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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各類獎助學金及貸款簡介留美各類獎助學金及貸款簡介

教育顧問 傅鏡平

錢在這裡錢在這裡!!

‧國內:
‧教育部國際及兩岸
教育司
留學貸款

• 國外
• 校外獎助學金

• 校內獎助學金

公費留學考試
留學獎學金

‧其他機構獎學金
‧其他機構貸款

• 打工

留學貸款留學貸款
• 教育部留學貸款
臺灣銀行
合作金庫銀行
臺灣土地銀行
兆豐銀行
玉山商業銀行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台北富邦銀行

• 其他銀行留/遊學貸款

留學貸款留學貸款
額度:
‧博士學位:最高新臺幣200萬元
‧碩士學位:最高新臺幣100萬元
‧每年有累計上限額度

碩士 50(第一年)-100萬(第二年)
博士 80-160-200萬

留學貸款留學貸款
期限:
‧博士學位: 16年，含寬限期5年

‧碩士學位: 10年，含寬限期3年

寬限期 就學期間內 無需償還本金之期‧寬限期: 就學期間內，無需償還本金之期
間。此期間之利息，由教育部依留學生家
庭收入情形，補貼全額或半額 。寬限期係
以第一次撥貸之撥款日起算。

‧寬限期屆滿後，依年金法按月

攤還本息。

留學貸款留學貸款
寬限期利息:
‧ 家庭年收入
1. 114萬元以下: 全額補貼

2 超過114萬元至120萬元以下: 半額補貼2. 超過114萬元至120萬元以下: 半額補貼

3. 超過120萬元至145萬元以下者: 自行負擔

‧ 利率
依據郵政儲金1年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利率為指

標利率，加碼計算後浮動計息。

加碼後之利率由教育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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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貸款留學貸款
資格:
‧我國國民，於我國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
校院畢業，出國全時修讀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大學校院博、碩士學位。

‧學生本人及其父母(學生已婚者，為配偶)之家庭( )
年收入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如同一戶有兩名
或以上留學，不受此限。

‧未在國內貸有教育部就學貸款；或曾貸有教育部
就學貸款，而已還清者。

‧如為我國政府提供之各項公費或留學
獎助學金，其自錄取時起至領受公費
或留學獎助學金期間尚未結束者，
不得申貸。

台北市留學貸款
‧希望專案─青年留學免息貸款

‧富邦銀行承辦

‧10年免利息

‧設籍台北市一年以上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ct.asp?
xItem=1835938&ctNode=27377&mp=
104001

• 除I-20之外，還需正式入學文件

彰化縣留學貸款

‧修讀碩士學位者，貸款總額度上限為新臺
幣(以下同)二百萬元，並分年撥付，每年
撥付貸款金額上限為一百萬元。

‧修讀博士學位者，貸款總額度上限為三百‧修讀博士學位者，貸款總額度上限為三百
萬元，並分年撥付，每年撥付貸款金額上
限為一百萬元。

‧本貸款之對象為自申貸日前已設籍本縣滿
一年以上或彰化旅外同鄉之子女。

彰化縣留學貸款

‧本貸款期限，修讀碩士學位者為十年，含
寬限期二年；修讀博士學位者為十二年，
含寬限期四年；若學位連讀者，得連續申
請助學貸款，其貸款期限為十二年，含寬請助學貸款，其貸款期限為十二年，含寬
限期六年。

‧本助學貸款利率，在寬限期內免息，寬限
期外以中華郵政儲金未達1,000萬元一年期
定期儲蓄存款機動利率為指標利率，加碼
計算後浮動計息

公費留學考試公費留學考試
• 報名: 102年8月1日至16日

• 筆試: 102年10月

• 面試: 102年12月

‧(一)一般公費留學77名。
(二)勵學優秀公費留學8名。
(三)原住民公費留學10名。
(四)身心障礙公費留學5名。

公費留學考試
‧一般生、原民生及勵學優秀生每年發放定
額獎學金美金4萬2,000元。

‧身障生，依程度別支給，重度以上視、聽
障及多重障礙者，每年發放總額美金5萬障及多重障礙者 每年發放總額美金5萬
4,000元之定額獎學金；中度視、聽障、多
重障礙及其他障別重度以上者，每年發放
總額美金5萬元之定額獎學金；除前述2類
外之障別，每年發放總額美金4萬8,000元
之定額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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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留學考試

• 筆試科目取消共同科目，僅考
專門科目2科，每科100分，總
分共200分，不再加權計分。筆
試成績占總成績70%，面試成績
占總成績30%。

‧改以學群決定補助年限及分配
名額，各學群分類如下：

公費留學考試

(一)人文類，補助年限最長4年：

‧1.      文史哲學群(含區域研究)

‧2.      教育學群(含運動休閒)

‧3.      藝術學群(含文化資產)

‧4.      法律學群

‧5.      社會科學學群(含政治)

‧6.      心理與認知學群

‧7.      管理與經濟學群

公費留學考試

(二)理工類，補助年限最長3年：

‧1. 建築、規劃與設計學群

‧2. 數理化學群

‧3. 電資學群

‧4. 工程學群(含防災科技)

‧5. 生命科學學群(含農林漁牧及海洋)

‧6. 醫藥衛生學群

留學獎學金留學獎學金

• 12月~1月 網路填寫及掛號通訊報名

• 3月 審查及公告 (暫定)

‧在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專校院
畢業（碩士同等學力亦可），或本部
所認可之國外大專校院畢業，並已取
得國外優秀大學校院博士班入學許可
或博士班在學者。

留學獎學金留學獎學金

‧但勵學優秀生、原住民生、身心障礙
生以在國內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專
校院畢業（國內同等學力亦可），已
取得國外優秀大學院校碩士或博士班取得國外優秀大學院校碩士或博士班
入學許可或已於國外大學校院碩士或
博士班在學者。

‧留學國別及領域別不限。

留學獎學金留學獎學金
學位別:

‧1. 一般生除「藝術學群」、「建築、
規劃與設計學群」得攻讀碩士或博士
學位外 其餘學群一律須出國攻讀博學位外，其餘學群一律須出國攻讀博
士學位。

‧2. 勵學優秀生、原住民生及身心障礙
生，不限學群領域，得出國攻讀碩士
或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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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獎學金留學獎學金

‧一般生每人每年核發美金16,000 元。

‧二、 勵學優秀生、原住民生及身心障礙生
奬學金每人每年核發美金30,000 元。

三 一般生受獎年限最長2年 勵學優秀‧三、 一般生受獎年限最長2年。勵學優秀
生、原住民生及身心障礙生奬學金生最長3 
年。

其他國內獎學金其他國內獎學金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留學生博
士論文獎學金

‧財團法人浩然基金會:土木環境營建碩
士士

‧托福獎學金:每人3000美元，名額會變

‧台灣‧南加大獎學金:每年最多5名，
限申請博士班，不限科系

國外部分國外部分
• 校外機構獎學金

傅爾布萊特獎學金

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獎學金

• 各校系提供的校內獎助學金

• 打工

傅爾布萊特傅爾布萊特 FulbrightFulbright

• 分成學者及學生兩大類

• 學生分成: 

(1)到美國唸博士( )

(2)國內博士班到美國短期進修(一年以內)

• 另外還有中文教學助教(9個月)

• 每年約在8月申請截止

• www.fulbright.org.tw

校內獎助學金校內獎助學金

• Fellowship

• Scholarship

• Assistantship• Assistantship

• In-state Tuition

美國獎助學金美國獎助學金 Basic Premises

• Need-based; Merit-based

• 在Financial Aid之內

• Merit based• Merit-based 

新生：GRE/ GMAT、GPA、SOP

舊生：在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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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獎助學金的分配美國獎助學金的分配

博士博士

碩士碩士

學士學士

美國獎助學金的分配美國獎助學金的分配

• 理工生化比文史科系錢多

• 新興領域比傳統領域錢多

• 公立學校要注意該州財務狀況公立學校要注意該州財務狀況

• 商管及法律獎學金比較少

• 台灣同學碩士第一年大都要自
費，除非有特殊才藝或技能

美國博士班如何挑選學生及分配經費

100人申請某個博士班

TA
4 RA

6

全獎

2

4 + 6 + 2 = 12 萬一你是第13名!?

私立與公立私立與公立

• 私立學校有的很有錢

• 私立因為學費貴所以比較常給
獎學金或是學費減免獎學金或是學費減免

• 公立學校財務狀況因州而異

• 公立學校獎學金機會較少

申請獎助學金方式申請獎助學金方式

• 自動

只要申請入學獲准就自動有資
格參加獎助學金的選拔格參加獎助學金的選拔

• 手動

在申請表上註明你需要獎助學
金或是獲得入學許可之後再申
請

自動的例子

Applicants intending to pursue a Ph.D. 
and who wish to be included in the 
University’s fellowship competition must 
have their completed application to the 
Department by November 1.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applicants who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 an Advanced 
Opportunity Fellowship (AOF) and 
Departmental Scholarships 

is Februa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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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ther applicant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y 
February 1 for priority 
consideration. For applicants 
that do not apply by February 1,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April 1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April 1
for admission to the Fall 
semester as 
space allows. 

Types of Funding: Assistantships

TA RA GA

departme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time-consumed, 
good record in

contribute to 
your thesis

computer work
good record in 
resume

第一年不易拿到

your thesis 
research

Types of Funding: 
Other 

Fellowship/ 
Tuition 
Scholarship

Internship Co-op Program

merit-based good resume good resumeg g

on campus off campus off-campus

may cover most 
cost

payment various

part-time

good payment

full-time

爭取爭取inin--statestate獎學金獎學金
只有公立學校才有這項差別

台灣同學就讀南卡羅來納大學台灣同學就讀南卡羅來納大學
比照本州居民收費比照本州居民收費

• Thanks to our sister-state agreement 
with Taiwan we are indeed able and 
happy to offer in-state tuition to ppy
citizens of Taiwan. Tuition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o 
approximately $10,000 per academic 
year (instead of $20,000-$25,000). 

Financial Aid

• 包含貸款及獎助學金

• 貸款

• 大部分只給美國學生• 大部分只給美國學生

• 就算國際學生可以申請，必須要
有美國公民做保證人

(co-signer)



7

獎助學金資訊的來源獎助學金資訊的來源

‧教授

‧系上助理及佈告板

‧獎學金專書‧獎學金專書

‧獎學金提供機構網站

打工打工

‧持F-1學生簽證者只能在校園
內打工，每週不能超過20小時，
假期可到40小時假期可到40小時

‧時薪各州不同 (加州$10/hour)

‧校內書店、圖書館、速食店

實習實習((Internship)Internship)

• Why internship?

• When should I start?• When should I start?

• 積極的印度及大陸人

OPTOPT

• 國際學生在美國高等教育各個階段
畢業之後都可以有一年的實習機會，

全職全薪在美國公司或機構上班
稱為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及Mathematics等領
域可以再加17個月=29個月

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
台北市延平南路45號3樓

(捷運西門站)

www.educationusa.tw

(02) 2388-7600

Facebook 搜尋 EducationUSA Taiwan

請到Facebook給我們一個讚!
www.facebook.com/educationusatw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