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教育處邀請早稻田大學台北國際交流中心代表, 於今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

下午 4:30 至本校做 "早稻田大學頂新集團獎學金說明會". 

地點於文學院 A101 教室.   

  

早稻田大學頂新集團獎學金優渥, 詳情請參附檔, 機會難得, 請有意參加學生於

10 月 21 日前先以 email 登記 (email 至 oiep@thu.edu.tw),  謝謝您的協助. 

  

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以下簡稱頂新獎學金）是根據

2009 年 10 月 21 日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與早稻田大學簽訂的

獎學金合作協定，授予通過早稻田大學本獎學金入學考試被錄取的學生。 

  

對通過本制度被錄取的學生，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最長 24 個月）的入

學金、學費、各種會費等均由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和早稻田大

學負擔，個人無需支付。但各研究科必修課程中未作規定，個人自行選修的

另付費用的課程，其費用需由本人負擔。生活費每年補助 150 萬日元，以日

元形式支付。 

 



 

 
 

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 

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 

赴日前選考申請指南 
＜2012 年 9 月入學、2013 年 4 月入學＞ 

 

 

 

 

早稻田大學 



附件1 招生研究科一览

研究科名
申請專業使用

語言
入學時期 報名截止日期 注意事項

日語或英語 2012年9月 TEL 03-3208-8534

　 僅限日語 2013年4月 E-mail gsps-office@list.waseda.jp

日語或英語 2012年9月 TEL 03-3204-9073

僅限日語 2013年4月 E-mail tk-scholarship
@list.waseda.jp

TEL 03-3204-9073

E-mail tk-scholarship
@list.waseda.jp

TEL 03-3204-9073

E-mail tk-scholarship
@list.waseda.jp

TEL 03-5286-3808

E-mail scholarship-fse@list.waseda.jp

TEL 03-3204-9073

E-mail tk-scholarship
@list.waseda.jp

僅限英語 2012年9月 TEL
（9月入學）03-3203-6423

（4月入學）03-3204-9073

僅限日語 2013年4月 2011年11月10日（週四）　以寄達日為准

【其他的申請資格要求】

●1年級上學期開始至3年級下學期為止的ＧＰＡ在3.4左右（4.0滿分）。

●日語能力考試1級（或N1）。

【其他】

請考生在申請前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如不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就直接申請，被錄取的可能性會有所降低並有可能申請

不被受理。詳情請參考招生簡章。

E-mail
（9月入學）cjsp@list.waseda.jp

（4月入學）tk-

scholarship@list.waseda.jp

TEL 03-3204-9073

E-mail tk-scholarship
@list.waseda.jp

2012年9月 報名時間：預定於2012年2月 預定於2011年12月公佈招生簡章 TEL 03-5286-3877

2013年4月 E-mail gsaps@list.waseda.jp

2012年9月 TEL 0495-24-6420

2013年4月 E-mail gits@list.waseda.jp

2012年9月
【一般入學考試】　2012年4月13日（週五）　以

寄出日郵戳為准
招生簡章已公佈 TEL 03-3204-9242

2013年4月 E-mail gsjal@list.waseda.jp

2012年9月  【2月入學考試】 2012年1月27日（週五）　以寄

達日為准
預定於2011年11月公佈招生簡章 TEL 093-692-5017

2013年4月 E-mail gsips@list.waseda.jp

2012年9月 TEL 093-692-5017

2013年4月 E-mail gsips@list.waseda.jp

僅限英語 2012年9月
【AO入學考試】　2012年4月13日（週五）　以寄

達日為准

※在截止日前可隨時申請

TEL 03-3202-4369

僅限日語 2013年4月 【AO入學考試】　預定於2012年7月公佈招生簡章 E-mail wbs@list.waseda.jp

隨時更新。詳情請參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http://www.waseda-iao.jp/waseda/j/admission/4/04a/4-1-2.html）

文學研究科 2013年4月僅限日語 2011年11月10日（週四）　以寄達日為准

【其他的申請資格要求】

●日語能力考試1級（或N1）或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除「記述」以外）總分達到220分以上

【其他】

招生課程：

         具體內容請參考11月1日以後早稻田大學入學中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公佈的資訊。

基幹理工學研究科

創造理工學研究科

先進理工學研究科

預定於2011年11月公佈招生簡章

體育科學研究科 2013年4月

政治學研究科

諮詢

預定於2011年12月公佈招生簡章

預定於2012年4月公佈招生簡章

2011年11月10日（週四）　以寄達日為准

【其他的申請資格要求】

●1年級上學期開始至3年級下學期為止的ＧＰＡ在3.4左右（4.0滿分）。

●日語能力考試1級（或N1）。

【其他】

請考生在提出申請前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如不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就直接申請，被錄取的可能性會有所降低並有可能

申請不被受理。聯繫方法等請參考「人間科學研究科研究指導內容」。

2013年4月

經濟學研究科 2011年11月10日（週四）　以寄達日為准

【其他的申請資格要求】

●1年級上學期開始至3年級下學期為止的ＧＰＡ在3.4左右（4.0滿分）。

●申請日語授課：日語能力考試1級（或N1）或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除「記述」以外）總分達到260分以上。

●申請英語授課：「TOEFL-iBT:100分以上（或TOEFL-PBT: 600分以上）或IELTS: 7.0以上。

亞洲太平洋研究科

資訊生產系統研究科

社會科學研究科

日本語教育研究科

國際資訊通信研究科 日語或英語

僅限日語

僅限日語

必須提交GMAT成績。

日語或英語

日語或英語

環境・能源研究科 日語或英語

2012年9月

2013年4月
僅限英語

「International Program with Scholarships」
預定於2011年10月公佈招生簡章

【外國學生AO入學考試】預定於 2011年12月公佈
招生簡章

僅限日語

商學研究科business專

業

（Waseda Business

School）

預定於2012年6月中旬公開招生簡章

預定於2012年3月公佈招生簡章（具體內容請參考11月1日以後早稻田大學入學中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公佈的資訊。）

預定於2012年3月公佈招生簡章（具體內容請參考11月1日以後早稻田大學入學中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公佈的資訊。）

預定於2011年9月公佈招生簡章（具體內容請參考11月1日以後早稻田大學入學中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公佈的資訊。）

預定於2012年4月公佈招生簡章（具體內容請參考11月1日以後早稻田大學入學中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公佈的資訊。）

預定於2012年3月以後公佈招生簡章

2011年11月10日（週四）　以寄達日為准

【其他的申請資格要求】

●1年級上學期開始至3年級下學期為止的ＧＰＡ在3.4左右（4.0滿分）。

●日語能力考試1級（或N1）。

【其他】

申請人在申請前事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如不事先和教員取得聯繫就直接申請，錄取的可能性將會降低並且其申請有可

能不被受理。詳情請參考招生簡章中的招生研究指導及負責教員一覽。

是否招生尚未決定，決定後將在網頁上公佈

是否招生尚未決定，決定後將在網頁上公佈

法學研究科 2013年4月僅限日語
【一般入學考試　國外申請】

報名時間預定於2012年1月以後公佈

「International Program with Scholarships」的招生將先於「外國學生AO入學考試」在2011年10月開始。獎學金志

願者在報名「外國學生AO入學考試」之前，需要先申請「International Program with Scholarships」。

人間科學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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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簡介 

 

    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以下簡稱頂新獎學金）是根據 2009 年 10 月 21

日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與早稻田大學簽訂的獎學金合作協定，授予通過早稻田大學

本獎學金入學考試被錄取的學生。 

    對通過本制度被錄取的學生，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最長 24 個月）的入學金、學費、各

種會費等均由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和早稻田大學負擔，個人無需支付。但各研究科

必修課程中未作規定，個人自行選修的另付費用的課程，其費用需由本人負擔。生活費每年補助

150 萬日元，以日元形式支付。 

 

【注意】 

・不可同時申請早稻田大學其他的校内獎學金以及校外獎學金。 

・各研究科的考試報名費日幣 5,000 元和匯率手續費日幣 2,500 元由學生自行負擔。 

・關於第 2 年的獎學金支付，將在對學生第 1 年的成績等進行綜合評價决定，成績較差者將停止支付。 

・赴日的機票等費用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早稻田大學會提供日本的宿舍資訊。屆時請自行安排住宿並負擔租金。 

・頂新獎學金僅提供给持有「留學」簽證的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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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招生課程・招生研究科・招生人數 

(1)招生課程 

碩士課程 / 專業碩士課程  【標準修學年限：2 年(24 個月)】 

(2)招生研究所 

政治學研究科、經濟學研究科、法學研究科、文學研究科、人間科學研究科、社會科學研究科、 

體育科學研究科、基幹理工學研究科、創造理工學研究科、先進理工學研究科、 

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國際資訊通信研究科、日本語教育研究科、資訊生產系統研究科、 

環境・能源研究科、商學研究科商務管理專業（Waseda Business School） 

 (3)招生人數 

2012 年 9 月入學和 2013 年 4 月入學共擬招收 100 名左右。 

 

Ⅱ.獎學金申請條件 

申請頂新獎學金者必須符合以下（1）～（5）所有條件。 

(1)入學意願 

以早稻田大學“Ⅰ.招生課程、招生研究科、招生人數”中任一研究科為第一志願，且入學意願強

烈。 

※僅限向一個研究科報名申請。如向多個研究科重複申請，一經發現將被取消。 

(2)國籍 

中華民國國籍  

(3)學歷 

＜2012 年 9 月入學＞ 

預定於 2012 年 6～9 月從中國（包括港澳地區）及臺灣的大學畢業。 

＜2013 年 4 月入學＞ 

預定於 2012 年 6 月～2013 年 3 月從中國（包括港澳地區）及臺灣的的所有大學畢業。 

※畢業於臺灣的大學且畢業後開始服兵役的學生，如為 2010 年 6 月以後畢業，則在學歷上符合申

請條件。 

  (4)年齡 

入學時未滿 30 周歲。 

(5)除上述規定外，符合各研究科規定的申請條件。 

      



 3 

Ⅲ. 報名時間・報名方式 

    請参閱本申請指南附件「Ⅵ〃招生研究科一覽」及「Ⅶ〃申請資料・簡章下載連結一覽」，根據所

申請的研究科的規定提出申請。在提交申請資料時，請務必同時提交各研究所指定的頂新獎學金專用

志願表或「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申請表。 

 

Ⅳ.獎學金獲得者錄取・結果通知 

    申請審查方法及日程因研究科所而異。詳情請參閱申請研究科的簡章。 

 

Ⅴ.宿舍 

    早稻田大學將提供由早稻田大學直接管理的學生宿舍和通過專業機構管理的早稻田大學專用學生

宿舍以及外部財團法人管理的學生宿舍等相關資訊。詳情請參閱下記Residence Center及留學中心網

站。 

 

    ○Residence Center 

    （學生宿舍）                  http://www.waseda.jp/rlc/graduate/index.html 

    （學生宿舍以外的住宿資訊）     http://www.waseda.jp/rlc/affiliate/index.html 

 

    ○留學中心 

    （住宿幫助） http://www.cie-waseda.jp/lifeatwaseda/menu_left/provide.html 

 

Ⅵ.招生研究科一覽 

    請參考附件 1 招生研究科一覽。（隨時更新。詳情請參考國際招生中心網站： 

         http://www.waseda-iao.jp/waseda/j/admission/4/04a/4-1-2.html） 

 

Ⅶ.申請資料・簡章下載連結一覽 

    詳细内容請参考附件 2 申請資料・簡章下載連結一覽。 

    簡章的公佈時間因研究科而異，請多加注意。 

 

 

註解 [W1]: 「P5」と「P6」を削除。 

http://www.cie-waseda.jp/lifeatwaseda/menu_left/provide.html
http://www.waseda-iao.jp/waseda/j/admission/4/04a/4-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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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諮詢 

 

早稻田大學 入學中心 國際招生中心 

頂新國際集團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獎學金諮詢處 

 

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 1-6-1 

電話: +81-3-3204-9073  傳真: +81-3-3204-9464 

<諮詢時間：週一～週六 9 點～17 點（日本時間）> 

 

臺北國際交流中心  

電話: 02-2507-4501    電子信箱:taipei-office@list.waseda.jp 

<諮詢時間：週一～週五 9 點～17 點（臺灣時間）> 

 

電子信箱: tk-scholarship@list.waseda.jp (中文、日文、英文) 

 

Ⅸ.網站 

日文 http://www.waseda-iao.jp/waseda/j/admission/4/04a/4-1-1.html 

英文 http://www.waseda-iao.jp/waseda/e/admission/4/04a/4-1-1.html 

 

註解 [W2]: 繁体字版にする際には、

問い合わせ先情報の入れ替えをお

願いします。 

mailto:tk-scholarship@list.waseda.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