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慈善基金會『2014 年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甄選活動』實施辦法 

一、宗旨：為鼓勵國內努力向學之碩士班研究生與高中職(含)以上具特殊功績貢獻之本國在學學生。 

二、獎助學金名額暨金額：擇優錄取 105 名，每名頒發獎金 10 萬元。(註 1) 

三、獎勵對象及申請資格：凡 2014 年(103 學年度)本國學生就讀國內學校高中職(含)以上及限定科

系碩士班(不含在職進修研究生)，並符合以下各組之申請條件者：(註 2) 

四、申請手續：請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www.cathaylife.com.tw)『最新消息區』連結活動網頁上網

報名，線上報名成功後，列印報名文件，併同以下文件以掛號寄至：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四段 296 號 2 樓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收。(註 5) 

  (一) 報名表。 

  (二) 成績單正本一份。 

  (三)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四)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五) 簡要自傳一份：500 字，說明求學過程、家庭狀況、獲獎紀錄、未來計劃等。(註 6)  

  (六) 師長推薦函：請檢附所就讀之「本科系所教授」或「指導教授」推薦函一份。 

  (七) 獎學金運用計劃書一份。 

  (八) 其他文件：具備身心障礙、低收入戶、原住民等身份者，請檢附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直

轄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低收入戶證明；具原住民身份者需檢附戶

籍登記資料。 

  (九) 校方推薦公函：系所保薦者須檢附此項文件以茲證明。 

五、申請期限：即日貣至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三)止。(註 7) 

 

 

組別 獎勵對象 申請資格 

勤學向上組

(註 3) 

一般報名類： 

符合【附表一】所列之國內大學 

「碩士班一年級」之本國學生 

大學最後兩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85 分，操行成績

每一學期皆達 80 分以上，並表現優異經師長推

薦者。 

符合【附表一】所列之國內大學 

「碩士班二年級」之本國學生 

碩士班一年級學業平均成績 85 分，操行成績每

一學期皆達 80 分以上，並表現優異經師長推薦

者。 

系所保薦類： 

符合【附表二】所列之國內大學 

「碩士班一、二年級」之本國學

生 

1.學業、操行分數：同上述 

2.報名方式：由指定系所，推薦乙名該系所優秀

學子，並由所長於報名表上用印、校方出具公

文以示保薦。 

特殊功績組 

(註 4) 

國內高中職專科(含)以上之本國

學生個人或團體。 

對國家、社會有傑出貢獻之個人或團體，並經

師長推薦者。 

【附件一】 

http://www.cathaylife.com.tw/


六、活動時程說明：(本會視實際情況保留調整權利) 

 

 

 

七、注意事項 

1.申請者(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以下同)於參加本活動時，主辦單位因活動需求得搜集

申請者個人資料，並依法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承諾以合理的技術及程序保護申請

者個人資料與隱私。 

2.本活動期間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錄影，主辦單位有權利用於平面、網路或電子媒體。 

3.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主辦單位之事由，致使申請者所

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4.申請者請自行確認所填寫之資料均為正確，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至無法接收重要活動訊息者，

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5.常見問題及各項補充說明請參『2014 年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甄選活動』網站 Q&A。 

6.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訂，並保留裁決、修改辦理之權利，各項修訂事

宜將於網站上公告，不另行通知。 

註 1：擇優錄取 105 名，未達錄取標準則從缺，其中建築組 5 名得主由國泰文教基金會提供。 

註 2：具備身心障礙、低收入戶身分者，將優先擇優錄取，2013 年(102 學年度)經本會錄取之弱勢

學生，得檢附證明文件再次提出申請。 

註 3：各項成績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3 位，四捨五入進第 2 位。 

註 4：「特殊功績組」分為個人類及團體類，請申請者至活動網頁報名，如報名團體類者，請推派

一位「代表人」上網報名，並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註 5：申請表及檢附之文件，恕不退還。 

註 6：申請「特殊功績組：團體類」者，請以「特殊功績成果報告」代替簡要自傳。 

註 7：線上報名以系統平台顯示時間為憑；寄送書面文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聯絡方式：總機：(02)2755-1399 

    勤學向上組： 

分機 3278 或 E-mail：meng3278@cathaylife.com.tw   蔡孟岑 

    3279 或 E-mail：chumickey@cathaylife.com.tw    周芸竹 

特殊功績、系所保薦組： 

分機 3277 或 E-mail：moumouq@cathaylife.com.tw   高宜穗 

頒獎 

12/24 

錄取通知 

12/5 

初審、複審 

11/21-11/26 

進行面試 

11/10-11/19 

面試通知 

11/3-11/7 

書面審核 

10/16至10/31 

受理報名 

即日貣至10/15 

mailto:meng3278@cathaylife.com.tw
mailto:chumickey@cathaylife.com.tw


【附表一】 

2014 年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勤學向上組」獎勵之學校及系所 

校名 學院 獎勵系所 

臺灣大學 

管理學院 會計、財務金融、商學、國際企業、資訊管理 

社會科學院 經濟 

法律學院 法律 

理學院 數學、心理、應用數學科學 

工學院 建築與城鄉 

政治大學 

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統計、會計、金融、財務管理、企業管理、 

國際經營與貿易、科技管理、資訊管理 

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勞工、地政 

法學院 法律 

理學院 應用數學、心理學 

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計量財務金融、科技管理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系統與應用 

理學院 統計、數學 

交通大學 

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經營管理、科技管理、財務金融、資訊管理 

理學院 應用數學、統計、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 

人文社會學院 建築 

中興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財務金融、行銷、會計、科技管理、資訊管理 

理學院 應用數學、統計 

中央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財務金融、經濟、產業經濟、會計、資訊管理、 

人力資源 

理學院 統計、數學 

成功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暨國際企業、統計、會計、財務金融、資訊管理 

社會科學院 經濟 

法學院 法律 

理學院 數學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都市計畫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社會科學院 經濟 

理學院 應用數學 

中正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含行銷管理)、經濟(含國際經濟)、財務金融、 

會計與資訊科技、資訊管理 

法學院 法律、財經法律 

理學院 數學、應用數學、統計科學 

社會科學院 勞工關係 

 



校名 學院 獎勵系所 

臺北大學 

商學院 
企業管理、金融與合作經營、會計、統計、國際企業、 

資訊管理 

社會科學院 經濟 

法律學院 法律 

公共事務學院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財務金融、資訊管理、科技管理 

設計學院 建築 

臺北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資訊與財金管理 

設計學院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中原大學 設計學院 建築 

東海大學 
創意設計暨藝術

學院 
建築 

淡江大學 工學院 建築 

逢甲大學 
商學院 統計與精算 

建設學院 建築 

東吳大學 商學院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應用數學 

中國文化大學 環境設計學院 建築及都市計劃 

合計 18 校，109 個系所 

 



【附表二】 

2014 年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系所保薦」獎勵之學校及系所 

校名 獎勵系所 

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商學、國際企業、資訊管理、會計、經濟、法律、

數學 

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統計、金融、財務管理、企業管理、 

資訊管理、會計、法律、經濟 

清華大學 統計、數學、資訊系統與應用 

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統計 

成功大學 資訊管理、建築、會計、統計、企業管理暨國際企業 

中正大學 法律 

中央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管理、資訊管理、統計 

中山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企業管理、資訊管理 

臺北大學 法律、企業管理、統計 

合計 9 所大學、40 個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