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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112 年度學海飛颺獎助學金」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 
 
貳、 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在校成績優異學生赴國外著名

大學校院研修，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力年輕學子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

之機會，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人才政策。 
 
參、 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之本國學生。 
二、 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出訪時間為專四以上、二技三下學期以上、四技及

研究所碩一下學期以上，非應屆畢業生或延修生優先考量。 
三、 通過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辦理之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甄選，獲錄取為本

校姐妹校（不含大陸、港、澳地區）之交換學生。 
四、 通過所屬系所辦理之交換學生甄選，獲錄取為本校姐妹校（不含大陸、

港、澳地區）之雙聯學制或系級交換學生。 
五、 在校表現優異，同時具備以下條件者（1~4項）： 

1. 歷年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 
2. 歷年操行總平均 80 分以上，且在校期間不得有小過（含）以上之懲處。 
3. 班排名前 30%或系排名前 40%（二技生及研究生免）。 
4. 外國語言能力須符合「文藻外語大學配合教育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

學生出國研修-留學國語文能力證明標準」。（附表） 
六、 未同時領取我國政府及交換國家（或學校）之獎學金者。 
七、 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學士/碩/博士），以補助一次為限（即曾獲               

教育部學海飛颺補助者，於同一教育階段時不得再重複獲領補助）。 
 
肆、 審查標準： 

一、名額：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將考量當期各系申請本獎助金情況，以比例原則分配每系

最高可補助名額，依申請者參加當期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甄選之總成績

高低，排定獲獎助之優先順序名單 ；如總成績同分，則依學業成績歷年平均

分數高者取之；其次為操行成績。  
 

        二、審查方式： 
    本處籌組審查會議，自通過申請112學年度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計畫

勾選擬申請本獎助學金之合格候選人中（不含大陸、港、澳地區）擇優錄

取正取及備取學生。補助名額依當年度獲教育部核定獎助金額核配之。當

期獲選名單簽請核定後通知獲獎生，獲獎生須於通知期限內繳交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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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件，違者視同放棄，由備取名單中依序遞補。獲錄取為本校姐妹校之

雙聯學制或系級交換學生由所屬系所辦理相關審查程序。 
 
伍、 申請日期及文件 

一、有意申請之學生須按112學年度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甄選時程，備妥申

請文件及填妥線上表單報名（缺件者不接受補件)。 
二、申請文件如下（文件請掃描後上傳PDF檔）： 

1.  申請表（申請校級交換生時已勾選擬申請本獎助學金者免填) 
2.  外國語文能力證明（各留學國語言之評分標準參閱簡章附表） 
3.  在校歷年成績單中文版，須註明班級/系所排名百分比。 
4.  自傳暨研修計畫書（格式如報名網站規定） 
5.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非必要）：如具體獲獎之證明文件，或參與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獲獎之證明文件（近三年）。 
三、申請本校姐妹校之雙聯學制或系級交換學生者，須按所屬系所遴選時程及

相關規定辦理。 
 

陸、 獎助項目： 
一、獲獎生可獲教育部補助款，每人最低獎助額度新台幣５萬元，確切補助金額 

                   依當年度本校所獲之核定補助獎助金額為定。 
二、已獲學海飛颺獎助學金者，將不得重覆支領「校內之獎助金」補助。 

 
柒、 獎助年限及研修類型： 

  一、獎助年限：須為當期選送112學年度出訪之校級國際暨兩岸交換學生、本校

姊妹校之雙聯學制或系級交換學生，獎助期限至少為一學期（學季），最

高為一學年。 
二、獲獎生至遲應於民國 113 年 10月 31 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 
  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捌、 其他相關須知 ： 
一、資格： 

1.  通過校內甄選的同學，僅代表獲得本校推薦至姐妹校之交換生資格，並

不代表已獲該校錄取，姐妹校仍保有最終入學審核權。如最後未獲該校

錄取，未取得入學許可，不得要求改分發他校，其獎助學金資格將自動

取消，不得要求予以保留至下一學期。 
2.  若因任何原因終止選送出國學生資格，其獎助學金獲獎資格與交換員額

隨即取消，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留。若獎助學金已於行前預撥入學生帳

戶，需於提出終止選送出國學生資格起 15 日之內一次償還全額獎助學

金。 
  3.  申請者如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應了解：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六

項規定，如因出國研修或實習，致不符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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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規定，將遭註銷原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相關法規請參考

全國法規資料：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8 
 
二、學籍： 

1.  獲獎學生仍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國外大學研修期間生活費、

保險費、住宿費、往返機票費、簽證費等其他開支均需自行依獲獎助之款

項調配運用。 
2. 獲獎生於國外大學（機構）研修期間辦理休學手續，或未於研修期滿後

返回本校就讀系所接續學業且完成畢業手續，如有上述情事者，在國外

所修學分本校得不予採計且將追償已領取之一切獎助金。 
3. 出國前務必先與系所充分溝通學科、學分採認事宜。若因學分問題而無

法如期畢業者，應自負須延畢之責任。 
4. 獲獎生所有權利及應盡的義務依本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校級出訪交換

生甄選簡章」內容訂定。 
5. 獲獎生行前依教育部規定簽訂「行政契約書」並依規定履行其權利義務。 
6. 以上未盡事宜，得依「文藻外語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學生甄選辦法」及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110.10.20臺教文(三)字第1100136871A 號令修正〕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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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配合教育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 

出國研修留學國語文能力證明標準 

 

一、外國語文能力證明各項成績之最低標準如下： 

 (一)英文（以下擇一）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 2級成績(CSEPT)260 分 

2. 多益測驗(TOEIC)成績 800 分 

3.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成績(62) 

4.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或中級複試通過 

5. 托福測驗(iBT)成績 73 分或 CBT 成績 201 分或 PBT 成績 532 分 

6. 英國文化協會之國際英文語文測試（IELTS）成績 5.5 分以上。 

 (二)日文（以下擇一） 

1. 通過JLPT日本語能力測驗N1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檻，且總分達到 60分(含)

以上。  

2. 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2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檻，且總分達到合格分

數。  

3.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80 分(含)以上。 

4. 通過「J.TEST 實用日本語檢定」C級。 

 (三)法文（以下擇一） 

1. 法語能力測驗進階中級 300 分以上。 

2. 臺灣法國文化協會法語鑑定文憑第 1級(DELF1) 初級(DELF-B1)。 

3.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處之法文外語能測驗（FLPT）總分 150 分。 

(四)德文（以下擇一） 

1. 歌德 B1 級德語檢定考四科分項成績達及格門檻 60 分「尚可級」以上。 

2. FLPT 德語能力測驗 150 分，口試 S2 以上。  

3. 德語職場檢定考試『Goethe-Test PRO』B1 級。  

 (五)西班牙文（以下擇一） 

1. DELE 西語能力測驗 B1 總分 60 分(新制)。 

2. FLPT 西語能力測驗 170 分加口試 S2。 

3. 西班牙語職場檢定考試『esPro BULATS』B1 級。 

  (六)東南亞語文（以下擇一） 

1. 越南語能力檢定 B1 級  

2. 印尼語能力檢定 B1 級  

3. 泰語能力檢定 B1 級 

 

二、前項外國語文能力證明，以赴國外學校修讀課程所用之語文或於本校甄選時所申

請之組別為準，例如:申請赴英、美、韓國等學校者，因其授課語言及所屬組別皆

為英語(組)，申請者需提出符合標準之英文語文能力證明。 

三、若欲前往之國外學校有另訂定其他外語能力條件(如:iBT79)，則依符合該校特殊

語檢要求為優先；若該校未訂定特殊語檢條件，則依有檢附符合上述外語能力證

明成績之申請者為優先。 

 
*以上參考自「教育部獎助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頂尖大學(機構)研修」留學國語文能

力證明標準、文藻外語大學語檢畢業門檻及英語語檢成績比較參考表。(111.4.12 行政會議通過)  

附表 



文藻外語大學       年度「學海飛颺」計畫補助申請表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女 

英文姓名 
(同護照) 

 兵役狀況 □已服役  □未服役   □免服役 

就讀系所/年級  出生日期 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學   號  
聯絡電話 

(H) 

E-mail 信箱  (手機) 

新住民子女 □否       □是(國籍) 父/母______________  母/父______________ 

原住民子女 □否       □是(族別) 父/母______________  母/父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 
戶籍：□□□ 

通訊：□□□ 

在校及語言 

能力成績 

歷年學業平均成績：           歷年成績排名(名次/班級人數)：      /       
                             歷年成績排名(名次/系所人數)：      /       

語言能力測驗名稱（1）：_________________，成績：__________ 

語言能力測驗名稱（2）：_________________，成績：__________ 

語言能力測驗名稱（3）：_________________，成績：__________ 

研修期程 _______年_______月  ~  ________年_______月 

擬赴修讀國家   前往區域  

研修學校地址  

研修學校國際

聲譽、排名等 
 

研修學校名稱 

(中文) 

(英文) 

  研修系所  

研修方式 □雙聯學位（含修學分）       □交換生 

研修領域別 □社會科學   □語文與教育    □商業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 

□ 中/英文自傳 (請依格式填寫) 
□ 個人研修計畫書 (請依格式填寫) 
□ 中文歷年成績單(含系所百分比排名)  
□ 語言能力證明 (有效期限內)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本表下方)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於本表下方) 
□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請整理成 A4 大小) 
□ 研修學校入學許可 (非必要) 

□本人同意授權資料供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業務使用 □本人未領取其他出國獎補助與學海飛颺補助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以上表格內容皆可擴增。同時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無誤。 



 

身分證明文件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需蓋註冊章)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