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111/09/27

編號 獎助學金名稱 逾期 申請期限 申請方式 申請資料連結

1

「全聯福利中心急難救助專案」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

金會)

遭遇急難事件

三個月內

備齊申請資料，逕向全台

全聯各分店(不含離島)門市

人員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pxmart.pdf

2

【看見希望-安心就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

全年接受申請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轉介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tzucgi.pdf

3 中國青年救國團愛心急難扶助基 全年接受申請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youth.pdf

4 中華民國諸聖功德會急難救助 全年接受申請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nccu.pdf

5
社團法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關懷

本市在學學生之急難協助金

遭遇急難事件

三個月內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轉介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roccpa.pdf

6
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教育部

事發三個月內

或重大傷病於

有效期內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許世宏先生)

http://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

&dept_id=5&page_id=33553

7 中華龍舜興慈善協會急難救助
急難事故發生

日起六個月內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轉介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ongshunsh

ing.pdf

8

吳金玉、吳陳金桂教育公益信

託-急難事故助學金

(臺灣土地銀行)

急難事故發生

日起六個月內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轉介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andbank.p

df

9
「行天宮急難救助」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急難事故發生

日起六個月內

備齊申請資料交至課外活

動組轉介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taipei-

temple.pdf

10
《長幼有藝》公益服務獎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請至官方臉書

粉專查詢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ntnu.pdf

110

嘉義市嘉義扶輪社『國際扶輪

3470地區2022-2023年度生命橋

樑助學計畫獎學金』

2022/10/12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1.pdf

123
正德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秋季清

寒獎學金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中午12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整

造冊及提交申請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pxmart.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tzucgi.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youth.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nccu.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roccpa.pdf
http://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dept_id=5&page_id=33553
http://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05&dept_id=5&page_id=33553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ongshunshing.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ongshunshing.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andbank.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landbank.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taipei-templ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taipei-templ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year/ntnu.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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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臺南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

學生獎學金」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初審送簽用

印及代轉申請作業。(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8.pdf

125

屏東縣111學年度第1學期「中等

以上學校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學金

」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續辦初審、

用印申請及寄送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4.pdf

126
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學生獎助

學金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後續造

冊、用印及代轉申請作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6.pdf

127
雲林縣「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

學生獎學金」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初審、用印

申請(校印)及寄送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3.pdf

128 嘉義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初審送簽用

印及代轉申請作業。(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7.pdf

129 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 2022/9/28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28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初審、

彙整及用印申請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1.pdf

131
賑災基金會111學年度第1學期助

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30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整及

送件。(10/7)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1-1.pdf

132
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心

臟病童獎勵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628-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8.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7.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1-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62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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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22-2023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16-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8-1.pdf

135
台灣電力公司大學及研究所獎學

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2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1.pdf

136
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2022

年度單親清寒獎助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1-2.pdf

138

感恩聖仁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主題三：關懷大學院校經濟弱

勢學生助學方案」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0-2.pdf

139 得力教育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1.pdf

140
慈光山人文獎-109年度大專學生

獎助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11-1.pdf

141

台中市私立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

「群園助學金─群園事業機構助

學計畫」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12-2.pdf

142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臺北市失業

勞工子女111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

補助」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5.pdf

143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建教合作就學獎助簡章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1-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6.pdf

144 鴻海教育基金會「鴻海科技獎」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20-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4.pdf

145

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

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

待辦法第9之2條獎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3.pdf

146

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111

學年度第1學期「行天宮資優學

生長期培育辦法」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7.pdf

147
華嚴蓮社大專學生佛學慈孝獎學

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15-9/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531-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8-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1-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0-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11-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12-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7.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53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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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南投縣國民中學以上學校清寒優

秀學生獎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30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後續造

冊、用印及代轉申請作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5-2.pdf

149 昌益文教基金會助學獎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9-1.pdf

150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寶佳大

學生獎學金」
2022/9/30

備齊申請資料，於9月30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後續用

印及代轉申請作業。(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1.pdf

153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臺灣省臺東

縣團務指導委員會「財團法人台

東縣故立法委員鄭品聰先生文教

公益基金會」

2022/10/5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5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初審、申請

用印(校印)及寄送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5.pdf

154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

培力計畫」
2022/10/6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7-10/6)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5.pdf

155
中興工程顧問社「中興工程顧問

社勤學獎學金」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9.pdf

156 台中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2022/10/5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5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初審申請用

印(校印)及寄送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5.pdf

157
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警察子女獎

助學金」
2022/10/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如需學校用印，請於10月5

日前繳交至校本部課外活

動指導組，以協助用印申

請作業。(10/2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3.pdf

158
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清寒助學金)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1.pdf

159
中華電信基金會「中華電信方賢

齊先生獎學金」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8-10/7)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25-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5-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9-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2-9.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725-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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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22年國

泰卓越獎助計畫」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4.pdf

161
高雄市堅山慈善會清寒優秀學生

獎助學金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7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整、

初審用印(校印)及寄送作

業。(10/2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pdf

162
大和建設機構「大和何溪明優秀

清寒獎學金」
2022/10/7

請醫學系協助收件並於系

上導師系主任簽章後，於

110年10月7日前送至本組

辦理簽核及送件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2.pdf

163
崇友文教基金會「崇友實業獎學

金」
2022/10/7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6-2.pdf

164
賑災基金會「軒嵐諾颱風災害助

學金」
2022/10/1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1.pdf

165
賑災基金會「梅花諾颱風災害助

學金」
2022/10/1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0-10/1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4.pdf

166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陽光獎助學

金
2022/10/1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10/1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4.pdf

168
臺東縣「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

學生愛心安心就學獎學金」
2022/10/14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14

日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續辦初

審、用印申請及寄送作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2.pdf

169 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 2022/10/14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5.pdf

170
鴻海教育基金會「鴻海獎學鯨」

獎助學金
2022/10/14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10/14)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5.pdf

171 鹿港天后宮「清寒獎助學金」 2022/10/14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14

日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整

申請用印及函送提交申請

作業。(10/31)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6-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4-4.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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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育田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癌友

家庭子女獎助學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6-1.pdf

173
宋映潭先生文教基金會「宋映潭

先生獎學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15-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5.pdf

174
志光慈善會「莘莘向榮獎助學

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26-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pdf

175

「鄭豐喜研究所大學肢體障礙學

生獎學金」及「鄭豐喜肢障者家

庭子女獎學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8.pdf

176
九蓮聖道文教基金會「身心靈健

康學生獎學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10/3-10/1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2.pdf

177
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111學

年度金融服務業教育獎助學金
2022/10/16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16

日前，申請書請以電腦打

字合併其他掃瞄成電子檔

的相關資料，以PDF檔寄至

aphrodit@isu.edu.tw,主旨及

檔名請標示為「姓名-111金

融服務業獎助學金申

請」。(11/2)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3.pdf

178
金門縣政府111學年度第1學期獎

學金
2022/10/1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網路申

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2.pdf

181
嘉義市補助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

生習活動 學生習活動
2022/10/2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7-1.pdf

182
慈恩防癌文教基金會「慈恩防癌

獎助學金」
2022/10/2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623-1.pdf

183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2022/10/17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17

日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整

造冊、初審用印及函送作

業。(10/11-10/31)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16-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2-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8.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7-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623-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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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建大文化教育基金「111年度建

大大專新生清寒獎助學金」
2022/10/22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530-1.pdf

188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粵籍大專學生

獎學金
2022/10/25

備齊申請資料至課指組用

印統一寄出。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3.pdf

190 高雄市港都扶輪社資優獎學金 2022/10/25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9/20-10/25)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pdf

191 黃啟瑞先生獎學金基金會獎學金 2022/10/21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21

日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彙

整、初審及寄送作業。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0-1.pdf

192
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111年度

大專院校學生獎學金」
2022/10/20

備齊申請資料，於10月20

日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

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初

審、彙整及申請。(11/1)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1.pdf

193
高雄市國際崇她社高雄社111年

度第十九屆「崇她獎」獎學金
2022/10/2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1.pdf

197
嘉義市嘉邑行善團「善因種子助

學行動」
2022/10/28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0-2.pdf

198 羅東博愛醫院獎助學金 2022/10/2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7.pdf

199
中華民國善愛協會-第39期古秉

家先生清寒獎助學金
2022/10/2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1.pdf

201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網人才發展聯

盟「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
2022/10/28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線上申

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6.pdf

202
天河教育基金會「青力親為‧千

萬祝福」服務學習獎勵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線上申

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421-1.pdf

203
楊金城紀念泌尿科學研究獎助學

金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8/1-10/31)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2.pdf

208
臺北市熱河同鄉會「財團法人趙

自齊教育基金會獎助金」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0-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530-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1-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0-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6-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0-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7.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421-1.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03-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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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主計協進社主計獎學金 2022/11/5

備齊申請資料，於11月5日

下午5時前，交至校本部課

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後續寄

送作業。(11/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7.pdf

210
小東山妙心寺「111年度妙心寺

大專生佛學獎學金」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2.pdf

211
台灣癲癇之友協會「新光鋼添澄

癲癇之友獎、助學金」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5-2.pdf

217
王雲五基金會「王雲五先生自學

獎學金」
2022/10/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2.pdf

218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人才培育獎助學金」
2022/11/30

詳洽護理學系

(10/1-11/30)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3.pdf

219
大碩青年關懷基金會「大碩清寒

獎助學金」
2022/11/30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6.pdf

225
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技藝職能

獎學金」
2022/12/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303-3.pdf

226
臺北市九如禪林基金會「110年

第一屆清寒弱勢優秀學生獎助學
2022/12/31 備齊申請資料自行申請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01119-2.pdf

未領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證明下載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23-7.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4-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825-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5-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08-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916.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10303-3.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101119-2.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http://www.isu.edu.tw/upload/605/5/scholarship/108certificat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