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 111 學年度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以申請一項獎助學金為限，重複者刪除。申請書可至下述系所或生輔組網頁下載。       

＊每個獎學金利息到期日不同，故獲獎後匯款日期依到期日而定，能接受者再申請。       

＊下列各項獎學金名額是依銀行預估利息暫定的，最終得獎名額以定存到期後實得利息而定。   

＊收件時間：111 年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請注意：至各系申請者，以各系公告為準。 

＊下列獎學金如無特別規定，新生(轉學生)用前(畢業)學校最後一學年成績申請。         

＊本獎學金由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該委員會審核會議預計 111 年 1 月召開。 

＊若符合資格申請者超過獲獎名額，將以未領其他獎助學金、家境清寒、學業成績或其他原則優先

獲獎。         

＊獎學金常用資料取得方法與地點：         

◎低收入戶證明：向戶籍地鄉鎮區公所申請。 

◎戶籍謄本：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戶口名簿影本：把自己家的戶口名簿影印即可。 

◎清寒證明：向戶籍地村里長申請。 

◎所得證明及財產證明：請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 

◎成績證明：註冊組外的成績自助列印機。         

序

號 
獎學金名稱 金額 名額 申請資格及方式 

1 
故詹益誠同學 

紀念獎學金 
4 仟元  1 

一、限大學部學生，以應經系學生優先錄取。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應經系申請。 

2 
陳孝祖教授 

獎學金 
5 仟元  1 

一、限生機系大學部二、三年級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機系申請。 

3 
故牟孝斌同學 

紀念獎學金 
5 仟元  1 

一、限大學部學生，以動科系學生優先錄取。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動科系申請。 

4 
周恆教授 

獎學金 
5 仟元  6 

一、限水土保持學系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三、家境清寒學生其學業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

上亦可申請，但需取得教師書面證明。 

四、本學年度未受公費待遇及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五、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六、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水保系申請。 



5 
簡錦忠博士 

紀念獎學金 
8 仟元  1 

一、限植病系大學部學生申請。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植病系申請。 

6 
施公益勵先生 

紀念獎學金 
1 萬元  1 

一、限昆蟲系（三、四年級優先）及昆蟲研究所（二年級優先）

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研究所一

年級學生則以大四成績為甄選條件，申請人家境清寒者（請

附相關證明）優先。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昆蟲系申請。 

7 
劉慎孝教授 

夫人獎學金 
5 仟元  1 

一、限森林學系大學部二、三、四年級與森林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申請。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森林系申請。 

8 
林萬年先生 

獎學金 
5 仟元  4 

一、限應經系大學部學生申請。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應經系申請。 

9 

田露蓮 

孫寶珍 

教授英文 

獎學金 

4 仟 5

佰元 
1 

一、限外文系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三年級學生申請。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外文系申請。 

10 
盛澄淵教授 

獎學金 
5 仟元  1 

一、限土環系四年級或土環研究所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四、學業成績最高者優先。 

五、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六、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土環系申請。 

11 
莊作權教授 

獎學金 

大學部

學生

/6000

元 

碩士生

/8000

元 

3 

一、土環系大學部二、三年級或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前一學年度

學業成績須在八十（含）以上者。 

二、碩士班學生應檢附大學畢業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或最近兩

年內發表之學術論文。   

三、本學年度未領土環系其他獎學金。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土環系申請。 



12 
黃盤銘教授 

獎助學金 
5 仟元  1 

一、曾修畢學士班畢業論文之本校土環系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低收入戶與學業成績最高者優先。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單、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函。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土環系申請。 

13 
楊策群教授獎

學金 
1 萬元 1 

一、需為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三、四年級或碩士班學生，且前學

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二、申請人數超過原定名額時，評比優先順序依序為：  

1.修習大學部「土壤物理」成績 85 分(含)以上；  

2.低收入戶；  

3.同一學年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  

4.申請逕讀博士班並獲通過者；  

5.參加本校碩博士班甄試錄取並登記就學意願為土環所碩博士

班學生者。 

三、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四、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土環系申請。 

14 
廖士毅教授 

獎學金 
8 仟元  1 

一、限行銷系、應經系大學部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助學金。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15 勵學獎學金  5 仟元  1 

一、家庭遭逢重大事故由系所推薦（須附系所證明）或最近一年

家庭全年收入新台幣 50 萬元以下者（須附所得證明）。 

二、未受公費待遇及其他學雜費全免或減免優惠者。 

三、未領其他獎助學金者優先。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

戶籍謄本。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16 
柏樂公司獎學

金 
5 仟元  2 

一、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 

二、限各院系二年級以上學生。 

三、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四、家境清寒學生，其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並取得任課教師

書面證明者，亦可申請。 

五、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六、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七、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17 
楊清欽先生 

獎學金 
5 仟元  4 

一、限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家

境清寒優先，但需檢附任課老師書面證明或清寒證明。 

三、本學年度未領其他獎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18 
李厚高先生 

紀念獎學金 
5 仟元  2 

一、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二、家境清寒優先，但需檢附任課老師書面證明或清寒證明。 

三、未受公費待遇。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單(大一新生免附操行成績)。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19 
冷寶源先生 

獎學金 
5 仟元  3 

一、限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學生，合於申請條件之退除役官

兵子女（請附相關證明）優先。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 

三、家境清寒，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亦可申請，但需檢附清寒證

明。 

四、本學年度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及未受公費待遇者。 

五、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六、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20 
羅雲平校長 

獎學金 
1 萬元  2 

一、僑生 2 名或國內生 2 名。 

二、限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研究生不得申請。 

三、僑生：前學年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操行 85 分以上者。 

四、國內生：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

以上者。 

五、本學年度已請領其他獎學金一萬元(含)以上者，不得申請。 

六、學業成績相同時，以操行成績高者為優先。 

七、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八、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21 
李春序教授 

獎學金 
5 仟元  2 

一、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大學部在學同學。 

二、前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且

無任何一科不及格。 

三、已享有其他獎學金或公費待遇者，不得再申請本獎學金。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年成績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22 
薛克旋教授 

獎學金 
1 萬元  1 

一、本校大學部(含進修學士班)之本國籍學生，不含應屆畢業 

二、前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五分以上

之家境清寒學生。 

三、同一學年未受公費待遇、學費全額補助與領受政府生活費補

助(例如低收入戶)者。 

四、必備文件：申請書、前學期成績單、導師推薦函、清寒證

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23 
曾憲英女士 

獎學金 
1 萬元  1 

一、本校在學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 

三、限榮民遺眷或單親家庭子女。 

四、必備文件：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單、榮民遺眷或單親家庭

子女證明。 

五、申請方式：備齊所需文件至生輔組（惠蓀堂 2 樓）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