

大學部二、三、 

四年級 

大學部二、三、四年級各兩名，每人五萬元，獎狀一張，

獲得獎助學金同學畢業工作後，需無息回饋領取總額之

50%入此獎助學金基金，以每年回饋前述金額之 25%為原

則，基金循環使用，不足數均由天源義記機械公司補足。

獲獎助學金同學畢業後，如到天源義記機械公司工作者，

每年應回饋之金額由天源公司負擔。同時獲獎同學於就學

中可至天源義記機械公司工讀。 

每學年 10月 1日起

至 10月 15五日止。 

機械系- 

專屬獎學金 

陳林彩娥女士

清寒勤學獎助

學金 

中興大學機械系

大學部學生 

(新生適用) 

每學年三名(可分上、下學期申請)，每名捌仟元。 

家中收入因故銳減或家境清寒者、遭遇變故致生活陷入困

難者。 

上學期，10 月 1 日

起至 10月 31日止。 

下學期，3 月 1 日

起至 3 月 31 日止。 

機械系- 

專屬獎學金 

高一民&張尹

蓮大學生暑期

研究獎學金 

中興大學機械系

大學部在學學生 

每學年至多五名，每名新台幣一萬元。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對研究有興趣。 

應屆畢業生如擬就讀本系研究所者亦得申請。 

每學年 5月 16日至

5 月 30 日止。 

機械系- 

專屬獎學金 

國立中興大學

-優秀學士班

新生入學獎學

金(新生限定) 

國立中興大學 

全體學士班新生 
申請辦法-請參考新生資料袋文件。 

申請期限：111 年 9

月 1 日(四)9:00 起

至 9 月 19 日

(五)17:00 止。請填

妥申請表並備齊所

需文件，送至本校

行政大樓一樓招生

組。 

院級-獎學金 

 

工學院-三系所 

機械系 

電機系 

化工系  

專屬獎學金 

國立中興大學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各項獎助學金

概況一覽表 

國立中興大學 

全體學生 

全校各項獎學金一覽表 
https://reurl.cc/gMQ7eQ 

請參考網頁資訊 校級-獎學金 

111 學年 

學生手冊 

國立中興大學 

全體學士班新生 
學生手冊：http://nchu.cc/66BZf 請參考網頁資訊  

 

詳細內容請至機械系網頁點選查詢 http://www.me.nchu.edu.tw/student.php?Class=Other 

http://wwwme.nchu.edu.tw/Enter/table/grant-f1.doc
https://reurl.cc/gMQ7eQ
http://nchu.cc/66BZf
http://www.me.nchu.edu.tw/student.php?Class=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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