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年度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申請常見問題 

I. 申請準備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申請資格 （Chevening Eligibility Criteria） 

1.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申請資格為何？ 

• 申請者必須為台灣公民 

• 申請時已取得大學文憑 

• 至少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 過去未曾獲得英國政府的獎學金 

• 將赴英攻讀為期一年的任何碩士課程 

• 在英國完成學業後必須返回台灣工作至少兩年 

下列人士不具申請資格： 

• 具有英國籍，或是有雙重國籍包含英國籍 

• 於英國政府各單位服務的員工、前員工與員工親屬 

• 過去曾獲得英國政府獎學金 

2. 我要如何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 

本獎學金一律以線上填表申請，不需要寄任何紙本文件至倫敦總部或英國在台辦事處。線上申請

網址為 https://www.chevening.org/scholarship/taiwan。 

3. 申請者有年齡限制嗎？ 

沒有。 

4. 去年申請沒成功，今年可以再申請嗎？ 

可以。 

5. 我是明年六月大學才畢業，今年可以先申請 Chevening 獎學金嗎？ 

不可以。申請者在申請時必須已經取得大學學位。 

6. 我今年 9 月已在英國入學，仍可以於今年申請 Chevening 獎學金嗎？ 

今年 9-11 月間開放申請的 Chevening 獎學金是為了明年 9 月入學的碩士課程。所以已入學者，並

不符合申請資格。 

7. 我已經有碩士學位，要再去英國讀一個新的碩士學位，可以申請英國政府獎學金嗎？  

可以。 

https://www.chevening.org/scholarship/taiwan


 

8. 若成功申請此獎學金，是否有規定畢業後必須回國就業呢？   

是的。在碩士課程結束後，必須返回台灣工作至少兩年。 

工作經驗（Work Experience） 

9. 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工作經驗門檻為何？ 

工作經驗是指兩年的全職工作，或是工作時數加總達到 2,800 小時(門檻要求)的兼差工作、志工工

作、有給薪或無給薪的實習工作、學期間或畢業後的工作經驗都可算入。申請者最多可以填寫十

項工作經驗。 

10. 一定要有兩年的工作經驗嗎? 

是的，必須有兩年的工作經驗，或是各項工作的工時加總有達到 2,800 小時。我們希望藉此了

解，您如何透過工作經歷來展現您的領導特質與建立人脈關係的能力。 

11. 參與研究計畫的經驗也算嗎? 

是的，主導或參與研究計畫的時數也可納入工作經驗計算。 

12. 國外的工作經驗也可以算入工作經驗嗎? 

可以。 

13. 工作經驗與要去英國讀的科系需要相關嗎? 

不需要，所有的工作經驗不需要與你的文憑相關。 

14. 我目前正在工作，我必須辭職才能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嗎? 

我們並不會要求您一定要辭職才可申請本獎學金。 

課程選擇（Courses Selection） 

15.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資助那些種類的課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資助的課程包括：  

• 全日班的碩士課程，通常於秋天開始 (如九到十月) 

• 有教學的碩士課程 

• 在英國國內上課， 最後授予碩士學位 

16.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不資助那些課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不資助的課程包括： 

• 遠距教學 

• 非全日班的課程 

• 無教學的純研究式碩士課程 

• 短於九個月，或超過十二個月的課程 

• 博士課程或博士班先修課程 

• 碩士班開學前的短期語言課程等 

 若透過學校發現 Chevening 獎學金得主參加任何 pre-sessional courses，其獎學金將馬上被取消。 

17. 除了學費外，Chevening 獎學金是否也包括生活費？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提供台灣學子包含：一年碩士全額學費，免學生簽證申請費用，但不包

含生活費與機票等其他開銷。 

18. 是否需要先拿到學校的正式入學許可才能申請獎學金，或是一起進行即可？ 

不需要。獎學金與學校是分開申請，當然也可以一起進行。 

19. 申請的碩士課程是否要與大學本科系相關才能申請獎學金？  

不需要。您所申請的碩士課程不需要與您的大學本科系相關。 

20. Chevening 獎學金特別歡迎哪些科系的碩士學位申請？ 

Chevening 獎學金特別歡迎有志攻讀公共政策、環境政策與環保工程、金融科技、網路安全科技與

再生能源科技等科系者申請。 

英語成績門檻（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21. 申請 Chevening 獎學金英語成績門檻為何？ 

自 2020 年 8 月起，針對所有申請 Chevening 獎學金的申請者，將不再要求英語成績! 

通過面試的獎學金候選人，需要在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前提出一所大學的無條件入學許可函，才

能確認獲得獎學金。因此，獎學金候選人只需要達到學校要求的英語成績門檻即可。但若獎學金

候選人無法達到學校要求的英語成績門檻，因此必須先上英文的 pre-sessional courses，候選人將失

去獲得 Chevening 獎學金的資格。 

推薦信函（References Letter） 

22. 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推薦信函的規定為何？ 



請在申請表上填寫兩位推薦者的名字與聯絡 e-mail。如果您獲選得到面試機會，請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之前上傳兩封推薦信函。請注意：我們不收紙本的推薦信函。 

英文的推薦信的內容需包括與申請者的關係，申請者的領導能力與建立人脈的能力，及申請者各

方面的表現與人際關係等。 

II. 申請過程 

線上申請（Online Application System） 

23. 我該如何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一律以線上填表申請，不需要寄任何紙本文件至倫敦總部或至英國在台

辦事處。線上申請網址為 www.chevening.org/scholarship/taiwan。 

24. 我該如何選擇課程？ 

申請者必須在線上申請過程中先選出三種不同的英國碩士課程，可以是同一所大學的三種不同課

程，或是同一種課程但為三所不同大學所提供。請注意，您必須慎選課程，最好是您有把握能夠

最後申請到的課程，因為申請表上傳後將無法更改，除非在後來面試時，面試官同意您更改。 

若最後獲得獎學金錄取資格，則必須在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前拿到英國學校的無條件入學許可信

函，而且課程必須是先前所填寫的三種課程的其中之一，否則獎學金的錄取資格將會被取消。 

25. 我在線上申請時若填不到三所大學與課程可以嗎？ 

可以。但請注意，提交線上申請表格過後將無法再增加其他的大學與課程。而獎學金的授予，將

取決於您是否有獲得其中一所大學的正式入學許可。 

26. 在申請表格上的課程選項裡，找不到我要讀的課程該如何解決？  

請先確認您要讀的課程是否符合 Chevening 獎學金資助的課程種類。如果符合但卻找不到，您必

須線上填寫 missing course query，並於 10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系統作業人員才能解決此問題。 

27. 線上申請 Chevening 英國獎學金有何注意事項？ 

1) 線上申請系統注意事項 

•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來搜尋 Chevening 獎學金線上申請網站: chevening.org/taiwan 

• 請使用全螢幕，以便清楚顯示表格的字體與說明。 

• 請記住您進入線上申請表格時所使用的「使用者姓名」和「密碼」。 

• 請不要使用「前後」鍵，這會讓你離開申請頁面時失去未儲存的資料。請使用表格內各項

項目的連結 - menu links 點入，直接進入您要的頁面。 

• 此線上申請系統沒有自動儲存功能，且有限定 60分鐘的上線時間。所以請您在線上或要離

開系統前務必儲存您的檔案。 



• 請確認您所填寫的資訊正確，特別是您的聯絡方式（手機號碼與 e-mail）。如果您在送出

申請表格後才更換聯絡方式，請務必再進入您的申請頁面更新資料。 

2) 線上申請內容填寫 / 檔案繳交 

• 在填寫表格前，請先進入申請系統閱讀與申請項目相關的內容與規定。 

• 您可以先準備好申請需要填寫的內容，進入申請系統後使用「複製與貼上」功能來加速完

成線上申請。 

• 申論問題之回答都有字數要求限制，需要在 100 到 500 字之間。若超過或不符合字數限制

則無法通過審核。 

• 您不必一次填完申請表，但請記得在離開線上系統前先儲存您的資料，以便下次再登入系

統繼續填寫。 

• 不可剽竊他人文章。Chevening 獎學金審核小組會審查您所寫撰寫的內容，一旦發現剽竊，

申請表格將會作廢。 

• 如果您所填寫的內容不是英文，申請表格也會作廢。 

• 您所上傳的檔案必須是 JPG/PNG/PDF 檔，每個檔案容量不可超過 5MB，檔名不可超過 50

字。 

3) 送出申請 

• 請您在確認所有申請內容之後，再按下「Submit」鍵送出申請。一旦送出申請，除了聯絡

方式可以修改之外，其他內容都將無法更改。 

• 如果您已經寄出一份申請，則無法再寄出第二份；亦不可取消第一份申請書，再寄出第二

份。 

28. 若在申請過程中，對於線上申請系統有疑問該怎麼辦? 

由於 Chevening 線上申請系統是由倫敦總部管理，若您有任何與系統相關的問題，請於線上詢問

(https://www.chevening.org/about/contact-us/ )。英國在台辦事處人員無法協助解決任何 Chevening 線上

申請系統的相關問題。 

29. Chevening 線上申請時，系統當機該怎們辦? 

根據過往的經驗，在 Chevening 線上申請系統截止日前(今年是 2020 年 11 月 3 日)，因為全球同時

有大量的申請表格上傳，容易出現系統超載而當機的情況。建議您至少在截止日前一週提早送出

申請。 

30. 為何我在網站上找不到「Chevening/台達電子聯合環境獎學金」選項? 

英國在台辦事處確實提供 Chevening/台達電子聯合環境聯合獎學金，但在獎學金線上申請系統中

並不會有此選項。若您所申請就讀的是環境領域相關科系，或是您在申請表格內的 career plan 提

出未來將貢獻於台灣環境發展之計畫，內部後台作業系統就會將該申請歸類為申請「Chevening/台

達電子聯合環境獎學金」之申請者。 

https://www.chevening.org/about/contact-us/


面試（Interviews） 

31. 申請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的面試時間為何？ 

如果您獲選得到面試資格，您的面試將在英國在台辦事處舉行。Chevening 獎學金的面試時間預定

在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間內舉行。Chevening Secretariat 將會透過 email 通知您參加面

試，並請您選擇面試時段。當您回覆後，將會收到面試時間與地點的確認通知。請注意，您所選

擇的面試時段在確認後就無法更改。面試當日需攜帶護照或身分證到場。 

32. 我若獲得面試的機會，在面試前我該準備那些資料？  

您必須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之前上傳以下文件： 

(1) 兩封推薦信函 

(2) 學歷證明與成績單 

(3) 介紹本人的簡歷 

33. 面試可以用電話進行嗎? 

我們不接受電話面試，如果您在海外請安排時間回台面試。若你有特殊狀況無法到場，請先通知

Chevening Secretariat，由面試官決定是否接受你的電話面試。 

34. 我該如何準備面試? 

面試官會針對四大主題詢問： 

(1) 領導與影響力 

(2) 建立人脈關係的能力 

(3) 在英國的研究與生活規劃 

(4) 回台之後的職業發展規劃 

35. 面試結束後，我何時會收到錄取通知？ 

Chevening Secretariat 將會在 2021 年 6 月中詢以後通知所有面試者結果，請勿自行打電話到英國在

台辦事處詢問。我們建議參加面試者務必完成英國學校或課程的申請。面試者不能等收到面試結

果之後才開始申請學校。過去曾有獎學金得主因無法在規定時間內提出學校的「無條件入學許可

函」而失去獎學金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