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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查及排序原則 

107年 6 月修訂 

一、 請就讀學校初審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每校至多推薦 10名。 

二、 「熱心參與文化交流或社會服務活動項」採計及換算標準： 

(一) 本項證明文件採計高雄市政府及所屬機關主(承)辦活動(不

含指導列名單位、國立學校或立案之民間單位)，校內競賽

或社團活動不列入計分。 

(二) 上揭證明文件係指經主(承)辦單位出具之證明時數文件，請

檢附該活動之時數證明資料(需含主(承)辦單位全稱、活動

名稱、活動日期、參加人數、時數及需含主(承)辦單位核章

等)，如無相類似文件，申請人得以附件 1範例格式，請主(承)

辦單位出具證明。 

(三) 由中央部(會)主辦、地方政府或學校協辦之活動亦可列入採

計，譬如：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如初審學校對案件性質可

否認定有所疑義，可洽本獎學金主辦單位詢問。 

(四) 本項目不限案件數，活動時數以每小時 0.5分計，累加至滿

分 40分止，惟單項活動至多採計 20分。 

三、 綜合評估：由審查委員綜合考量申請人所附資料計分，本項目最

高 30分。 

四、 審查會依申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並依附表所列審查項目及權重，

按排序之順位錄取。總分同分時依下列順序優先錄取： 

(一) 本市姐妹市。 

(二) 熱心參與文化交流或社會服務活動積分。 

(三) 綜合評估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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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證明書僅供申請「高雄市國際學生獎學金」使用。 
 

附件 1-時數證明書範例格式 

               (單位全稱)       

     (活動名稱)     時數證明書 
 

   ○ ○ ○ 同學於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至 00

月 00 日，參加本單位「   活動名稱   」共 00

小時，日期、時段內容如下： 

日期 內容 小時   

數 105 年 00 月 00

日 

 
 

105 年 00 月 00

日 

 
 

   

   

(如無分段服務、交流或競賽之事實，可刪除此表格) 

特  此  證  明 

 

(活動主(承)辦單位關防或機關首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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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熱心參與文化交流或社會服務活動」採認案件參考 

文化交流採認參考 
項次 文化交流事項 認證單位 獲得成果形式 採認年度 

1.  高雄 WHO哈宋江陣活動志工 高雄市政府 獎狀 104 

2.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志工 高雄市觀光局 鼓勵函 

103 
3.  炎帝神農盃全國鼓陣錦標賽志工 高雄市政府 獎狀 

4.  白金騎士腳踏車活動志工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JCI 完成證明 

5.  APCS活動（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志工 高雄市政府 感謝狀 

社會服務採認參考 

項次 社會服務事項 認證單位 獲得成果形式 採認年度 

1.  歲末年終獨居老人居家關懷及環境清潔 楠梓區公所 感謝狀 
104 

2.  暑假英語大手牽小手育樂營志工 高雄市立福山國中 感謝狀 

3.  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義守大學 服務證明 

103 

4.  炎帝神農盃全國鼓陣錦標賽志工 高雄市政府 志工服務證書 

5.  高雄市長青運動大會暨社區管懷據點成果展活動志工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志工服務時數 

6.  服務學童 高雄市立大樹國小 感謝狀 

7.  休閒活動育樂營志工 高雄市立仁武國小 服務證明 

8.  敬老關懷服務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

民之家 
服務證明 

9.  社區服務 高雄市立鼓岩國小 感謝狀 

10.  指導學生團體活動 高雄市立大華國小 服務證明 

11.  社區服務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服務時數證書 

12.  兒童節活動志工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服務時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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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 City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s 

高雄市國際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Instructions: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be completed clearly, accurately and in full by the candidate. Each question must be answered to 

facilitate processing. If necessary, additional pages of the same size may be attached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本表請申請人詳實工整填寫，慎勿遺漏，以利配合作業，如有需要，申請人可自行以同款紙張加頁說明。 

1.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基本資料 

a.NAME 姓名 Mr./Mrs./Ms. 

           
Surname（Last name）姓 

           
Given Name 名（First Name）     Middle Name 

 

Please attach a photograph 

taken within the last 3 months. 

最近三個月相片 

b. CONTACT 
INFORMATION 

聯絡地址、電話、電郵 

Address: 

Telephone: 

E-mail:  

c.. BIRTH PLACE 出生地 
（請註明國家與城市）(Please specify city and country)  

d. NATIONALITY 國籍 
 

P.S.: Holders of ROC passports are not eligible to apply. 

e. GENDER 性別  □Male 男        □Female 女 

f. MARITAL STATUS 婚姻    □Single 單身       □Married 已婚 

g.DATE OF BIRTH 生日 
  (Day 日／Month 月／Year 年):                      

 

h. Have you received 
scholarships or aids 
from another 
government agency or 
government 
enterprise? 是否領受
其他政府機關獎助學
金 

□ 是 yes  獎學金名稱 Name of Scholarship：                       

□ 否 no 

Application No. 

 (For official u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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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CURRENTLY IN ATTENDANCE 現就讀之大學系所 

INSTITUTI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PERIOD OF STAY 

(Year/Month/Day) 

 

 

  

 

3. EDUCATIONAL BACKGROUND 教育背景  

Level 程度 Name of Institution 校名 Location 地點 
Period of Study  

修業年限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 

 
  

Under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大學 

 
  

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研究所 

 
  

 

4. Self-Introduction 簡介 

 

 

5. ATTACHED DOCUMENTATION 檢附證件 

□ One copy of transcript in Chinese 中文成績單乙份(最近一學期在學成績單) 

□ One copy of certificate of rank in class 成績排名證明書乙份 

□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activities or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熱心參與文化交流或社會服務活動證明 

□ other 其他 

 

6.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pplicant’s Signature                                  Date                                     

                                                         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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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姐妹城市 
(01)檀香山市，夏威夷州  

Honolulu, Hawaii 

(02)諾克斯維爾市，田納西州  

Knoxville, Tennessee 

(03)潘沙克拉市，佛羅里達州  

Pensacola, Florida 

(04)梅崗市，喬治亞州  

 Macon, Georgia 

(05)平原市，喬治亞州   

Plains, Georgia 

(06)莫比爾市，阿拉巴馬州  

Mobile, Alabama 

(07)淘沙市，奧克拉荷馬州   

Tulsa, Oklahoma 

(08)聖安東尼市，德克薩斯州   

San Antonio, Texas 

(09)小岩城市，阿肯色州  

Little Rock, Arkansas 

(10)科羅拉多泉市，科羅拉多

州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11)邁阿密市，佛羅里達州   

Miami, Florida 

(12)波特蘭市，奧勒崗州   

Portland, Oregon 

(13)西雅圖市，華盛頓州   

Seattle, Washington 

(14)羅德岱堡市，佛羅里達州   

Ford Lauderdale, 

Florida 

(15)金郡，華盛頓州   

King County, 

Washington 

亞洲地區 

(01)釜山市，韓國  

  Busan, South Korea 

(02)宿霧市，菲律賓   

Cebu, Philippine 

(03)峴港市，越南  

Da Nang, Vietnam 

(04)八王子市，日本  

Hachioji, Japan 

(05)馬列市，馬爾地夫   

Malé, Maldives 

(06)熊本縣，日本  

kumamoto Prefecture, Japan  

(07)熊本市，日本  

kumamoto City, Japan 

(08)大田市，韓國  

Daejeon City, South Korea 

 

中南美地 

(01)巴蘭幾亞市，哥倫比亞  

Barranquilla, Columbia 

(02)卡塔哥市，哥斯大黎加共

和國  

Cartago, Costa Rica 

(03)貝里斯市，貝里斯  

Belize, Belize 

(04) 巴拿馬市，巴拿馬  

Panama, Panama 

  

非洲區 

(01)德班市，南非共和國  

Durban, South Africa 

(02)布蘭岱市，馬拉威   

Blantyre, Malawi 

(03)康尼芬市，甘比亞共和國  

Kanifing City,Gambia 

澳洲地區 

(01)布里斯本市，澳大利亞   

Brisbane, Australia 

  

歐洲 

(01)  礦山縣，德國   

Erzgebirgskreis, 

Germany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Knoxvill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Macon.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Plains.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Mobil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Tulsa.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San_Antoniohtm.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Little_Rock.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Springs.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Springs.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Miami.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Portland.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Seattl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FORT.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king.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busan.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ebu.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Mal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Barranquilla.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artago.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Belize_City.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Durban.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Blantyr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Kanifing.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Brisbane.php
http://secret.kcg.gov.tw/2007/protocol_Colorado_annaber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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