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 109學年度菁英獎助學金 

 

（三）流行設計系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單位：新台幣 

    獎助學金 

類別 

 
  系別 

學雜費獎
助 20 萬 

+ 
國際見學
金 10 萬 

學雜費獎
助 10 萬 

+ 
國際見學
金 5萬 

學雜費獎
助 6萬元 

+ 
國際見學
金 4萬 

人數 

合計 

申請分數標準 

（加權後總分） 

奬助學金 

給予方式 

流行設計系 4 5 7 16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四

技二專入學統測成績五

科加權總分(國文＋英文

＋數學＋(專業 1＋專業

2)×2)達 450 分(含)以上 

1. 於四技二專聯合登記

分發時，以樹德科技大

學流行設計系為第一

志願，並於聯合登記分

發網路選填志願截止

日前一天完成申請手

續，且繳交選填志願證

明，並完成註冊入學手

續者。 

2. 如總分相同時，則依序

比較英文、專業(一)與

專業(二)合計總分、國

文、數學之成績審定之 

3. 獎助金分四年八學期

給付。 

4. 國際見學金應於大四

開學前依學校規定檢

據核銷完畢。(申請書

如附件二) 

 
（四）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單位：新台幣 

    獎助學金 

類別 

 
  系別 

學雜費獎
助 15 萬 

學雜費獎
助 10 萬元 

人數 

合計 

申請分數標準 

（加權後總分） 

奬助學金 

給予方式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

位學程 
3 9 12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四

技二專入學統測成績五

科加權總分(國文＋英文

＋數學＋(專業 1＋專業

2)×2)達 450 分(含)以上 

1. 於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

發時，以樹德科技大學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

位學程為第一志願，並

於聯合登記分發網路選

填志願截止日前一天完

成申請手續，且繳交選

填志願證明，並完成註

冊入學手續者。 

2. 如總分相同時，則依序

比較英文、專業(一)與專

業(二)合計總分、國文、

數學之成績審定之 

3. 獎助金分四年八學期給

付。(申請書如附件二)。 

 



附件二 

樹德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類 109 學年度菁英招募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畢業學校： 

電子信箱： 
即時通帳號： 

畢業科別： 

家用電話： 行動電話： 

監護人： 監護人聯絡電話： 

推薦師長： 推薦師長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國文 英文 數學 專業 1 專業 2 
合計 

=國文+英文+數學+(專
業 1+專業 2)*2 

獎學金申請 

分數標準 

            詳見本辦法附件一 

109年 7月 23日獎助學金現場撕榜個人選擇意向調查(請以 1~5 表示順序) 

設計群 

系別 室內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生活產品設計系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電競產業管理      
學士學位學程 

順序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組 機械群 

系別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流行設計系 
美髮設計與經營
學士學位學程 

生活產品設計系 生活產品設計系 

勾選      

商業與管理群 土木建築群 

系別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室內設計系 

勾選   

申請說明與重要日程  

二擇

一 

□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 PDF檔傳送給選項第一志願之系主任之 E-mail信箱 

□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影本附於本申請書之後 

上表聯絡資料請詳實填寫，以便本校可正確快速的與您聯繫。 

項目 日期 說明 

獎助學金申請報名 
109.5.21～ 109.7.20 
(16：00 報名收件截止，逾時不受

理申請) 

請將本申請書掛號郵寄至 82445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收 

遴選結果通知 109.7.20 以公告、電話、電子郵件或簡訊方式通知獲選同學。 

現場撕榜決定獎助學
金分派結果及網路選
填志願 

109.7.23上午 9：00前報到 

通過遴選之同學至本院現場撕榜決定獎學金分派結果。 

獲得獎助學金請領資格之同學，須親自至本院進行 108 學年
度日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之「網路選填志願」，並依獎助學
金分派結果將志願序資料確認送出。完成網路選填作業後，
本院頒予獎學金榮譽狀，明載所擬就讀之科系及獎助學金之
額度。逾時視同放棄，由候補學生依名次遞補之。 

個資保護同意書詳如背頁，請申請人詳閱後 

簽名同意： 
監護人簽名：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經)辦人： 收件日期： 109年       月      日 

 



 

個資保護同意書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1.蒐集機關名稱：樹德科技大學 

2.蒐集目的：提供菁英招募獎學金申請用  

3.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 C001（如姓名、電話、地址、電子郵遞地址）、識別類 C003（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特

徵類Ｃ011（如年齡、出生年月日等）、學校紀錄Ｃ051（如應屆學校、科系別等資料）、學生紀錄Ｃ057（如考

試成績等資料）。 

4.個人資料將會於取得資訊後二年內予以刪除銷毀。 

5.本校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範要求，提供當事人針對其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若執行上述權利時，將可能導致影響當事人相關權益。本校未經您同意的情形下，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揭露

於與本次活動無關之第三人或非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6.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為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提供台端設計學院日間

部四技入學菁英招募獎助學金申請。 

   □ 我已閱讀及同意上述內容                    簽名：                     

7.本次活動聯絡人： 

系  別 聯絡人 電  話 電子信箱 

室內設計系 紀順堂主任 0931-908-875 stang@stu.edu.tw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惠琳主任 0921-522-098 chiu454@stu.edu.tw  

生活產品設計系 陳合進主任 0920-131-751 hochin@stu.edu.tw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蘇中和主任 0917-231-831 mic6033@stu.edu.tw 

流行設計系 郭哲賓主任 0919-166-660 kuotom@stu.edu.tw   (line ID: kuotom88) 

表演藝術系 俞秀青主任 0975-175-161 yu-dance@stu.edu.tw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系 丁亦真主任 0935-653-239 ichen@stu.edu.tw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蘇中和主任 0917-231-831 mic6033@stu.edu.tw 

美髮設計與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郭哲賓主任 0919-166-660 kuotom@stu.edu.tw 

樹德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菁英招募獎助學金資料黏貼表 

「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單影本」 浮貼處 
 

mailto:kuotom@s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