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菁英入學獎學金專案
1.

入學身分：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來臺入學

2.

申請資格：由學校推薦且在校成績為全校前 10% (由學校開立證明)，並滿
足下列條件之一：
(1) 統考成績至少 3A2B 以上者。
(2) 曾參加馬來西亞國內或國外數理資優競賽得名者。
(3) 曾參加馬來西亞國內或國外其他類型比賽(如語文、科展競賽等)得名
者。

3.

獎學金內容：獲系所錄取者可獲得
(1) 4 年免學雜費 (每學期學雜費金額約 6,800-7,600 馬幣)。
(2) 在校成績優異並經系所及學院審核通過者，可獲得每月新臺幣
5,000-12,000 元(約 663-1,590 馬幣)獎學金。
(3) 受獎學生每學期成績須達到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規定標準方
可續領。

4.

申請流程：
(1) 貴校於 12 月 1 日前薦送學生名單至本校國際處國際招生組，並請學生
至交大國際學生入學申請網頁填寫並送出申請資料。
(2) 請貴校於 12 月底 email 寄送申請學生之統考成績至本校業務承辦人。
(3) 本校將於 12 月 31 日前告知學生申請結果。

5.

備註：根據臺灣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規定，以外國學生
身分入學者不得當年度同時以僑生身分至海外聯招會參與申請及分
發作業，若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本校錄取及獎學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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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申請入學獎學金專案
1.

入學身分：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來臺入學

2.

申請資格：由學校推薦名單且統考成績至少 3A2B 以上者

3.

獎學金內容：獲系所錄取者可獲得
(1) 第一學期免學雜費 (每學期學雜費金額約 6,800-7,600 馬幣)。
(2) 經系所及學院審核通過者，可獲得每月新臺幣 5,000-12,000 元(約
663-1,590 馬幣)獎學金。
(3) 受獎學生每學期成績須達到本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規定標準方
可續領。

4.

申請流程：同馬來西亞菁英入學專案

馬來西亞董教總師資培育獎學金專案
1.

申請資格：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來臺入學，且統考成績 5 科(包含華文、英
文、數學類科-高級數學、高級數學(1)、高級數學(II)及其他兩
科)總積分不超過 18 點

2.

獎學金內容：交大就學期間免學雜費及教育學分費，但每學期成績需達到本
校國際學生獎學金施行辦法規定標準方可續領。

3.

申請流程：請洽董總學生事務組(獎貸學金)林小姐，最終受獎名單由董總提
供給本校

4.

董總聯絡方式：03-87362337 支線 229 林小姐，scholarship@dongzong.my

5.

備註：本獎學金需和董總簽約，且畢業後需在獨中任教至少 4 年，且入學交
大後不得轉換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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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各系所統考成績要求標準
學院

工學院

科目要求

招生名額 (會視當年度
招生情況調整)

土木工程學系

無特殊要求

師培專案及 3A2B 專案
每年招生名額合計共 5
名

機械工程學系

無特殊要求

1名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無特殊要求

2名

高級數學 1 或高級數學 2，其中一科
必須 A1 或 A2

3名

(1).專業科目成績需達 A 以上：高級數
學 1 或高級數學 2、物理。(2).同分比
序優先評比科目：高級數學 2->高級數
學 1->物理

2名

數學科成績需達 A

3名

管理科學系

無特殊要求

2名

電子物理學系

無特殊要求

1名

應用數學系

師培專案及 3A2B 專案
1.高級數學 1 及高級數學 2 成績需達 A
每年招生名額合計共 2
2.生物、化學、物理需有一科成績達 A
名

系所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理學院

客家文化
傳播與科技學系
學院
人文社會學系

國文、英文及數學需達到 A，歷史及
地理需達到 B

3名

統考成績需達 3A2B，科目包含國文、
英文、數學、歷史、地理

5名
師培專案及 3A2B 專案
每年招生名額合計共 3
名

人文社會
外國語文學系
學院

統考成績需達 3A2B
(B 需達到 B4 成績)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無特殊要求

1名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學系
學院

1.統考成績審查 5 科：英文、數學、
生物、化學、物理
2.統考成績需達到 3A2B

3名

3

2019 年秋季班申請入學注意事項
一、

申請日程

秋季班

第一梯次 (1 月底放榜)

第二梯次 (五月中放榜)

申請日程

*學校薦送專案申請者 12 月底放榜
2018 年 10 月 20 日-12 月 15 日

二、

2019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10 日

應備文件

申請人至多可申請 3 個系所，並針對每一申請系所準備一份完整的申請資料
1. 入學申請表
線上填寫，線上申請系統
https://oia.nctu.edu.tw/degree-seeking/international-students/
2. 中文或英文讀書計畫(Study Plan)
3. 畢業證書*
應屆畢業生請繳交學校開立之應屆畢業證明
4. 學校出具之歷年成績單*
*若學校無法出具中文或英文版畢業證書及成績單者，請另繳交中文或英文譯本。
5. 推薦信二封
由老師填寫並彌封之推薦信。請推薦人透過線上申請系統填寫或上傳。
6. 申請人護照或身分證
7. 英文能力證明 (獨中同學若無考試證明請上傳有英文科成績的學校成績單)
TOEFL PBT 500 分/CBT 173 分/IBT 73 分/TOEIC 650 分/IELTS 5.5 分以上

*國際事務處國際招生組業務承辦人：張斐菁 (feichin@nctu.edu.tw)
2018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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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学金申请简则
师资培育专案计划奖学金
（国立交通大学）
（2019 年度）
1．名

称：本奖学金定名为“国立交通大学”
。

2．宗

旨：2.1

鼓励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毕业生在学术领域继续力争上游，前往台湾完成大学教育，为华社
及国家培育人才。
2.2 鼓励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毕业生及在籍留台生修读大学教育学程学位，为华文独中提供具有
教育专业资格的师资，推动华文教育发展。

3．大学简介：

交通大学为世界及台湾培育高科技人才之摇篮，国际知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则一直和交通大学有
极密切的联系，园区中著名厂商，如：宏碁、台积电、联电、联发科技、华硕等，其负责人跟高阶
主管多为交大校友。国家奈米组件实验室、国家芯片系统设计中心座落于交大校园中，同步辐射研
究中心、国家太空计画室和高速计算机中心等国家级实验室也都紧临交大，并和交大建立多方面的
共同合作关系。交通大学是我国电子与信息领域研究的领导者，电机与信息系所师资超过 230 位、
学生总数超过 5500 人，规模为全国最大，成就最高。本校为中等规模之研究型大学，向以理工著称，
尤在电子、资通讯及光电等领域已占世界顶尖领导之地位。

4．大 学 地 址：台湾新竹市大学路 1001 号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30010, Taiwan.
电话：886-3-5131254
传真：886-3-5131473

电邮：admit_ia@nctu.edu.tw
网址：www.nctu.edu.tw

5．大 学 科 系：
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各学系要求：
系所名称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电子物理系
应用数学系

理学院
电子物理系
应用数学系

信息学院
资讯工程学系

生物科技学院
生物科技学系

人文社会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

资讯工程学系
生物科技学系

科目要求
名额
同申请资格高中统一考试成绩要求。
至多 5 名
高中统一考试成绩需达到 3 科 A ；2 科 B。
1名
同申请资格高中统一考试成绩要求。
2名
同申请资格高中统一考试成绩要求。
1名
1. 高级数学（I）及高级数学（II）成绩需达 A 等级；
至多 2 名
2. 生物、化学、物理需达 A 等级。
同申请资格高中统一考试成绩要求。
1名
英文、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 5 科目需达到 3 科 A ；2 科 B。3 名

外国语文学系

高中统一考试成绩需达 3 科 A ；2 科 B (B 等级需达到 B4 成绩)。 至多 3 名

6．奖学金名额：学杂费及教育学程学分费全免若干名
※ 师资培育专案奖学金学员须与董总签约，毕业后必须在独中任职至少 4 年，否则依合约规定，
按每年学费总额，共缴还 4 年费用给董总及国立交通大学，以转发及重新培育新的学员。获得
师资培育专案奖学金的学生入学后不得申请转换科系。
※ 学员就学期间之学杂费及教育学分费全免优待，每年度得依照本校国际学生奖学金施行办法规
定申请续领 (学业平均成绩大学部 65 分以上得申请学杂费减免，唯是否得以减免学杂费之结果
需经外国学生招生委员会决议)。
7．年

限：4 年

8．申请资格：8.1 马来西亚公民；
8.2 身心健康、品行良好、课外活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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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高中统一考试／技术科统一考试成绩：5 科{包括华文、英文、数学类科
[ 高级数学或高级数学（I）或高级数学（II）]及其它两科相关科目}总积分不超过 18 点；
8.4 以“外籍生”资格申请；
※ 凡不符合上述资格者请勿提出申请。
9．申 请 日 期：9.1 第一梯次：2019 年 12 月 15 日截止
9.2 第二梯次：2019 年 2 月 23 日截止。
※ 逾期恕不受理。
10．面 试 日 期：另行通知
11．开 学 日 期：9 月
12．申 请 手 续：12.1 申请简则及表格可上网直接下载。
12.2 申请者须填写及提交下列申请文件：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奖学金申请表》
（须粘上 5 cm 的半身近照一张）
※ 申请表须于填妥、粘妥照片后连同附属文件【如原校校长推荐函、自传（若有）、统考证书】
另外 复印 4 份 ，依序装订成 5 套提交本会。
12.3 入学申请：
※ 步骤一：请于 12 月 15 日(第一梯次)或 2 月 24 日(第二梯次)前至国立交通大学入学申请网
站（http:// http://oia-scholarship.nctu.edu.tw/）填写入学申请表，网上提交申请后，请打印申请
表作实；
※ 步骤二：然后连同以下的证件复印本 1 份 及附属文件一并呈交本会：
12.3.1 证件一：高中／技术科毕业证书；
12.3.2 证件二：高中／技术科最后三年成绩报告表；
12.3.3 证件三：高中／技术科最后三年证书、奖状及校外考试文凭（如 SPM）
。
※ 上述各证件复印本，须经原校校长签证方属有效。
12.4 缴交手续费 RM 30, 支票或邮政汇票（Wang Pos）抬头请写：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2.5 获录取需签缴《接受奖学金同意书》
；
12.6 获奖者于接获书面录取通知后，于 2019 年 9 月初旬前往国立交通大学注册报到，完成办理大
学奖学金手续。
12.7 填妥的申请文件及材料请于申请日期截止前寄至：
董总学生事务局（奖贷学金）- 国立交通大学奖学金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电
话：03－8736 2337 — 支线 229（林小姐）
传
真：03－8736 2779
电
邮：scholarship@dongzong.my
咨询时间：1.30 p.m. → 4.30 p.m.（周一至周五）
12.8 相关材料提交不完整者，恕不处理，且所有的申请材料恕不退还。
13．审

核：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奖贷学金委员会负责审核及遴选，并把获选学生名单推荐予大学，由大学为
最后审定， 任何质询恕不受理 。

14．本简则若有未尽善处，本会可随时增删之。

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
奖贷学金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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