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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102 學年度「菁英招募獎助學金實施辦法」 

 

第一條 設置目的 

本院為有效資助申請就讀本院之優秀學生，設置甄選入學及聯合登記分發獎助學金，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甄選入學獎助學金內容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異，且符合本院各類群年度獎助學金設置標準，於 102 學年度

甄選入學本院各系之學生。本獎助學金提供每系 2.5 萬元及 5 萬元共 2 種獎助學金各若干名，分

成 1 年或 2 年，每人每學期頒給 1.25 萬元。本獎助學金以參與甄選同學之统測成績為核定標準。

甄選入學獎助學金種類與名額如下表： 

 

甄選入學獎助學金種類與名額一覽表 

 

            金額 

系別 
2.5萬 5萬 人數合計 申請分數標準 說明 

電機工程系(2班) 32人 20人 52人 

(加權後统測總分) 

300分(含)以上 

每班26名受獎

名額將依其招

生類(群)按招

生名額比例分

配 

電機工程系 動力機電組(1班) 16人 10人 26人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民生應用電子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電腦與通訊

工程系 

行動裝置應用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資通訊網路應用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資訊工程系 
多媒體與網路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資訊科技應用組(1班) 16人 10 人 26人 

醫護資訊學士學位學程(1班) 16人 10人 26人 

 

第三條 甄選入學獎助學金資格取得方式 

凡符合申請分數標準並獲得錄取之同學，只要其成續排名在甄選入學獎助學金名額內並完成註冊

繳費之程序者，即可自動取得獲頒本獎助學金資格，不需事先申請。 

 

第四條 聯合登記分發獎助學金申請資格與內容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優異，且符合本院各類群年度獎助學金設置標準，有意願於 102 學年

度四技二專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招生以第一志願選填本院各系之學生，皆得提出申請。本獎助學

金提供每班 15 名，每名 6 萬元，分成 3 學年共 6 次領取，每人每學期頒給 1 萬元。獎助學金以參

與聯合登記分發同學之统測成績為核定標準。聯合登記分發獎助學金種類與名額如下表： 



2 
 

               聯合登記分發獎助學金種類與名額一覽表 

 

 

第五條 聯合登記分發申請時間及申請方式 

一、今(102)年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於5月21日成績單寄發後起，至102年7月16日17時報名收件截

止，逾時不受理申請。 

二、 於102年7月18日17：00前通知遴選結果暨排序。獲遴選之學生，在接獲通知後於102年7月20

日在本院各系現場撕榜，決定出獎學金分派結果。 

 三、獲得獎學金請領資格之同學，須於102年 7月27日17時前將102學年度日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

發之「網路選填志願確認單」影本，親自或以傳真(02) 2801-5127或電子郵件

irenelee@mail.sju.edu.tw送到本院。 

第六條  一般規定 

一、 本辦法所述之各項獎助學金頒發由本院於每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完成受獎學生資格審核

後，送交教務處招生宣導組統一辦理獎助學金撥付及頒獎事宜。 

二、 獲得本獎助學金之同學，須每學期完成註冊繳費之程序。 

三、 受獎學生於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必須達60分(含)以上，當學期方可繼續領取本獎助學金。

凡當學期有休學或退學者自然喪失後續各學期獎助金請領資格。 

四、 如亦符合「弱勢學生」資格，仍得以申請相關補助。 

第七條  經費來源：由本校教務處招生宣導組編製各學院菁英招募獎助學金年度專案預算項下支付。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招生委員會、院務會議、及校招生宣導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金額 

系別 
6萬 申請分數標準 說明 

電機工程系(2班) 30人 

(加權後统測總分) 

300分(含)以上 

每班15名受獎名額將

依其招生類(群)按招

生名額比例分配。 

電機工程系 動力機電組(1班) 15人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組(1班) 15 人 

民生應用電子組(1班) 15 人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行動裝置應用組(1班) 15 人 

資通訊網路應用組(1班) 15 人 

資訊工程系 
多媒體與網路組(1班) 15 人 

資訊科技應用組(1班) 15 人 

醫護資訊學士學位學程(1班)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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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102 學年度聯合登記分發菁英招募獎助學金申請書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畢業學校： 

電子信箱： 

即時通帳號： 
畢業科別： 

家用電話： 行動電話： 

監護人： 監護人聯絡電話： 

推薦人： 推薦師長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學則驗成績 

國文 英文 數學 專業 1 專業 2 

合計 

=國文+英文+數學 

+(專業+專業)*2 

獎助學金申請 

分數標準 

      
（加權後统測總分） 

300 分(含)以上 

102年7月20日獎助學金現場撕榜個人選擇意向調查 

如果您可以參加撕

榜，「獎助學金金額」

與「科系喜好」，何者

是您的優先考量？ 

□我會先考量「獎助學 
金金額」多寡。 

□我會先考量「科系喜 
好」 

如 依 科 系 選

擇，您的志願選

擇順序？(請以1
～5來表示)  

系別 電機系 電子系 資工系 電通系
醫護資訊

學程 

順序      

申請說明與重要日程洽詢專線： 

二擇一 
□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 PDF 檔傳送給選項第一志願之系主任之 E-mail 信箱 
□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影本附於本申請書之後 

上表聯絡資料請詳實填寫，以便本校可正確快速的與您聯繫。 
項目 日期 說明 

獎助學金申請報名 

102 年 7 月 16 日 17:00 前 報
名收件截止，逾時不受理申

請 

請將本申請書傳真(02) 2801-5127或電子郵件irenelee@mail.sju.edu.tw 至電資

學院收 

遴選結果通知 102 年 7 月 18 日 17:00 前 以公告、電話、電子郵件或簡訊方式通知獲選同學。 

現場撕榜決定獎助學金

分派結果 

102 年 7 月 20 日 13:00 報到，

13:30 現場撕榜 
通過遴選之同學至本院各系現場撕榜決定獎學金分派結果。 

網路選填志願 
102 年 7 月 27 日 17:00 前完

成 

獲得獎學金請領資格之同學，將102學年度日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之「網路

選填志願確認單」影本，親自或以傳真 (02) 2801-5127 或電子郵件

irenelee@mail.sju.edu.tw送到本院。 

申請人簽名： 監護人簽名：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承(經)辦人：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洽詢電話及信箱 

系別 聯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電機工程系 林甲森主任 0935-221-954 jasonlin@mail.sju.edu.tw 

電子工程系 張祥利主任 0922-134-565 ali@mail.sju.edu.tw 

資訊工程系 王進德主任 0936-050-519 jdwang@mail.sju.edu.tw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范俊杰主任 0933-717-339 chun@mail.sju.edu.tw 

醫護資訊學程 王進德主任 0936-050-519 jdwang@mail.s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