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文者：國立空中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2日
發文字號：美洛教字第1070000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獎學金簡章、申請表

主旨：檢送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2018年美國南加州留學獎學金

獎助申請簡章、申請表各乙份，敬請協助公告周知。

說明：

一、依據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殷林敏寬董事長本(107)年2月

22日電洽辦理。

二、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由殷清隆先生創辦，殷林敏寬女士

為董事長，為在美國登記成立之非營利慈善機構；殷氏夫婦

為鼓勵我國更多清寒學子於美國南加州留學，特聯合世台聯

合基金會設立此獎學金。本組自105年起協助該會擬訂獎學

金簡章及辦理甄選、發放獎學金及召開記者會等事宜。105

年計有5名優秀臺灣學生受惠，106年增加錄取1名受獎人。

本年度該會賡續辦理，獎學金申請期限自本年3月1日至4月

30日止，獎助名額為6名，每名1萬美元，敬請協助公告鼓勵

申請。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含大學系統)
副本：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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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函

地址：3731Wilshire Blvd., Suite 770,
Los Angeles, CA 90010,U.S.A.

傳 真：+1-213-3852197
聯絡人：林雅婷
電 話：+1-213-3850512

* 1 0 7 0 0 5 1 1 3 9 ** 1 0 7 0 0 5 1 1 3 9 *



1 
 

 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及世台聯合基金會 

美國南加州留學獎學金獎助辦法 

一、 基金會簡介及成立宗旨： 

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YIN CHIN FOUNDATION OF U.S.A.)由

殷清隆先生創辦，殷林敏寬女士為董事長，為在美國登記成立

之非營利慈善機構，屬美國聯邦政府核可之 501(c)(3)組織。基

金會著重於推動公益、回饋社會；冀望集結各地愛心的力量、

有效率地統合和分享慈善資源。藉由推動聯盟組織之間的互

助、以及嚴格謹慎的補助金審查發放，盡力協助全球的慈善救

濟、文化教育、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公益活動，進而讓捐款

者的愛心更深耕、更有影響力。 

 

世台聯合基金會(STUF United Fund Inc., 簡稱 STUF)為在美國

登記成立之非營利慈善機構，為美國聯邦政府核可之 501(c)(3)

組織。成立宗旨包括結合政府機關及民間非營利組織，共同為

人類創造出更美好的生活環境、以非政府組織(NGO)之身分加入

聯合國(UN)全球企業盟約(Global Compact)，履行企業界對國

際社會之責任、結合社區力量提供慈善救濟、文化教育、環境

保護、公共衛生等社會公益活動的規劃與資源以及鼓勵社會青

年投身 NGO 組織，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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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學金成立宗旨： 

為鼓勵更多我國清寒學子赴美留學及培育優秀人才，提升臺灣

國際競爭力，世台聯合基金會及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共同

合作設立獎學金，鼓勵國內優秀青年赴美國南加州地區大學校

院攻讀學位。 

 

三、申請資格條件： 

(一)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 家庭年收入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優先考量。 

(三) 美國南加州地區任一教育部認可公私立大學(可至教育部

外國大學 

     參考名冊查詢系統查詢)之碩博士班新生或在學學生。 

(四) 教育部公費獎學金生、共資共名獎學金生、奧林匹亞獎

學金生及尖 

     端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生不得申請。 

(五) 成績優異者可再申請，惟以一次為限。   

 

四、獎助名額、待遇及受獎年限： 

(一) 每年名額：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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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學金待遇：每名美金 1萬元 

(三) 受獎年限：1 年 

 

五、報名日期與方式： 

(一) 申請日期：107 年年 3 月 1日至 4 月 30 日 

(二) 申請方式：將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資料簽名掃描後於截止

日期前電郵至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

(mingkuangyin@yahoo.com)，逾期恕不受理。申請表請至下

列網址下載：www.tw.org/yinchin 

(三) 書面審查時間：107 年 5 月上旬 

(四) 面試時間：107 年 5 月中旬 

(五) 審核結果公告時間：107 年 5 月 20 日  

 

六、申請應繳交資料： 

(一) 申請表 

(二) 中華民國身分證或護照 

(三) 如有入學許可或在學證明 

(四) 家庭年收入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請出具證明。 

(五) 大學學士/碩士班成績單 

(六) 教授或服務單位主管推薦信 2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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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文履歷及自傳：含自我介紹、學經歷、個人傑出表

現、得獎紀錄、 

     論文發表次數及題目等，格式不拘。 

(八) 中文研究計畫：含研究目標、計畫內容、未來展望等，

格式不拘。 

 

七、審查作業： 

由基金會聘請審查委員 3名進行書面審查後，得由基金會安排

面試(採遠距視訊、電訪或親自到場面試)，擇優錄取正取 5

名，備取 2 名。 

 

八、錄取程序： 

受獎生於基金會公告錄取名單後，由基金會頒發受獎證明，最

遲不得逾每年 7 月 31 日，逾期喪失獎學金資格，由備取生遞

補。除非有特殊理由且事先向基金會申請獲核准外，應於當年

度開學以前入學報到。 

 

九、 獎學金申領程序： 

錄取生於基金會公告錄取名單後，至遲於翌年 9 月 30 日前，應

即檢送南加州大學校院之碩、博士班入學許可/註冊證明或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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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該文件須載明註冊入學年月日)寄至基金會電郵信箱

審核後核發，逾期視同放棄資格。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申請人應繳交文件不齊，視為申請不合格，不予受理報

名。 

(二) 報名時所繳交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不合本獎學金申請資

格者，視為申請不合格，經錄取者喪失錄取資格，已申領本

獎學金者應全數繳還予基金會，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本辦法經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及世台聯合基金會兩董事

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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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殷勤文教公益基金會及世台聯合基金會 

美國南加州留學獎學金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YIN CHIN SCHOLARSHIP 

INSTRUCTIONS: 
This application form should be typed and completed by the applicant. Each question must 
be answered clearly and completely. Detailed answers are required in order to m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If necessary, additional pages of the same size may be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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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heck. 請選以下選項 

Which type of scholarship are you applying for?  
□ Master Scholarship 碩士獎學金  
□ Doctoral Scholarship 博士獎學金 

1. PERSONAL DATA 個人基本資料 

a.NAME 姓名 
Title 稱謂： Mr./Mrs./Ms. 

Surname（Last name）姓：                       

First Name(s) 名：                       

Middle Name 名：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Please attach a recent 

photograph taken within the 

last 3 months. 

最近三個月相片 

b. CITY and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城市及國別   

c. NATIONALITY 國籍 

 

d. PARENTS’ 
INFORMATION 
家長資料 

FATHER 父 MOTHER 母 

Name 姓名: 

Nationality 國籍: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 

Name 姓名: 

Nationality 國籍: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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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ONTACT 
INFORMATION 

聯絡地址、電話、電子

郵件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地址： 

Mail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郵寄地址： 

Telephone 電話：               Cell  phone 手機: 

E-mail 電子郵件(school account)： 

E-mail 電子郵件(alternative account) (*required) ： 

  

 

f. GENDER 性別        □ Male 男       □ Female 女 

g. MARITAL STATUS 

  婚姻狀況  
□ Single 單身       □ Married 已婚 

h. DATE of BIRTH  
生日 

  (Month 月／Day 日／Year 年):                      

j.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larship Award 
History 教育部獎學金受
獎紀錄 

□None 無;  □Yes, from           (mm/dd/yr) to           (mm/dd/yr);是，起迄日期

 Type(s) of Scholarship Awarded: 

k. ID INFORMATION 

身分證資料 
ID Information No. 
臺灣身分證字號                                                      

l. HEALTH CONDITION 
健康狀況 □ Excellent     □ Good    □ Fair  

m. CHRONIC DISEASES 
慢性病 

□  None 無     

□  Yes 有─Please specify 請指明： 

n. CONTACT PERSON,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緊急事件聯絡人 

Name 姓名:                             Relationship 關係: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電話:                          E-mail 電子郵件: 

Cell phone 手機:                        

O. income status 

家庭年收入狀況 
□Annual income below 1 million NTD 年收入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 

□Annual income above 1 million NTD 年收入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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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NGUAGE PROFICIENCY 語言能力 

LANGUAGE 

PROFICIENCY  

語言能力 

COMPREHENSION
聽 READING 讀 WRITING 寫 SPEAKING 說 

Excellent 

優 

Good

良 

Fair 

可 

Excellent

優 

Good

良 

Fair

可 

Excellent

優 

Good

良 

Fair

可 

Excellent

優 

Good

良 

Fair 

可 

ENGLISH             

(Other, please state)             

3. EDUCATIONAL BACKGROUND 教育背景           

 
Name of 

Institution 

Major/Minor 

主修/副修 

GPA 

學業成

City & State 

地點 

Period of 
Enrollment  
修業年限 

( year to year )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 

   
 

 

Under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大學 

   
  

Graduate Level 

Education 研究所

   
  

3-1. HIGHEST OR CURRENT DIPLOMA /DEGREE EARNED 目前最高學
歷 

Highest or 

Current 

Education 

Level 

最高學歷 

Undergraduate 

大學部 

Postgraduate 

研究所以上 
(Expected) Graduation Date

(預計)畢業時間 

□Bachelor Degree  

□Freshman 

□Sophomore   

□Junior   □Senior

□Master Degree 

□Ph.D. Degree 
Month/Year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REFERENCES 推薦單位 (人) 資料 

Name 姓名 Facility 單位 Position 職務
Telephone , E-Mail or Mailing 

Address 電話及郵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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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EVIOUS EMPLOYMENT (Use one line for each position) 工作經歷 

Position 職務 
Company/Organization 

機構名稱 

Period of Employment 

服務期間 

 Responsibilities 

工作說明 

    

    

    

6. PRESENT EMPLOYMENT 現職狀況 
a. COMPANY/ 

ORGANIZATION 
  機構名稱 

        

b. POSITION  

職稱 

 
c. From 起始日期 

d. CONTACT   

INFORMATION 

聯絡資訊 

Address 地址： 

 

Tel 電話：                           E-mail 電子郵件：                   

e. TYPE OF 

ORGANIZATION 

機構種類 

□ Govt. Ministry/  □ University/            □ Govt./State-
owned 
Agency 政府部門    Institution 大學校院          Enterprise 
公營企業 

□ Locally-owned  □ Joint Venture  □ Foreign-owned      □  
NGO 
Enterprise 私人企業   合資企業           Enterprise 國際公司         非
政府機構 

7.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WHICH YOU PLAN TO ATTEND 
OR CURRENTLY ATTENDING IN SOUTHERN CALIFORNIA 擬就讀
或在學之大學校院/系所/學位 

1. University/college and department/degree: 

 

 

 

2. University/college and department/degree: 

 

 

 

 

8. PLEASE BRIEFLY STATE YOUR STUDY PLAN WHILE IN SOU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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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請簡述在南加州讀書計畫 

 

9.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 I am concurrently a ROC national； 

□ The information I have given on this applic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pplicant’s Signature                                   

 

-------------------------------------------------------------------------------------- 

 

                                                                          

                                           Date    _____ /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