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新生入學獎學金獎勵辦法 

10430-028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1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06 月 23 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目的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優秀高中職學生就讀本校，以提

升整體學習風氣、動機與辦學成效，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

新生入學獎學金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本校 106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錄取並完成註冊之新生。 

第三條  獎勵金額分 A、B、C 級三級奬勵。 

一、 A 級：獎學金 40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5 萬元。 

二、 B 級：獎學金 20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2.5 萬元。 

三、 C 級：獎學金 10 萬元，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1.25 萬元。 

第四條  獎勵標準 

一、 英檢成績 

（一） 經由各入學管道之新生，入學前取得多益測驗成績（NEW 

TOEIC）900 分（含）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為 A 級、800

分（含）以上或同等級英檢成績者為 B 級。 

（二） A、B 級英檢成績對照如下表： 

英語檢定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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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級 高級初試 800 95 
ALTE 
Level 3 

65 
5.5 

二、 日間部高中生申請入學 

A 級：學測原始級分總分達 65 級分(含)以上。 

B 級：學測原始級分總分達 60 級分(含)以上。 

C 級：學測原始級分總分達 55 級分(含)以上。 

前項 A 級標準，若達學測原始級分總分 70 級分（含）以上，則核



撥獎學金 60 萬，分 8 個學期頒發，每學期 7.5 萬元。 

三、 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 

(一) 各群類（不含餐旅群） 

A 級：當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

分發成績排名前 2%(含)以內。 

B 級：當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

分發成績排名前 5%(含)以內。 

(二) 餐旅群 

A 級：當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

分發名次排名前 50 名以內。 

B 級：當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於報考群類聯合登記

分發名次排名前 150 名以內。 

四、 日間部四技技優入學 

A 級：當年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

次或證照等級其優待加分比例 40%(含)以上者。 

B 級：當年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審查通過之競賽優勝名

次或證照等級其優待加分比例 30%(含)以上者。 

第五條  申請方式 

一、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之新生於開學後 5 週內，攜帶英文檢定成績證

明至教務處招生組填寫申請表申請。 

二、 符合第四條第二至四項新生，由教務處招生組造冊申請。 

第六條  注意事項 

一、 本獎學金於就讀期間分八個學期平均給付。第一學年之第一學期

可直接領取該學期之獎學金，其餘各學期須符合下列規定方能繼

續領取該學期獎學金： 

(一) 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入學 

1. 入學時獲 A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

班級前 5 名（含第 5 名）。 

2. 入學時獲 B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

班級前 10 名（含第 10 名）。 

3. 入學時獲 C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排名就讀

班級前 15 名（含第 15 名）。 

4. 針對學期僅實習成績之核發標準如下： 



(1) 若上一學期課程僅實習課程，獲 A 級獎勵者，其實習

成績須達班級前 5 名或 85 分（含）以上；獲 B 級獎勵

者，其實習成績須達班級前 10 名或 80 分（含）以上；

獲 C 級獎勵者，其實習成績須達班級前 15 名或 75 分

（含）以上。 

(2) 特殊情形之系之核發標準，須備齊相關說明資料，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 技優甄審入學： 

1. 入學時獲 A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含）

以上或參加全國性競賽獲獎。 

2. 入學時獲 B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含）

以上或參加全國性競賽獲獎。 

3. 前開所指全國性競賽之界定依本校「學生代表參加技能競賽

獎助學金實施辦法」之規定。 

4. 技優入學學生領取本獎學金者，應配合參加本校必要之相關

培訓參賽計畫。 

(三) 英檢成績優良： 

1. 入學時獲 A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班級前 5

名或 85 分（含）以上或參加全國性英語競賽獲獎。 

2. 入學時獲 B 級獎勵者，上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班級前

10 名或 80 分（含）以上或參加全國性英語競賽獲獎。 

3. 前開所指全國性競賽之界定依本校「學生代表參加技能競賽

獎助學金實施辦法」之規定。 

4. 英檢成績優良入學學生領取本獎學金者，應配合參加校內外

英文競賽活動或擔任教學助理。 

二、 本獎學金於每學期第 13 至 14 週核發。 

三、 經核定受獎學生，若辦理日間部轉進修部、休學、退學、轉學或

其他原因離校者，停止發給獎學金，且不得要求補發或續發未領

之獎學金餘額。 

前開學生如在學期中休學或退學，且該學期之獎學金已領取，須

退回當學期已領取之獎學金。 

四、 符合不同獎勵標準者，僅能選取一項獲得獎勵。 

第七條  其他 



本獎學金頒發總額以新台幣 1,000 萬元為上限。若超過上限，依下列順

序比序決定獲獎者： 

一、 比較獎學金金額，金額高者優先獲得。 

二、 若獎學金金額相同，依申請入學、技優入學、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

分發入學之順序。 

三、 若皆為申請入學者，比較大學學科能力測驗成績之英文、數學、國

文三科成績總級分，總分高者，優先獲得。若又同分，依序比較英

文、數學、國文之級分。 

四、 若皆為經日間部四技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錄取者，比較於報考

群類別一般生排名百分比。排名在前者，優先獲得。 

五、 若合於第四條規定而無法領取獎學金者，其符合 A 級標準之新生，

學雜費減免 50%，其符合 B 級標準之新生，學雜費減免 25%，其符

合 C 級標準之新生，學雜費減免 12.5%。 

第八條  對本獎學金有疑義時，悉由本校獎學金審查委員會審議之，其成員含校

長、副校長 2 人、主任秘書、教務長及相關學院院長及系主任，由校長

擔任主席。若校長因故無法出席，指派委員一名擔任主席。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05 年 11 月 15 日行政會議訂定通過 

 

 



弘光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日四技新生入學獎學金獎勵標準 

入學管道 獎學金發放門檻 獎學金額度 

英文能力檢定(所有新生) 
多益成績900分以上 40萬元 

多益成績800分以上 20萬元 

申請入學學測原始級分 

70級分以上 60萬元 

65級分以上 40萬元 

60級分以上 20萬元 

55級分以上 10萬元 

1.甄選入學 

2.聯合登記分發 

(餐旅群除外) 

聯登報考群類在全國成績排名前2%者 40萬元 

聯登報考群類在全國成績排名前5%者 20萬元 

1.甄選入學 

2.聯合登記分發 

(餐旅群適用) 

聯登報考群類在全國名次排名前50名者 40萬元 

聯登報考群類在全國名次排名前150名者 20萬元 

技優入學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所訂之競賽

或證照加分標準，加分比例為40% 
40萬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所訂之競賽

或證照加分標準，加分比例為30% 
20萬元 

附註： 

1. 領取獎學金之新生，入學後將在各學期逐期發放，並須符合學業成績等相關規定，以教務

處招生組公布資料為準。 

2.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招生組，電話：04-26318652 轉分機 1271~1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