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獎學金計畫學校聯盟清單

號次 區域 學校名稱
受理外國學生

入學申請期間

獎學金

承辦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學校中文網址 學校英文網址

1 北部
大同大學

Tatung University 3/1~4/30 教務處

招生組
翁奕萍

02-2592-5252
#2458

wongmrk@ttu.edu.t
w http://www.ttu.edu.tw http://www.en.ttu.edu.

tw

2 北部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10~3/31 國際合作事

務處
何芸婷

02-29393091
#62040 alison@nccu.edu.tw http://www.nccu.edu.

tw
http://www.nccu.edu.t
w/english

3 北部

國立陽明大學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12/1~4/30 國際事務處 盧亭聿
02-2826-7000
#2244 tylu@ym-edu.tw http://www.ym.edu.t

w

4 北部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1~3/15 國際事務處 林立婷

02-3366-2007
#208 ivylin@ntu.edu.tw http://www.ntu.edu.t

w/chinese2010/
http://www.ntu.edu.tw
/english/

5 北部

國立臺北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2/1~4/30 學務處僑外

組
陳月娟

02-2674-8189
#66218

http://www.ntpu.edu.t
w/chinese

http://www.ntpu.edu.t
w/english/index.php

6 北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1/1~4/30 教務處國際

學生教務組
黃秀翎

02-2771-2171
#1182

intstudy@ntut.edu.t
w

http://www.ntut.edu.t
w

http://www.ntut.edu.t
w/english/

7 北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1~4/30
教務處

學術合作研

發組

陳怡君
02-2732-1104
#2020

evachen@tea.ntue.ed
u.tw

http://www.ntue.edu.t
w

8 北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1~5/31 國際事務處 蔡莉雯 02-2730-3201
lydia-
tsai@mail.ntust.edu.t
w

http://www.ntust.edu.
tw/front/bin/home.pht
ml

http://www-
e.ntust.edu.tw/front/bi
n/home.phtml

9 北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

2/1~3/31 學務處學生

輔導中心
鄭靜琪

02-2272-2181
#1451 t0066@ntua.edu.tw

http://internationcente
r.ntua.edu.tw/index.p
hp

10 北部
淡江大學

Tamkang University 1/15~7/15 國際交流暨

國際教育處
林淑惠 02-2629-6579 081495@mail.tku.ed

u.tw
http://www.tku.edu.t
w

11 北部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1/4~3/31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許永傑

02-2311-3040
#1211 alain@tmue.edu.tw

http://w3.tmue.edu.tw
/front/bin/home.phtm
l

http://eng.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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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秋季班

12/15~3/31
國際事務處

開發組
翁乃忻 02-7734-1274 roxane@ntnu.edu.tw http://ap.itc.ntnu.edu.t

w/istudent/apply/
http://ap.itc.ntnu.edu.t
w/istudent/apply/

13 北部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1/1~5/31

國際交流中

心

國際學生組

陳德發
28610511
#18203

cufjb@staff.pccu.ed
u.tw http://pccu.edu.tw http://www.pccu.edu.t

w/intl/index-e.htm

14 北部

臺北醫學大學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1/1/~4/10

國際事務處

外國學生事

務組

賴妍茜
02-27361661
#2690 iss@tmu.edu.tw http://www.tmu.edu.t

w http://eng.tmu.edu.tw

15 北部
輔仁大學

Fu Jen University 3/1~4/30 學務處生輔

組
林惠珊 02-2905-3040 077505@mail.fju.ed

u.tw
http://www.fju.edu.t
w

16 北部

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2/1~4/30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李春菊 03-2652116 cclee@cycu.edu.tw http://www.cycu.edu.

tw

17 北部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秋季班

11/16~04/15
國際暨兩岸

事務室
余銀珍

03-4638800
#3282

jenny1003@satarn.y
zu.edu.tw

http://www.yzu.edu.t
w

http://web2.yzu.edu.t
w/eng-2003/OIA

18 北部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1~4/30 國際事務處 劉佳欣

03-4227151
#57084 vanessa@ncu.edu.tw http://www.ncu.edu.t

w
http://www.ncu.edu.t
w/?h1=en

19 北部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2/1~4/20 國際事務處 陳佩文 03-5131254 admit_ia@cc.nctu.ed

u.tw
http://www.nctu.edu.t
w

http://www.nctu.edu.t
w/english/index.php

20 北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3/31截止
學務處國際

事務組
吳佳真

24622192
#1069

joyce_wu730@mail.
ntou.edu.tw

http://www.ntou.edu.t
w/4administrative.ph
p

http://english.ntou.edu
.tw

21 北部
開南大學

Kainan University 2/1~5/31 國際事務中

心
劉凱莉

03-3412-500
#1022 nc@mail.knu.edu.tw http://www.knu.edu.t

w
http://www.knu.edu.t
w/eng/index.asp

22 北部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秋季班1/1~3/15 國際事務處 劉俊余 03-5162463 cyuliu@mx.nthu.erd

u.tw
http://www.nthu.edu.t
w/

http://www.nthu.edu.t
w/english/index.php

2/5



臺灣獎學金計畫學校聯盟清單

號次 區域 學校名稱
受理外國學生

入學申請期間

獎學金

承辦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學校中文網址 學校英文網址

23 北部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3/1~5/31 國際教育交

流處
朱亭佳

03-350-7001
#3703

daphne@mail.mcu.e
du.tw

http://www1.mcu.edu
.tw

24 北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
12/1~3/31 課外活動指

導組
郭玉旋

02-2896-1000
#1322

victoriaguo@student
.tnua.edu.tw

http://www2.tnua.edu
.tw/tnua/index.php

http://www2.tnua.edu.
tw/etnua/index.php

25 北部
世新大學

Shih Hsin University 12月~4月 國際學術交

流中心
黃瀞葳

02-2236-8225
#2323

jingwei@cc.shu.edu.
tw

http://www.shu.edu.t
w/index.asp

http://english.shu.edu.
tw

26 北部
中華大學

Chung Hua University 3/1~9/30 國際交流合

作處
李梅凰 03-5186-175 damiana@chu.edu.t

w
http://www.chu.edu.t
w/chinese

http://www.chu.edu.t
w/english

27 北部
清雲科技大學

Ching Yun University 3/1~4/30 國際合作處 劉貞蘭
03-4581196
#5806 anita.liu@cyu.edu.tw http://www.cyu.edu.t

w/web/

http://aps2.cyu.tw/asp
_work/encyu01/englis
h/

28 北部
實踐大學 2/1~5/31 教務處 林淑敏

02-2538-1111
#2117

bernice@mail.usc.ed
u.tw

http://www.usc.edu.t
w

http://english.usc.edu.t
w

29 中部

中山醫學大學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3/1~3/31

學生事務處

生活暨僑生

輔導組

劉宇莊
04-2473-0022
#11200#11 lyc@csmu.edu.tw http://www.cmsmu.e

du.tw

30 中部

中國醫藥大學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2/1~3/31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

導組

謝幸順
04-2205-3366
#1233

hshsieh@mail.cmu.e
du.tw

http://www.cmu.edu.t
w

http://english.cmu.edu
.tw

31 中部
亞洲大學

ASIA University 1/1~5/31 學務處生輔

組
林子堯

04-23323456
#3277

6627886@asia.edu.t
w

http://www.asia.edu.t
w/index.htm

http://www.asia.edu.t
w/Main_pages/Englis
h_Pages/index_Englis

32 中部
東海大學

Tunghi University 生活輔導組 何信道 04-2359-0204 shindo@thu.edu.tw http://thu.edu.tw

33 中部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1~3/31 國際事務處 方韻筑

04-2284-0206
#23

alicefang@nchu.edu.
tw

http://www.nchu.edu.
tw

34 中部

國立暨南大學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2/1~4/30 學生事務處 游守謙

049-2910960
#2351

yushch@ncnu.edu.t
w

http://www.ncnu.edu.
tw/ncnuweb/

35 中部
逢甲大學

Feng Chia University 3/1~5/30 教務處招生

組
陳美惠

04-2451-7250
#2183 chenmh@fcu.edu.tw http://www.fcu.edu.t

w http://en.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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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部
靜宜大學

Providence University 3/31~4/30 國際事務處 李蕙宇
04-2632-8001
#11823 hylee@pu.edu.tw http://www.pu.edu.tw http://www.pu.edu.tw/

english

37 中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3/1~6/30 國際事務處

教育行政組
洪秀珠

04-23924505
#2194 wendy@ncut.edu.tw http://web2.ncut.edu.t

w/bin/home.php

http://web2.ncut.edu.t
w/files/13-1000-
1070.php

38 東部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3/1~4/30 語文發展中

心
王裴翎 089-355130 peiling@nttu.edu.tw http://www.nttu.edu.t

w/chinese.php http://en.nttu.edu.tw

39 南部

文藻外語學院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研究所2月底止

大學及專科5月
底止

教務處招生

組/
國際合作交

流中心

應國慶
07-3426031
#2131

93093@mail.wtuc.e
du.tw

http://www.wtuc.edu.
tw

http://c041.wtuc.edu.t
w

40 南部
南華大學

Nanhua University 2/1~8/31 學生事務處

就業輔導組
簡碩柔

05-2721001
#1260 sjchien@mail.edu.tw http://www.nhu.edu.t

w/main.htm

http://web.nhu.edu.tw/
nnhu/english/index.ht
m

41 南部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1~3/15 國際事務處 任永潔

07-5252000
#2242

yjen@staff.nsysu.ed
u.tw

http://www.nsysu.edu
.tw/bin/home.php

http://www.nsysu.edu.
tw/bin/home.php?Lan
g=en

42 南部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1/1~5/15 國際事務處 薛淑真

06-253313
#1601

doris122@mail.stut.
edu.tw

http://www.stst.edu.t
w

http://engwww.stut.ed
u.tw

43 南部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3/1~5/30 國際事務中

心
朱梅欣

07-3121101
#2383

R961082@kmu.edu.
tw

http://www2.kmu.edu
.tw

http://english2.kmu.ed
u.tw

44 南部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秋季班3/15 國際交流事

務中心
蘇麗如

05-2720-411
#17605 admlls@ccu.edu.tw http://www.ccu.edu.t

w
http://www.ccu.edu.tw
/e-index.php

45 南部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12月中旬~3月
中旬

國際事務處 林芳怡 06-200-7380 stacylin@mail.nctu.e
du.tw

http://web.ncku.edu.t
w

http://english.web.nck
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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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南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1~4/30 國際事務處 葉孟妮
08-7703-202
#6216

bar@mail.npust.edu.
tw

http://www.npust.edu
.tw

http://www.npust.edu.
tw/index_en.aspx

47 南部

國立高雄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12/31~4/30 學務處僑外

組
黃惠娟 07-5919065 j1992@nuk.edu.tw http://www.nuk.edu.t

w
http://intro.nuk.edu.tw
/eng/

48 南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4/1-4/15 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
林佩瑤

07-717-2930
#1256

elida@nknucc.nknu.
edu.tw

http://www.nknu.edu.
tw

49 南部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1/1~4/30 研究發展處 蔡芷穎
07-6011000
#1412

tzu-
ying1205@ccms.nkf
ust.edu.tw

http://www.nkfust.ed
u.tw

http://www.nkfust.edu
.tw/english

50 南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3/1~4/30 國際合作組 王瑋琳
07-381-4526
#2735

wendi@cc.kuas.edu.t
w

http://www.kuas.edu.
tw http://eng.kuas.edu.tw

51 南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1~3/31 學務處僑外

組
廖婉秀

05-5342601
#2356 asf@yuntech.edu.tw http://www.yuntech.e

du.tw/index.php
http://www.yuntech.ed
u.tw/english

52 南部 國立嘉義大學 1/1~12/31 僑生及外籍

生輔導組
楊美莉 05-2717064 fsc@mail.ncyu.edu.t

w
http://www.ncyu.edu.
tw/

http://www.ncyu.edu.t
w/eng/index.aspx

53 南部 國立臺南大學 1/1~4/10 教務處企劃

組
林貴蘭

06-2133-111
#242

chandon@mail.nutn.
edu.tw

http://www.nutn.edu.t
w/index-ch.htm

http://www.nutn.edu.t
w/English/index.htm

54 南部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1~3/31 國際交流中

心
黃名玟 06-6930142 em1142@mail.tnnua

.edu.tw
http://www.tnnua.edu
.tw

htpp://www.tnnua.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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