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晶元光電獎助學金申請簡章 

壹、目的：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為培育光電領域專長人才，並鼓勵優秀學子畢業後投

入光電產業發揮所長，故設立本獎助學金。 

貳、申請時間 

獎助學金申請暨審核時程規劃請參考附件1，實際以本公司正式公告時間為準。 

 

參、申請資格 

一、學校：依教育部法規得授予學士（含）以上學位之大學院校，均可申請。 

二、對象：1.學士：大學三年級、大學四年級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 

          2.碩士：五年一貫碩士、一般碩士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 

          3.博士：博士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須通過博士班資格考）。 

          4.以上對象均不含進修部、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在職學分班或延畢、休學等身分。 

三、科系：電機、電子、光電、材料、物理、化學、化工、機械、資訊、工業工程等相關系所。 

四、成績：1.操行成績：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處分者。 

2.學業成績（須提供佐證資料，且所有科目均須及格，並滿足以下擇一條件）： 

a.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含）以上。 

b.前一學年班排名前20%。 

c.前一學年同科系同年級排名前20%。 

五、限制：申請者未受領其他有服務規定或需負擔其他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 

 

肆、優先考量條件 

一、曾通過TOEIC 550分以上成績，或具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B1進階級（threshold）以上程度者，申請時檢附一年內相關證明文件，得優

先列入考量。 

二、家戶持有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者，申請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得優先列入考量。 

三、具特殊專長或成果，符合本公司需求者，經專案討論後得優先列入考量。 

 

伍、獎助學金額 

一、獎助學金受領原則：學士（大三、大四）每學期新臺幣6萬、碩士每學期新臺幣9萬、博士每學

期新臺幣12萬（每學期等同1期獎助學金受領期數）。 

二、學士（大三、大四）：通過篩選後，本公司獎助每名學生每學期新臺幣6萬元獎助學金，獎助

學金受領期數不超過4期（獎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24萬元整）。 



三、五年一貫碩士、一般碩士：通過篩選後，本公司獎助每名學生每學期新臺幣9萬元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受領期數不超過4期（獎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36萬元整）。 

四、博士（通過博士班資格考）：通過篩選後，本公司獎助每名學生每學期新臺幣12萬元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受領期數不超過8期（獎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96萬元整）。 

 

陸、獎助名額 

約15名，實際依本公司發展需求及核定名額而定。 

 

柒、申請及核定 

一、請至晶元光電官方網站之獎助學金申請網頁填寫申請資料，並參考附件 2 上傳備審文件。 

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epistar.com/，網頁路徑：官方網站＞人力資源＞晶電獎助學金。 

二、本公司核定獲獎名單後，統一以E-mail各別通知獲獎人。 

 

捌、權利及義務 

一、獎助生簽約後，每學年操性成績應維持80分以上且未受記過處分；每學年學業成績應至少維持

申請時之學業成績條件，且所有科目均須及格。 

二、獎助生簽約後，自申請時起算至取得畢業證書時為結束，可受領兩者間之剩餘獎助學金受領期

數，無須每學期提出申請；學位變動時（學士升碩士、碩士升博士），須重新提出獎助學金申

請，可受領期數同前述。 

三、獎助生簽約後，次學期起須於期中考前至本公司簡報前一學期學習成果；若未完成，本公司得

暫緩該獎助生之獎助學金發給，直到獎助生完成學習成果簡報止。 

四、獎助生簽約後，如欲至他公司任職實習生，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經同意，始得至他公司實習。 

五、獎助生依受領獎助學金額度，按下列原則計算最低服務年限，並於畢業後（或役畢）至本公司

完成最低服務年限（應連續服務）： 

獎助學金 

受領期數 

（累計） 

受領金額（累計） 

（以下皆為新臺幣計） 
最低服務 

年限 
學士(大三起) 碩士 博士 

1 6 萬 9 萬 12 萬 6 個月 

2 12 萬 18 萬 24 萬 12 個月 

3 18 萬 27 萬 36 萬 18 個月 

4 24 萬 36 萬 48 萬 24 個月 

5 - - 60 萬 30 個月 

6 - - 72 萬 36 個月 

http://www.epistar.com/


7 - - 84 萬 42 個月 

8 - - 96 萬 48 個月 

 

六、獎助生應於取得畢業證書（或取得役畢證明文件）日起30日內，以電話和書面通知本公司，並

依本公司指定報到日，至本公司報到並履行本公司獎助學金合約內容。 

七、獎助生於受獎助學位畢業後繼續升學，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取得同意。升學後未申請本公司

該學位獎助學金者，原應完成之最低服務年限，延後至該學位畢業後完成。 

八、獎助生畢業後之任職薪資與職等依本公司規定核定，福利同於本公司一般正式員工。 

九、獎助生如須服兵役，於本公司服研發替代役者可折抵最低服務年限；若以留職停薪服一般兵役，

則不能折最低服務年限。 

十、獎助生對於所接觸或知悉本公司內部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 

十一、本公司得依公司整體發展方向及業務須求，參酌獎助生的專長與意願進行任職單位分發，非

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獎助生應接受分發結果。 

 

玖、返還獎助學金 

一、獎助生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喪失其核定獎助資格，本公司即停止發給並無息追償其已受領之

全部獎助學金： 

(一)輟學、因故休（退）學等喪失學生資格之情形，或法定修業年限期滿仍無法畢業者。 

(二)領受其他有服務義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需負擔其他服務義務者之獎助學金。 

(三)獎助生學習表現不佳而有下列情事之一： 

1.學年學業成績未達申請時之學業成績條件，或有科目未及格者。 

2.學年操行成績平均未達 80 分以上，或受記過處分者。 

3.期中考前未完成學期成果簡報，經通知後一個月仍未完成者。 

(四)不願領受獎助學金者。 

(五)涉及任何侵犯智慧財產權者。 

(六)獎助生未盡本公司規定之相關保密義務者。 

(七)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八)其他經本公司認定不適合繼續受領獎助學金者。 

二、獎助生畢業或役畢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喪失其核定獎助資格，本公司即停止發給並無息

追償其已受領之全部獎助學金： 

(一)未完成合約義務者 

(二)未經本公司同意而繼續升學者 

(三)未經本公司同意而至其他公司服研發替代役者 

(四)因其他可歸責於獎助生之事由，而未能履行合約者 

三、如何返還： 

(一)返還金額皆依捌－五之表為基準並以無息方式計算。 

(二)獎助生接獲書面通知後，7 日內以電匯方式一次性匯至本公司指定銀行帳戶，相關費用由

獎助生自行負擔。 



(三)獎助生若無法返還獎助學金時，本公司得依約向連帶保證人要求返還。 

 

拾、審查流程及評核項目： 

一、本公司將本公正、謹慎方式審查、核定獎學金名單，程序如下： 

項次 程序 說明 

1. 線上申請 申請人至晶元光電官網填寫線上申請資料，並依指定要求上傳 PDF 檔。 

2. 書面審查 
本公司將依上傳檔案進行書面審查。如有遺缺而未於通知期限內補齊者，本公司將

以退件處理（所附申請資料恕不退還)。 

3. 專業審查 
通過書面審查者，申請人經通知後須至本公司進行測驗及面試。面試時請攜帶申請

資料正本文件，備供查驗。 

4. 確定名單 計算總分，確認受獎助名單。 

5. 錄取 本公司核定受獎助名單後，各別通知簽訂獎助學金合約。 

6. 簽約 
受獎助同學須完成「晶元光電獎助學金合約」之簽約手續，正式成為獎助生，否則

視同自願放棄。 

7. 學習報告 獎助生須於次學期起，於學期期中考前，至本公司簡報前一學期學習成果。 

8. 獎金發放 

第一期獎助學金：完成簽約後，撥付第一期獎助學金。 

第一期以後之獎助學金：學期期中考前，至本公司簡報前一學期學習成果後，撥付

當期獎助學金。 

二、評核項目： 

審核階段 項目 說明 占比 

書面審查 

(書審 20%) 
書面資料 

獎助學金申請表 

20% 

在學證明 

前一學年成績單 

教授推薦函 

學習計畫/研究計畫 

自傳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個人資料 

專業審查 

(口試 80%) 

簡報技巧 

架構清晰，重點明確 5% 

簡報流程順暢，時間控制得宜 5% 

專業能力(學術競賽、期刊論文或專題) 25% 

反應能力 

□反應靈敏，快速回應，切中要點（10 分） 

□反應靈敏，但未切中要點（8 分） 

□反應普通，需要思考（5 分） 

□反應遲鈍，需要解釋（1 分） 

10% 



溝通技巧 

□談吐流利，應答得宜，引人入勝（10 分） 

□談吐流利，應答得宜（8 分） 

□談吐順暢，但偶有停滯（5 分） 

□嘗試表達，但無法精準回答問題（1 分） 

10% 

分析能力 

□具有卓越的邏輯分析與推理能力（10 分） 

□具有一定程度的邏輯分析與推理（8 分） 

□具有些許的邏輯分析與推理能力（5 分） 

□不具有邏輯分析與推理能力（1 分） 

10% 

核心職能 

⚫ 促進團隊成功(2.5 分) 

⚫ 正直誠信(2.5 分) 

⚫ 持續改善(2.5 分) 

⚫ 積極主動(2.5 分) 

⚫ 問題解決(2.5 分) 

⚫ 品質導向(2.5 分) 

15% 

 

拾壹、申請文件： 

一、填寫官網線上申請資料，並依指定要求下載申請表單，填寫內容（簽名處應由本人親簽）後

再掃描成PDF檔（彩色）上傳網站。 

二、應準備之基本資料（請依下列順序排列，並於面試時攜帶備供查驗）： 

(一)申請表乙份，並浮貼1吋照片。 

(二)學生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並浮貼於申請表上。 

(三)近一個月在學證明正本乙份。 

(四)前一學年成績單（學士申請者請提供在學期間成績單；碩士申請者請提供大學在學期間

成績單；博士申請者請提供研究所成績單）。 

(五)五年一貫預研生請附上研究所就讀證明；博士生請附上博士資格考通過證明。 

(六)教授推薦函乙份（碩博士學生應提供指導教授推薦函）。 

(七)自傳。 

(八)讀書計劃或研究計劃。 

(九)其他有助審查之個人資料（英文能力證明、期刊投稿、專題研究、競賽成果、證照、得

獎紀錄、社團幹部證明等）。 

 

拾貳、其他： 

一、本簡章內容如有未盡處，或與獎助學金合約之約定有所歧異時，悉以合約書為準。 

二、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依個案狀況討論。 

三、獎助生應保證著作物絕無侵害他人之任何權利，如有違反，應自負一切法律上責任。 

四、申請過程，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以email或是電話洽詢晶元光電人力資源部門。 



 
 
 
 

晶元光電獎助學金申請暨審核時程規劃 
 

時間 項目 申請人 晶電 

01月底前／08月底前 公告獎助學金申請簡章  V 

03月底前／10月底前 完成獎助學金線上申請流程 V  

04月份／11月份 進行獎助學金申請審查，通過者安排測驗、面試 V V 

04月底前／11月底前 公告錄取名單並安排簽約 V V 

05月中前／12月中前 完成簽約，進行獎助學金撥款  V 

 
 
 
 
 

附件 1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晶電獎助學金」申請資料 

 

 

姓  名：                   

學  校： 

系  所： 

學    號：            

指導教授：             老師（大學申請者請填寫班級導師） 

年  級 ：             

預計畢業年月：        年       月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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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電獎助學金摘要說明事項 

項    目 備    註 

申請方式 
採線上申請（http://www.epistar.com/人力資源） ，並依指定要求下載申請表單，填寫

內容後再掃描成 PDF 檔（彩色）上傳，其餘審核文件亦請以彩色 PDF 檔上傳。 

申請資格 

一、對象：1.學士：大學三年級、大學四年級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 

          2.碩士：五年一貫碩士、一般碩士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 

          3.博士：博士之日間部在學一般生（須通過博士班資格考） 

          4.以上對象均不含進修部、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在職學分班或延畢、

休學等身分。 

二、學校：依教育部法規得授予學士（含）以上學位之大學院校，均可申請 

三、科系：電機、電子、光電、材料、物理、化學、化工、機械、資訊、工業工程等相

關系所 

四、成績：1.操行成績：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處分者 

           2.學業成績（須提供佐證資料，且所有科目均須及格，並滿足以下擇一條

件）： 

a.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70分（含）以上。 

b.前一學年班排名前20%。 

c.前一學年同科系同年級排名前20%。 

五、限制：申請者未受領其他有服務規定或需負擔其他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 

應上傳文件檢查表 

*所有上傳文件，於面試

時請攜帶正本資料，備

供查驗。 

下列資料請準備好 PDF 檔（彩色），並依網頁指示上傳（簽名處應由本人親簽） 

 1.申請表乙份，並浮貼1吋照片 

 2.學生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並浮貼於申請表上 

 3.近一個月在學證明正本乙份 

 
4.前一學年成績佐證（學士申請者請提供在學期間成績單；碩士申請者請提供大

學在學期間成績單；博士申請者請提供研究所成績單） 

 5.五年一貫預研生請附上研究所就讀證明；博士生請附上博士資格考通過證明 

 6.教授推薦函乙份（碩博士學生應提供指導教授推薦函） 

 7.自傳 

 8.讀書計劃或研究計劃 

 
9.其他有助審查之個人資料（英文能力證明、期刊投稿、專題研究、競賽成果、

證照、得獎紀錄、社團幹部證明等） 

注意事項 
1.如因申請表件不齊或資料填寫不全者，恕不受理申請。 

2.繳交之審核相關文件資料，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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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電獎助學金申請表 

註：本申請書由申請學生填寫 

姓     名 
 

學士(大三、大四)     碩士生      博士生 

身分證字號 

(在台居留證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目前就讀(錄取)

學校/系所 

(五年一貫碩士附上研究所錄取證明；博士生請附上博士資格考通過證明) 

學號 
 

指導教授 
 (本欄若尚未確定，請填寫預期敦請的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或專題題目 

1. 博論題目： 

2. 碩論題目： 

3. 專題題目： 

學歷 

學位 校  名 科  系 年  制 區  分 
起迄 

(西元年/月~ 西元年/月) 
畢(肄)業 

博士    -  畢、肄 

碩士    日/夜/在職專班  畢、肄 

大學   大學/四技/二技 日/夜  畢、肄 

語言能力 英語測驗：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_ ；其他語言測驗：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_ 

通 

訊 

處 

現在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手機  

電話  

永久 

□同現在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E-Mail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是否有領其他類型獎學金？  是，機構                          否 

是否有意願參與實習計畫？  是                                否 

1.茲證明以上所填寫資料均屬實。 

2.本人已詳讀晶元光電獎助學金申請簡章，願意遵守相關規定。 

3.本人同意晶元光電查核與本獎助申請之任何有關資料。 

填寫人（本人）：                       (簽名)         年        月        日。 

 

 

 

1 吋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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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請黏貼) 

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 

學生證正面 

 

 

 

(請黏貼) 

身分證反面 

 

 

 

 

(請黏貼) 

學生證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