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龍門勵學基金會 
緬甸僑生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圓夢助學實施辦法 

 
一、為協助緬甸地區清寒學生擬申請到台就讀緬甸僑生產學攜

手合作專班並專心向學，期能學得一技之長，未來貢獻國

家社會，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圓夢助學之資助名額及金額由龍門勵學基金會依每學年

預算編列。 

三、申請資格及名額： 

（一）凡就讀緬甸華校初三或緬文學校九年級（須具備中文基

本聽說讀寫能力），另華校高一、高二中途停學，經取得

僑務委員會僑生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入學資格，家庭清寒

者均可提出申請。 

（二）優先資助對象為失親、家庭突遭變故、主要照顧者失業

或失能、家庭就學人數眾多等。 

（三）如獲其他單位資助者，不得重複申請。 

（四）本年度資助名額 80 人，分 A、B 兩級（必要時得增額錄取）。 

     四、申請期間：2022年 3月 15日至 3月 31日。 

     五、審查程序：龍門勵學基金會於申請截止後一個月內審核完

成，將結果通知申請人，並公告周知。 

六、資助金額與還款說明： 

（一）本案為助學金，獲資助者來台須分期部分償還，使本獎

助學金永續經營，嘉惠更多學子。 

（二）凡期限內提出申請，由龍門勵學基金會核定分級資助 A

級機票全費美金 800元及緬幣 100萬元、B級機票全費美

金 800元及緬幣 50萬元、候補 C級機票半費美金 400元。

(詳如下表) 

補助分級 名額 機票補助 在緬費用補助 

A級 40名 全費美金 800元 緬幣 100萬元 

B級 40名 全費美金 800元 緬幣 50萬元 

候補 C級 40名 半費美金 400元 無 



 (三) 以上補助費用之 50%，考量本年度疫情嚴峻，取消還款給

台灣果文校友會。另外之 50%若有寄等值款回家幫補家用

可憑證報銷，不必歸還。 

七、申請流程：詳閱本實施辦法，完成資料填寫並備妥相關文

件，於申請期限內交件至下列各區代理： 

（一）臘戌地區-緬北果文文教會 

（二）曼德勒地區-孔教學校 

（三）密支那地區-育成學校 

（四）東枝地區-果文學校 

（五）仰光地區(含皎脈)-孔聖國際學院 

（六）其他地區-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 

八、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一) 龍門之友申請表(附件一) 

(二) 圓夢助學申請表(附件二) 

(三) 龍門包機或班機申請表(附件三) 

(四) 其他備審文件，如學生優良成績單或其他獲獎事蹟。 

九、執行單位：台灣果文校友會。 

           聯絡人李孝富會長 

              信箱：renew2002@gmail.com 

              WeChat ID：xiaofu1224 

   ※備註：本案全數資料將由執行單位收件後，五日內轉至龍 

           門臺北辦事處秘書組續辦。 

十、本辦法經龍門勵學基金會及台灣果文校友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renew20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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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門之友申請表 
 

申請編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以上由承辦單位填寫)   

地區別：□緬甸 □臺灣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護照號碼  手機號碼 (+   ) 

微信 ID  電子信箱  

台灣就讀學校  台灣就讀系級  

緬甸就讀學校  緬甸就讀年級  

推薦人/介紹人  地區  
推薦人/介紹人 

微信/電話 
 

自傳與動機 

簡介 

(包含個人專長、

興趣、未來升學 

規劃…等） 

 

 

 

為什麼想加入 

龍門之友？ 

(可複選） 

□想幫助緬甸華人清寒學生來台升學 

□有意願了解及獲得龍門各項獎助學金資訊 

□想參加龍門辦理的各項學生招生、輔導及文宣活動 

□有意願參與各類緬甸僑生在台活動與交流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個人資料僅供龍門勵學基金會內部留存及方便通訊使用。  

附件一 



2022 年龍門勵學基金會 
緬甸僑生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圓夢助學申請表 

申請編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以上由承辦單位填寫)   

基本資料（請用中文正楷如實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緬甸居住城市  緬甸就讀學校  

家庭背景及環境資訊 

父親姓名  職業  月收入 緬幣 

母親姓名  職業  月收入 緬幣 

同住家人 人 就業人數 人 兄姊 人 弟妹 人 

房屋所有權 

□自己持有，所有權人：______ 

□親戚借用，面積______平方呎 

□租屋，月租金：_________緬幣 

住屋結構 
□竹木屋□磚泥□鐵皮屋 

□水泥樓房□其他__________ 

飼養家禽或牲畜 □有：_____，數目：_____ □無 住家空地植作物 □有：_____________ □無 

住家內部及設備 

地板情形： □鋪地板（材質：__________） □泥土地 

廚房、客廳、臥室分離： □是  □否 

學生擁有自己的房間：□是 □否（說明：______________） 

市電：□是 □否/洗衣機： □是  □否/電視： □是 □否/電腦： □是 □否 

交通與距離 
住家與學校距離_______公里 

交通工具：□步行  □公車 □單車 □摩托車  □住校  □其他：________ 

在緬聯絡親友資訊 

1姓名  關係  電話  

通訊地址  

2姓名  關係  電話  

通訊地址  

在台聯絡親友資訊 

1姓名  關係  電話  

通訊地址  

2姓名  關係  電話  

通訊地址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二 



搭機意願調查(請擇一勾選) 

□我希望申請龍門專機或接受包機安排，依時程前往仰光搭機赴台，且家人同意。 

□我可以獨立規劃來台交通事宜，暫不需要龍門協助，且家人同意。 

自我檢視 

□我已經詳細閱讀過「2022年龍門勵學基金會緬甸僑生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圓夢助學實施辦法」。 

□我確定填寫資料的真實性，並與老師、校長及家人經過充分討論，彼此達成共識。 

□我誠心希望能爭取助學金，圓夢來台升學，並會遵守實施辦法之規定，珍惜補助機會。 

□我願意盡速辦理相關證明文件，留意僑委會招生資訊，並把握報名期限。 

就讀學校審核意見及評語 (請針對申請同學之身分背景與學習表現詳加描述) 

學生姓名  班級  班主任姓名  

導師評語 

 

 

 

導師簽名  推薦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校長評級 

評選等級：□ A保送    □ B推薦    □ C候補 

請說明重點或理由： 

校長簽名  推薦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用    印 

 

 

 



自傳 

請填寫以下項目，並於本頁親筆撰寫一篇 300字以上之介紹，如空間不足，可自行增

加篇幅。 

描述內容須包含： 

1. 簡要自我介紹（例如興趣、專長） 

2. 家庭背景及主要經濟來源 

3. 讀書計畫（來台規劃或選讀科系的理由） 

4. 未來發展願景（例如：持續升學或返國創業等） 

備註：請注意字跡端正、清楚，以上四項內容皆須涵蓋，另可自行發揮。 
1. 最喜愛的科目：□中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理化） □其他：_________ 

2. 特長：□文學寫作 □歌唱 □舞蹈 □樂器 □球類 □棋類 □其他：_________ 

3.  曾任學生幹部職位： 

4. 學校比賽獲獎項目： 

5. 學費來源： □父母  □親戚，關係：_________  □本校獎助學金 □其他機構獎助學金 

若有家庭特別狀況（如失親、單親、殘疾或重病等）請詳實描述，另個人特殊優異表現（如成績、各

類比賽等），能提供證明者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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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龍門包機或班機申請表 
 

申請編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以上由承辦單位填寫)   

 

一、2022年為協助緬甸地區清寒學生赴台就讀，龍門擬考量在時空環境條件及政令允許下辦理包機

搭載學生來台。倘若無法辦理包機則擬補助當時現有班機機票做為後備補救辦法。 

二、本項申請主要針對清寒的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僑先部秋季班、緬十特輔班等，但若遇有特殊情況

及龍門預算能力許可，大專生和研究生亦將納入補助範圍。惟登機前護照及相關文件不齊備者不在補

助範圍。 

三、補助名額及金額規劃：260名 

A類：包機或班機機票全額（概估約美金 800元） 

B類：包機或班機機票半價（概估約美金 400元，即學生自付美金 400元） 

C類：備位包機或班機機票半價（概估約美金 400元，即學生自付美金 400元） 

四、申請期間： 

     （一）第一梯次：名額 130名：即日起至 2022年 1月 31日。【已截止】 

     （二）第二梯次：名額 130名：2022年 3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可收件】 

龍門審查委員會於申請期限截止後 10日內審核完成，將審查結果及補助證明通知申請人，並公告周知。 

 

基本資料（請用中文正楷如實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號碼 
□已持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中  □具申請資格 
護照號碼 

□已持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中  □具申請資格 

微信 ID  手機號碼 (+   ) 

電子信箱  

緬甸就讀學校  緬甸就讀年級  

意向選擇台灣 

就讀學校 

首選： 

次選： 

意向選擇台灣 

就讀科別 

首選： 

次選： 

緬甸內陸交

通及其他 

□我可以「自己」完成交通及住宿規劃等，準時到仰光搭機赴台，且家人同意。 

□我需要「旅行社」協助相關安排，並願意積極配合規劃，珍惜赴台機會。 

□我願意於抵達仰光搭機前，若 PCR檢測報告呈陽性或其他登機證明不完備致無法登機，

後續處理情形依緬甸當局政令辦理，事後並自行返回住家，且家人同意。 

申請人簽名：                                    填表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個人資料僅供龍門勵學基金會內部留存及方便聯絡使用。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