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政府、學校或民間機構補助各類留學獎學金資訊一覽表 

獎學金名稱 
提供獎學金機構之

地址及電話 
報名資格 報名時程 報名方式 

補助方式、額度及年

限 
備註 

傅立葉碩士獎學金  法國在台協會 
台北市 105敦化北路 205號 10
樓 

電話：(02) 3518 5112 

傳真：(02) 3518 5193 

提供給欲至法國進行碩士

學程並取得碩士文憑的台

灣學生（期限最長為 24
個月）。所有科系均可申

請；然理工、商管、經濟、

及法政仍為優先審核之領

域。 

申請文件的審核標準如

下： 

  優異的學業成績（在學

成績， 教授評語， 發表
文章…等） 及赴法就學意
願  ;   
    良好的外語能力（英

文或法文）;   
    欲申請碩士獎學金者

須具備法方學校之預註冊

證 明 (Attestation  de 
pré‐inscription),   

獎學金申請文

件請於當年 1
月底前以郵寄

方式寄達法國

在台協會。通過

書面審查之申

請 學 生 將 於

2009 年 3 月中
旬進行面試。申

請結果預定在 
3月底前公告。

申請文件應包含 ： 

1. 完整填寫之傅立葉獎學金申請表。 
2. 個人履歷表 （法文或英文）   
3.學習動機信（法文或英文） 

申請碩士獎學金者   ：需備妥赴法讀書計

劃   ；學校預註冊證明   (Attestation  de 
pré‐inscription) 及一封推薦信函。 

本獎學金由法國國家學生福利

中心(CNOUS)管理，第一年每月

給付   940  歐元   (折合新台幣
約  42  000 元)，其中扣除註冊
費、學生保險後，剩餘 615 歐
元(折合新臺幣約  27  000  元) 
直接撥付學生；碩士第二年的

獎學金為每月 1200歐元，扣除
註冊費、學生保險後約餘 767
歐元則直接撥付予學生。 

 

 

傅立葉博士獎學金  法國在台協會 
台北市 105敦化北路 205號 10
樓 

電話：(02) 3518 5112 

傳真：(02) 3518 5193 

傅立葉博士獎學金提供給

願赴法進行共同博士修業

之台灣博士生，學生一部

分之修業在台灣、一部分

在法國；藉由台法雙方大

學共同指導博士學位協議

書的簽訂，學生將有台、

法兩位指導教授，以完成

共同指導博士的修業。 

所有研修領域均可申請，

亦包含人文、社會學科。

欲申請傅立葉博士獎學金

者，如學生原屬之實驗室

和法方實驗室已建立合作

關係，或台法雙方的大學

校院願簽署共同博士學位

獎學金申請文

件請於當年 1
月底前以郵寄

方式寄達法國

在台協會。通過

書面審查之申

請 學 生 將 於

2009 年 3 月中
旬進行面試。申

請結果預定在 
3月底前公告。

完整填寫之傅立葉獎學金申請表   
1. 個人履歷表 （法文或英文）   
2.   學習動機信（法文或英文） 
3.申請博士獎學金者 ：需備妥博士論文研究計

劃台方及法方指導教授之推薦信函  原屬學校
同意進行雙聯博士學位並願支付相對等獎學金

之書面承諾。 
 

法國在台協會提供之傅立葉獎

學金為每月 600 歐元  (約合新
臺幣 22  000元) ，扣除註冊費
及學生保險約 150 歐元，其餘
之 450 歐元均由管理機構法國

國家學生福利中心直接撥付予

獲獎學生。 

此外，學生原屬之臺灣大學校

院需與法國在台協會簽署共同

博士獎學金協議承諾在學生留

法期間， 提供相對等的獎助金

與學生。 

錄取的獲獎學生可於 2009年 8
月開始赴法進行修業（其中包

含 8 月份開始的爲期一個月的

法語課程），及 24個月的修業

 



協議，及學生原屬台方大

學願承諾和法國在台協會

共同支付獎助學金則優先

審核。 

期限，學生可選擇輪流停留

台、法兩地，但停留法國期限

總計至多兩年。 

 

艾菲爾碩士獎學金  法國歐洲事務暨外交部 
委託法國國際交流中心辦理 
Égide 
28 rue de la Grange‐aux‐Belles 
75010 Paris 
電話：  +33 (0)1 40 40 58 58 

艾菲爾獎學金係由法國歐

洲事務暨外交部針對國際

學生而設置，尤其是學術

表現優異倍受法國高等教

育機構所肯定的亞洲學

生。目的在鼓勵優秀的國

際學生赴法攻讀碩士或博

士學位，優先審核從未赴

法就讀的學生。 

申請文件須由學生欲就讀

之法國學校直接寄送。任

何由學生個人或其就讀之

國外學校送達之文件概不

受理。 

艾菲爾獎學金

公告於前一年

9 月送達至法
國各大學校長

辦公室及相關

系所主任。 

申請文件須於

當年 1 月初送
至法國國際交

流 中 心

（ÉGIDE）。審核
結果預定在 3
月底前公告。 

艾菲爾獎學金之申請文件均須由學生欲申請就

讀之學校以電子檔格式送交，紙本申請文件概

不受理。申請表格可至法國國際交流中心

（ÉGIDE）網站上下載。 

申請文件之審核標準  :   
   學生在校的學業成績及研究計畫的創新程

度   
   薦送學校之國際合作政策及施行，接待國

際學生之品質是否與所薦送學生有一致性   
   法國歐洲事務暨外交部之優先區域合作政
策。 

 

獲獎學生除每月領取獎助學金

外並可享有機票、健康保險、

文化活動及住屋津貼等補助。 

艾菲爾獎學金由法國國際交流

中心 EGIDE 管理，每月撥付學

生 1181 歐元折合新臺幣約
53000 元。 

 

相關資訊網站 
www.egide.asso.fr 
/fr/programmes/eiffel/ 

艾菲爾博士獎學金  法國歐洲事務暨外交部 
委託法國國際交流中心辦理 
Égide 
28 rue de la Grange‐aux‐Belles 
75010 Paris 
電話：  +33 (0)1 40 40 58 58 

艾菲爾博士獎學金主要是

提供給在法國境外，願進

行雙指導或共同博士學位

的國際學生（最適合博士

第二、或第三年，博士修

業最後階段的學生）。凡

年齡在三十五歲以下的博

士生均可申請。 

獎助的領域為：工程科

學、數學、物理、化學、

生命科學、奈米生物科

技、環境科學、資訊工程

科學。 

艾菲爾獎學金

公告於前一年

9 月送達至法
國各大學校長

辦公室及相關

系所主任。 

申請文件須於

當年 1月初送至
法國國際交流

中心（ÉGIDE）。
審核結果預定

在 3 月底前公
告。 

艾菲爾獎學金之申請文件均須由學生欲申請就

讀之學校以電子檔格式送交，紙本申請文件概

不受理。申請表格可至法國國際交流中心

（ÉGIDE）網站上下載。 

申請文件之審核標準  :   
   學生在校的學業成績及研究計畫的創新程

度   
   薦送學校之國際合作政策及施行，接待國

際學生之品質是否與所薦送學生有一致性   
   法國歐洲事務暨外交部之優先區域合作政
策。 

由法國國際交流中心 EGIDE 管
理，獲獎學生每月可領取 1400
歐元(約合台幣  63  000 元).補
助，為期 10個月。 

 

 

神學研究獎學金  法國外交暨歐洲事務部 
 
需透過法國在台協會申請 
台北市 105敦化北路 205號 10
樓 

電話：(02) 3518 5112 

傳真：(02) 3518 5193 

 

此項獎學金提供給欲攻讀

神學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學

生。 

此類獎學金提供給已具法

語能力的學生   [1],  宗教
界人士之申請文件優先審

核  (非歐盟國家及北美洲

的國際學生)。  從未前往
法國就讀學生之申請文件

申請流程須在

每年四月中以

前完成。 

法國外交暨歐

洲事務部於每

年春季完成審

核程序。 

申請文件一式三份，請向法國在台協會索取。

申請文件先由法國在台協會檢查是否完整並評

鑑後 ，再呈交法國外交暨歐洲事務部；   

審核結果由法國外交暨歐洲事務部通知法國在

台協會、相關教會組織、及接待學生之學校。

如獲獎學生需要獎學金證明文件，需要向法國

外交暨歐洲事務部或法國國家學生福利中心提

出申請。 

補助年限最長四年，審核結果

由法國外交暨歐洲事務部決定

並經由法國國家學生福利中心

通知獲獎學生。 

獎助學金由法國國家學生福利

中心（CNOUS）管理，獎助金

額依據不同學程而有調整：碩

士第一年之獎助金為每月  615 
歐元，第二年則為每月 767 歐
元。來回機票費之補助則由法

國在台協會決定。若學生在獎

 



將優先考量。 

 

助年限結束後仍未完成學業，

可自行決定是否以自費方式完

成學業。 

須在申請文件中註明是否已有

學校或教會團體提供住宿。 
 

歐盟 Erasmus Mundus 
碩士獎學金 

歐盟  Erasmus  Mundus 碩士獎
學金係由參與 Erasmus Mundus
碩士課程計畫的學校撥付經

費，提供非歐盟國家通過甄核

而參與Erasmus Mundus歐盟碩
士課程計畫的學生。 

      非歐盟國家的獲獎學生，每人

每年將可獲得 21 000歐元（每
月 1600 歐元，共 10 個月，再
加上 5000歐元的旅費）。 

 

相關資訊 
http://ec.europa.eu/ 
education/external‐relation 
‐programmes/doc72_en.htm 

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

人員 
針對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人

員，法方接待的實驗室可協助

聯絡相關提供獎助之單位： 

   地方議會   
   各類研究補助基金會   
   歐盟各類實驗研究計畫   
   其他提供研究經費之機構   
   實驗室所屬之部會。 

         

巴黎高等政治學院

(Science Po ) 
Emile‐Boutmy碩士獎
學金 

巴黎高等政治學院 
Direction des admissions 
Tel: + 33 (0)1 45 49 50 82   
Fax: + 33 (0)1 45 48 47 49 
Email: 
admissions@sciences‐po.fr   

以非歐盟國家學生為優先

考量。 
 
修讀學位：新聞傳播、管

理、財金、經濟、法政、

社會科學等相關學科碩

士。 

每 年 申 請 時

間、開放修讀科

系略有不同，請

參 考 實 際 公

告。一般為三月

初截止收件。 

根據每年公告為準。此外，須特別出具家庭財

力證明，提供審核委員會參考。 
本校碩士獎學金概分為三種類

型： 
 
1.  修讀碩士兩年期間每年

9000歐元學費補助，外加每年

6000歐元生活費。 
 
2.  修讀碩士兩年期間每年

9000歐元學費補助。 
 
3.  修讀碩士兩年期間每年

4000歐元學費補助。 
 

1.  第一項獎學金生若在碩

一升碩二時成績未居於同級

生之前百分之五十，次年即

取消生活費補助。 
 
2. 第二、三項獎學金生若在

碩一升碩二時成績未居於同

級生之前百分之五十，次年

即喪失獎學金生資格。 

巴黎高等政治學院

(Science Po ) 
Emile‐Boutmy大學部
獎學金 

巴黎高等政治學院 
Direction des admissions 
Tel: + 33 (0)1 45 49 50 82   
Fax: + 33 (0)1 45 48 47 49 
Email: 
admissions@sciences‐po.fr   

以非歐盟國家學生為優先

考量。 
 
修讀學位：新聞傳播、管

理、財金、經濟、法政、

社會科學等相關學科學

士。 

每 年 申 請 時

間、開放修讀科

系略有不同，請

參 考 實 際 公

告。一般為三月

初截止收件。 

根據每年公告為準。此外，須特別出具家庭財

力證明，提供審核委員會參考。 
本校大學部獎學金概分為兩種

類型： 
 
1. 修讀大學學業三年期間每年

6000歐元學費補助。 
 
2. 修讀大學學業三年期間每年

3000歐元學費補助。 
 

1.  第一項獎學金生若在大

一升大二時成績未居於同級

生之前百分之五十，將會收

到學校通知信函；如大二上

學期成績仍未排名於前百分

之五十，則獎學金自大二下

學期起取消。 
 
2.  第一項獎學金生如大一

成績排名同級生前百分之

十，則自新學年起，每年可



多得 5000 歐元之生活費補
助。 

「n+i」校際聯盟碩士

獎學金 
「n+i」校際聯盟 
地址：79 Avenue 
Denfert‐Rochereau 75014 Paris, 
France 
電話：+33‐1‐53633533 
傳真：+33‐1‐53638491 
Email : 
Scholarships@nplusi.com   

本獎學金開放於「n+i」校
際聯盟（包含法國 70餘所
工程專業學院）攻讀碩士

學位之學生申請。 
 
科學技術相關領域為主，

特別是農業、生科、化學、

環境工程、地球科學、資

訊、數學、物理、機械、

運輸等學科。 

根據線上申請

系統公告為

準。 

線上申請。網址 http://www.nplusi.com/    每年 2000歐元學費減免。 
 
本獎學金非直接匯入學生戶

頭，而是從繳交學費中扣抵。 

申請年齡上限：30歲。 
申請者須具有相關領域之學

士學位或同等學力。 
已獲其他全額獎學金者（如

艾菲爾獎學金）不得再申請

本獎學金。 

巴黎第十一大學碩士

獎學金 
聯絡人：Grégory MAGGION 
辦公室：Directeur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l’Université 
Bâtiment 407 ‐ Orsay 
電話：+33‐1‐69153086 
e‐mail : 
relations.internationales@u‐psu
d.fr   

提供一學年之獎學金給予

在本校修讀理工碩士學位

之學生。 
 
以碩二學生為優先考量，

且須經由教師推薦。 

三月下旬截止

收件。實際日期

根據學校公告

為準。 

個人簡歷、大學歷年成績單。 
 
本申請文件需由該校教師轉呈主管單位，不接

受個人遞件。 

7500歐元，分三次匯入學生個
人帳戶。 

本獎學金不負擔外國學生之

機票與學費。 
 
學生須具有 TCF B2以上水平
之法語能力。本校為外國學

生歸畫有一年的語言先修課

程（學費約 4500歐元，需自
付）。碩士獎學金將自正式修

讀碩士學位起時發放。 

納迪亞與莉莉布蘭潔

國際基金會獎學金 
Fondation Nadia et Lili 
Boulanger 
Mme Alexandra Laederich   
25, avenue des Gobelins 
75013 Paris   
Tel/ Fax : +33 (0)1 45 35 09 43 
 
網站： 
http://www.fondation‐boulange
r.com/   

提供赴法國研讀作曲、演

奏、音樂學之碩、博士學

位學生一年之獎學金。 

每年六月底。 
 
申請結果於每

年十月公佈，於

次學年分兩次

發放。 

申請者須準備以下資料（一式五份）： 
1. 註冊證明（除正本外，需提供掃描之電子
檔）。 
2. 身分證件影本。 
3. 個人簡歷。 
4. 該學年度之學習目標與計畫。 
5. 三位不同人士之信函，證明申請人學習認

真，且確有獎學金之需求。 
6. 一位教授之推薦信（該教授需於法國學校任
教）。 

根據申請人的家庭財務狀況，

以及在法國的學習所需，由基

金會依個案核定獎學金金額。 
 
獎學金之核定，由基金會召集

國際知名音樂界人士組成委員

會審議之。 

申請年齡限制：20歲以上，
未滿 32歲。 
 
獲得獎學金者，必須撰寫書

面報告，說明獎學金支用情

況，確與申請書所言之學習

內容吻合。 
 
 

巴黎第五大學短期研

究博士獎學金 
巴黎第五大學歐洲與國際事務

處 Université Paris Descartes 
Service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地址：12 rue de l'école de 
Médecine 
75006 Paris 

對象：赴本校短期研究之

博士生。 
 
研究領域：不限。 
 
名額：每學年約 10到 20
名。 
 

每年兩次，實際

日期依據公告

為準。 

1. 本校實驗室所出具之信函，證明本校實驗室
同意接待該申請人。 
2. 已獲得學位之歷年成績單，或目前在學之成

績單。 
3. 經過公證的學位證書。 
4. 動機信、一封以上之推薦信。 
5. 研究計畫摘要說明。 
6.  論文其它經費來源。 
7. 博士班在學證明。 
8.  論文指導教授同意申請人赴本校短期研究
之信函。 
9. 學院院長意見書。 
10. 銀行帳戶資料。 

每月 1000歐元，發放期限三至
六個月。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暨

法國歐萊雅集團「女

性與科學」博士研究

獎學金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聯絡處 
« Commission nationale 
française pour l’UNESCO »   
Bourses L’OREAL France   
UNESCO 
地址：57 Bd des Invalides 
75700 PARIS 07 SP 
Email : 
commissionfrance.unesco@dipl
omatie.gouv.fr   

對象：30歲以上之女性，

在法國大學或研究機構撰

寫科學類博士論文之博士

生（限博士班最後一年時

提出申請） 
 
研究領域：化學、資訊、

數學、物理、機械、工程。

 
名額：10位。 

每年 4月 15日
截止。 

1. 申請表格。 
2. 簡歷。 
3. 自大學以來之各項學位畢業證書。 
4. 現階段研究說明（內容不超過一頁）。 
5. 獎學金預算使用說明（不超過半頁）。 
6. 未來研究之展望（不超過半頁）。 
7.  論文指導教授推薦信與/或研究單位主管之
推薦信。 
8. 相關之出版與著作。 

總金額 10000歐元，期限一年。 申請時必須以書面詳細說明

獎學金之用途。 
 
凡與論文直接相關之各種語

言之出版品（含文字、圖片、

影像），皆須註明接受本經費

贊助。 

國民大會碩士獎學金  國民大會檔案資料圖書室 
Service de la Bibliothèque et des 
Archives 
ASSEMBLEE NATIONALE 
地址：126 rue de l’Université 
F‐75007 PARIS 
Email : 
archives@assemblee‐nationale.f
r   

對象：法律、經濟、政治、

社會學等科系之碩士班學

生（碩二學生優先考慮）。

 
論文主題需與法國大革命

以來之法國法律、議會制

度等主題相關。 

有意申請者，請

逕向國民大會

檔案資料圖書

室索取申請書

與相關表格。 

1. 身分證件正反影本。 
2.  論文指導教授出具之證明。 
3.  兩封教授推薦信函（需在信封封口處簽名）

每個月 1650歐元，期限一年。

可申請延長兩年，亦即最多可

享有三年獎學金。 

申請人年齡限 30歲以下。 
 
申請人必須是在法國大學就

讀，並且以法文撰寫論文。 
 
論文完成後，須送交一份至

國民大會檔案資料圖書室。 

巴黎市政府「仇外暨

反猶太」研究獎學金 
巴黎市政府 Ville de Paris 
電話：法國境內直撥 3975 

對象：碩二以上之碩士

生、博士生、博士後研究

人員。 
 
研究領域：「仇外暨反猶

太」之社會研究，尤以巴

黎地區之研究為優先考

量。 
 
名額：每年兩名。其中至

少一名是外國籍。 

每年 10月。  1. 申請表格（洽巴黎市政府索取）。 
2. 個人簡歷（含出生地與出生年月日）。 
3. 動機信。 
4. 研究計畫（五頁為上限，含參考書目）。 
5. 在學、研究或服務機構證明。 
6. 在學、研究或服務機構之推薦信。 
7. 個人著作出版目錄。 
8. 銀行帳戶資料。 

15000歐元，期限一年。  申請文件請以書面寄至巴黎

市政府。不接受電子檔申

請。 
 
申請人年齡限制在 40歲以
下。 

國立高等社會福利研

究院博士論文獎學金 
國立高等社會福利研究院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Sécurité Sociale 
地址：27, rue des Docteurs 
Charcot   
42031 SAINT‐ETIENNE cedex 2 
Virginie Faure   
電話：+33‐4‐77811810   
Email : virginie.faure@en3s.fr   

對象：於法國各大學註冊

之博士生。 
 
研究領域：不限科系，但

論文需與家庭政策、健保

制度、老年福利與退休制

度、社會福利財政等主題

有關 
 
名額：每年三名。 

每年三月公佈

當年之申請時

程。 

1. 指導教授同意之研究計畫（五頁為上限，內
含研究目標、研究方法、書目等）。 
2. 個人簡歷。 
3. 碩士論文影本一份（或其他近年完成之研

究）。 
4. 申請表格。 

每年 15000歐元，期限最高可
達三年。 

 



法國電力公司基金會

獎學金 
法國電力公司基金會 Fondation 
EDF Diversiterre – Histoire 
地址：9, avenue Percier 
75008 Paris 
電話：+33‐1‐40427929   
Email : yves.bouvier@edf.fr   

對象：在歐盟國家大學就

讀之碩、博士班學生。 
台法雙邊授予學位之學生

亦可申請。 
 
研究領域：不限。但必須

與「電」有關，例如發電

技術、電力與人類文明，

乃至藝術中的電力使用皆

為可接受之申請範圍。 
 
名額：每年七到十名。 

每年十月底。  1. 含姓名與通訊資料的申請書封面。 
2. 動機信與教授同意信函。 
3. 6至 10頁的計畫書。 
4. 個人簡歷。 
5. 家庭財務狀況說明。 
6. 指導教授推薦函。 
7. 學生證正反影本。 

每月 1250歐元到 2500歐元不

等（視核准案件數量而定），期

限一年。。 

論文可用法文、英文、德文、

義大利文、西班牙撰寫。惟

非以法文撰寫者，必須附上

10頁之法文摘要。 

國家醫藥研究院碩博

士獎學金 
國家醫藥研究院獎學金事務部 
Service des bourses 
Académie Nationale de 
Médecine 
地址：16 rue Bonaparte   
75272 Paris cedex 06 
 
網站： 
www.academie‐medecine.fr   

對象：醫學、藥學、獸醫

學領域之碩、博士學生。

 
名額：35名碩士生，2名
博士生。 

依每年公告時

期為準（2009
年為5月1日截
止）。 

1. 網站上公佈之申請表格。 
2.  兩頁以上之研究計畫。 
3. 實驗室主任信函，證明申請人確實於該研究
室執行計畫。 
4. 附申請人地址之回郵信封。 
5. 其它在網站上公佈的文件與資料。 

碩士生每人 17500歐元，博士
生每人 26000歐元，期限皆為
一年。 

博士生限於學業之最後一年

提出。 
 
本獎學金並非直接匯入學生

個人戶頭，而是先行匯入學

校帳戶，而後校方再以薪水

的方式支付給學生。 
 
資料不全者概不受理，亦不

退件。 

巴黎市政府「Research 
in Paris」巴黎學研究

獎學金 

巴黎市政府 Ville de Paris 
電話：法國境內直撥 3975 

對象：博士後研究人員、

資深研究人員。 
 
研究領域：凡是與巴黎有

關的各種研究皆可提出申

請。 
 
名額：80名。其中三分之
二名額為博士後研究人

員。 

2009年度申請

為 4月 15日截
止。 

1. 申請表格（洽巴黎市政府索取）。 
2. 個人簡歷（含出生地與出生年月日）。 
3. 博士學位證明。 
4. 接待單位證明。 
5. 研究計畫書。 

博士後研究人員：每月 2500歐
元，期限 3至 12個月。 
 
資深研究人員：每月 3000歐
元，期限 2至 6個月。 

已享有其他補助者、現於巴

黎居住工作者、前一年度已

接受本案補助者，皆不得提

出申請。 
 
 

國家太空研究中心

（CNES）博士獎學金 
中心網站（英文）： 
http://www.cnes.fr/web/CNES‐e
n/7114‐home‐cnes.php   
 
網站（法文）： 
http://www.cnes.fr/web/CNES‐f
r/7418‐bourses‐de‐recherche.ph
p   

對象：博士生、博士後研

究人員。申請本獎學金時

必須已獲法國相關研究之

實驗室接待。 
 
研究領域：太空、地球研

究之相關科系。 

2009年度申請

為 3月 31日截
止。 

請於該中心網站直接下載相關表格，填寫後寄

回。 
博士生：第一年每月 1767歐
元，期限最多三年，每年需重

新提出申請。如獲准延長，則

第二年每月 1843歐元，第三年

每月 1919歐元。 
 
博士後研究人員：每月 2172歐
元，期限一年，可申請延長一

年。 

 
 

國家愛滋病毒與肝炎

病毒研究中心（ANRS）
博士獎學金 

ANRS ‐ Allocations de Recherche 
地址：101 rue de Tolbiac   
75013 Paris 
Email: appeldoffres@anrs.fr 

對象：博士生、博士後研

究人員。 
 
研究領域：愛滋病毒、肝

每年兩次申請

時間，分別在一

月與六月。 

請直接洽該中心索取表格，填寫後以郵政信件

寄回。 
博士生：每月 1750歐元。 
 
博士後研究員：每月 2500至
2800歐元，視獲得博士學位日

申請者年齡限制在 41歲以
下。 
 
已獲本中心其它補助者不得



 
 

網站：http://www.anrs.fr    炎病毒之相關研究。 
 
名額：約 50名。 

期而定。 
 
以上兩項獎學金最高補助期限

皆為 36個月。 

再申請本獎學金。 

發展研究院（IRD）博
士獎學金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地址：44 bd de Dunkerque 
CS 90009 
13572 Marseille cedex 02\ 
網站： 
http://www.ird.fr/fr/science/dsf
/bstd/index.htm   

對象：博士生。 
 
研究領域：亞熱帶與開發

中國家（含台灣）的環境

與發展研究，特別是以下

數項： 
‐ 天然災害、人口與環

境衝擊。 
‐ 生態永續經營。 
‐ 水資源與糧食問題。

‐ 開發中國家醫療問

題。 
‐ 全球化對開發中國

家之影響。 

每年兩次申請

時間，分別於春

季與秋季。 

請直接洽該中心索取表格。  本獎學金包含來回機票、社會

保險、日常生活費。補助期限

最高為 36個月。 
 
本獎學金為已開發國家所共同

設立，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優秀

學生從事專業研究。詳細獎學

金數額依接待國別而有所不

同，請洽該中心詢問。 

申請者年齡限制在 40歲以
下。 
 
申請人必須於法國大學或亞

熱帶開發中國家（含台灣）

就讀博士學位。雙邊學位授

予計畫者亦可申請本獎學

金。 
 
博士論文主題為前人研究所

欠缺、與母國環境研究相

關、具創新性者優先考量。 

海洋探索研究中心

（IFREMER）獎學金 
地址：Ifremer / Centre de Brest 
Conseil Scientifique et 
Technologique 
BP 70 ‐ 29280 Plouzané 
網站： 
http://www.ifremer.fr/ds/anima
tion_scientifique/bourses/postd
octorales/index.html   

對象：博士後研究人員。

 
研究領域：海洋研究相關

科系。 
 
名額：約 25名。 

每年秋季申

請。 
請直接洽該中心索取表格。  每月約 2000歐元（稅後）。補

助年限 12個月，可申請延長 6
個月。 

申請者年齡限制在 35歲以
下，且必須為近三年內取得

博士學位者。 

法國人類科學中心路

易杜蒙基金會獎學金 
法國人類科學中心（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簡稱
MSH）基金會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聯絡人：Madame Suzanne 
Tardieu‐Dumont,   
地址：11 rue Lagrange, 75005 
Paris, France 

人文科學領域，特別是社

會人類學方面的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人員。 
 
必須具有基本人類學訓

練。 

每年 12月 1日
至翌年 1月 31
日提出申請計

畫。 

計畫申請書、個人簡歷（含家庭狀況、其他接

受之補助等）、曾接受過學術與專業訓練說明、

已完成或已出版之著作、個人近期研究目標、

個人長期研究展望、經費預算。 

補助金額與補助時間長短，將

根據申請人提出之計畫，由基

金會決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