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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扶輪米山海外學友會推薦訪問研究員獎學金

一中文簡章一

扶輪米山海外學友會推薦訪問研究員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是由日本財團法

人扶輪米山記念獎學會(以下簡稱日本米山獎學會)於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間，提

供居住於台灣，且於大學、研究機關內工作之專職研究人員獎助學金，給予在日本的大

學、研究機關內，為期一年進行研究活動的機會。

日本米山獎學會希望藉由本獎學金提供台灣研究人員在日本的大學、研究機關內，

和當地日本研究者一起進行學術與研究活動的機會。一方面幫助其學術研究的推晨，一

方面透過其和所屬扶輪社的互動，來達到扶輪社促進國際了解和親善的目的。

本獎學金在台灣的徵還以及考核事項條、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言主)所組

成的扶輪米山獎學金甄選委員會負責。

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由曾經領取日本米山獎學金的台灣留學生畢業回台

後組織而成，已於已於 86 年 12 月 7 日 獲內政部通過正式成立社團法人

1.候選資格

(1)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不可為雙重國籍含日本籍) ，並居住於國內，受任職或就讀之

大學，研究機闕，團體推薦者。

(2) 取得日本之大學，研究機關之入學許可書以及申請文化活動或留學之居住資格

而得入境日本者。

(3) 未滿 50 歲(1972 年 7 月 2 日後出生)於台灣的大學內或其他的研究機關工作者。

(4) 申請時須已具備博士學位資格。

(5) 受到現有學籍之大學，研究機關，團體推薦者。

(6) 在日本可川員利進行研究者，並樂於參與扶輪理念之國際理解及親善活動。

(7) 不特別限制研究範園，但主修日文為目的者不在推薦範園。申請內容之研究領

域需和職/專業經驗有直接關條者。

(8) 可獲得日本之大學，研究機關之「入學或研究許可證明」者。

(9) 入境日本後其備日常生活之日語能力者，在此之前可用英文溝通者。

(10) 非米山學友者(過去留日期間曾為扶輪米山獎學生者不得申請)。

2. 錄取名額: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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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助金內容

(1) 獎助金額

(2) 交通費

(3) 租屋補助

(4) 保險

4. 獎助期間

14 萬日圓整(月額)。

實文來田機票補助款，上限為 6 萬日圓整。

實文月額不超過 5 萬日圓整之房租(押金、水電費不在補助範囝)。

在獎學生的研究期間內，由台灣學友會代為辦理海外旅行保險，

預支費用由日本米山獎學會支付。

*既有疾病、慢性病、齒科治療不列入保險項目。獎學期間亦須

加入我會指定之國民健係及海外旅行險。有關當地的實際治療

費用，獎學生請先自行支付實際支出費用，日後再由保險公司

根據申請狀況直接支付保險金給研究員。

本次參加甄選而正式獲得獎助者，其獎學金提供期間原則上為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止為期 12 個月。

5. 報名之書面資料(各一份，提出之書面資料請以日語或英語填寫)

(1) 制式申請表

(2) 個人中文簡歷表

(3) 博士學位證書的影印本或博士學位取得證明書

(4) 日本研究機關負責人的「入學或研究許可書」

(5) 日本研究機關研究指導者的「推薦書」

(6) 在職機關負責人(校長、學系象所主任/所長等) I 留學許可書」

(7) 在職機關負責人(校長，學系余所主任/所長等) I 推薦書」

(8) 照片 1 張(5cm*3.5cm) ，貼在申請表。

6. 所申請的日本學校(機關)需具備之條件

(1) 為日本的國內正規大學或研究機闕，且可出具「入學或研究許可證明」者。

(2) 可確定指導老師、共同研究者、及研究計劃者。

(3) 可提供研究人員宿舍，或者協尋宿舍者。

(4) 抵達日本後，研究機關或大學方面可有專責單位提供獎學生從機場到學校、宿

舍、研究室等方面的介紹及引導。

(5) 獎學生在進入日本的各項手續、留日資格認定書申請手續等可由學校或研究機

關代為辨理者。若學校或研究機關無法代為處理時，獎學生需在台灣進行申請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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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獎學金的支付

獎助學金每月會送至研究員所屬的扶輪社(日本) ，由研究員出席例會時領取。

研究員赴日本時如超過當月 20 號，或離開日本時是當月 10 號之前，則當月獎學金支

付一半，譬如當月 21 號赴日本者，則當月的獎學金是 7 萬日圓。

8. 研究員赴日及返國後之義務

研究員每人會分配到特定扶輪社和顧問，研究員須每月一次出席所屬扶輪社的例會，

加強和扶輪社友的交流。並具以日文為主要溝通語言之企圖，致力日文日常會話之能

力。獎學期間應學友會要求須提出報告書，獎學期間結束後，亦須加入中華氏國扶輪

米山學友會。

9. 申請手續

請備妥上述資料後郵寄至以下地址:

408 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460 號 6 樓之 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秘書處收

申請截止日 :2021 年 11 月 14 日(掛號或快遞郵寄，以當日印記為憑)

申請相關問題請洽詢秘書處

承辦人員:彭子祐(秘書)

電子郵箱 :νonevamα.rotarv俗~f!mail. com 

連絡電話: 02-2701-1438 

*女口需要申請書 word 電子檔案，請透過郵件向本會索取。

10. 甄選方式

(1) 國內書面申請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止(郵戳為憑)。

(2) 書面申請通過審查者，預計於 2021 年 12 月上旬進行面試。

(3) 通過國內還考者將由本會推薦至日本米山獎學會進行最終決選。

11.甄選結果:預計將於 2022 年 4 月上旬以書面通知本獎學金入選者。



獎竿金記入欄:地區/獎宇生番哥

2022 年度海外學友合推薦口一夕吵一米山獎學生申述書
日本語ìbõ扒陪英語iζτ記載Lτ下在，.... '0 Fi且 in this form in J apanese or English. 

Family name (姓) First name(名)
漢字 漢字

名氏 英文(Eng]ish) 英文 (Eng!ish)

Photo 
力夕力于 力夕力于

+生 53 1J 口男 口女 生年月日

Birth Y(Aegae r 年 月 日( 歲)Male Female Month (Age) Year Month Day Age 
囡籍﹒地域 在留資格

N ationality Visa Status 
配偶者名 ;TZi N ame of Spouse 
子供。〉氏名 年齡

N ame of Child Age 
子供仿氏名 年齡

N ame of Child Age 

自宅住所
Home Address Tel Fax i 

e-mail 

現在份所厲機闋名 役職
N ame of Present Position/ 

Employer / Institution Occupation ................"..,.....".,....".,..,..,...,,,..... 

現在份所厲機闋住所

Address of Present 
Employer / Institution 

專門分野

Research Specialty 

日本仍受入機闋名

Name of Host lnstitution in Japan 
."....""."..... ".".............. .. 

受入機閔住所
Address of Host 

lnstitution 

N: 

指導教官名﹒共同研究者名

Host Research Adviser / Host Scholar Tel i i Fax i 

e-mail i 

研究期間 Proposed Fellowship Term 
合計月教

Total from Month / Year to Month / Year 
孔tIonths

研究題目

lntended Theme of Research 

1-5 



字歷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ist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attend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職歷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List all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hel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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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芯募者仍主要拉著書給J:V論文

Give a bibliography of your major publications, important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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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lζ扣 ~tQ研究計面仍概要 (800 字恥色 1 ， 000 字以內可、記入)

Outline your proposed research plan in Japan in 800 to 1, 000 wards. 
It is to be noted that to fill in this form. Write with scrupulou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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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入責任者
N ame of Director of 
Institution in J apan 

受入責任者住所

Home Address of Director/ 
Institution in J apan 

役職
Position/ 

Occupation 

受入責任者。〉所厲機闋名

N ame of Employer/ 
Institution in J apan. 

受入責任者。〉所厲機闋住所

Employer / Institution 
Address in J apan 

Tel 

公益財囝法人口一夕吵一米山記念獎學金御中

To Rotary Yoneyama Memorial Foundation 

申迅年月日
Date of Applying 

申迅者署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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