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F)中華財創學會獎學金申請公告‐各單位(6382)計9頁, 2018.09.20    2019.09.18(修正)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Sin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novation Association (SIBIA) 
              創會日期：2014年3月16日(Since 1988謝家班) 

                  戶名：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請至郵局劃撥) 
                  帳號：50316646  統一編號：38620249 

或  戶名：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謝明瑞(可直接轉帳) 
                  郵局：局號0001833   帳號0616949 
                     e-mail：hmingjui@gmail.com 
                     facebook：https://m.facebook.com/pages/. 

或 http://ppt.cc/vE0s5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金暨文學獎申請公
告 
 

2019年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金申請暨文學獎徵文活動 
公布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15日 

 
受文者：教育部各大學院校、大學院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招生委員會(陸聯會)、

僑委會、淡江大學、國立空中大學、謝氏暨姜氏宗親總會、中國文化部。 

主旨：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每年提供臺灣各大專院校、在臺陸生、在陸

臺生、在臺外籍生(不含陸生)、淡江大學、國立空中大學、高雄市大湖

國小、謝氏及姜姓宗親、清寒學生、國際學生等獎學金，並舉行「感恩

與傳承文學獎」徵文活動，得獎名額各三名，請惠予公告。 

說明：1依教育部臺教文(二)字第1060116765號辦理。 

      2.本協會除提供前三名獎學金外，並得視情況增設感恩獎、傳承獎、優秀獎

等各若干名。(2017年得獎人計33名，2018年為47人) 

    3.學生可同時申請不同類型之獎學金，但得獎人之獎金以最高獎項為主。 

      4.獎學金與文學獎可同時申請，且獎金分別頒發。 

4.本協會獎學金須經由學校統一申請，或經由三位老師或協會會員推蔫

申請，且其中至少有一位為其所就讀學校的專任老師。 

5.本協會獎學金不接受個人申請。 

6.本協會文學獎徵文接受個人申請。 

7.請惠予公告 

 

2019年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金暨文學獎申請總表 

2019年第五屆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金暨文學獎申請 

編號  單 位  名額 金額(美元)  備 註 

A‐01  臺灣各大專院校  3  1000  臺灣各大學在學學生 



B‐02  在臺陸生  3  1000  臺灣各大學在臺陸生 

C‐03  在陸臺生  3  1000  中國各大學在陸臺生 

D‐04  在臺外籍生(不含陸生)  3  1000  臺灣各大學的外籍學生 

E‐05  淡江大學財金系所學生  3  1000  含大學、碩、博士學生 

F‐06  國立空中大學學生  3  1000  含各面授點及監管學生 

G‐07  謝氏及姜氏宗親學生  3  1000  謝、姜同源 

H‐08  清寒學生  3  1000  具有公部門核發清寒證明 

I‐09  國際學生  3  1000  兩岸以外的所有各國大學 

J‐10  文學獎‐(散文及小說等)  6  2000  學生及社會人士均可參與 

說明：1.每位參與者可視符合之條件申請多項獎學金，但僅以最高之獎金頒發。 

【每項獎學金均為獨立審核，故可同時申請。例：就讀淡江大學金融所

二年級之泰國籍學生姜尚，品學兼優，家境清寒，則其外籍生符合 D

的條件，但亦可同時申請 A、E、G、H 等5種，但獎學金僅可選擇其中

之一，或由協會代為選擇最高額的獎學金；另外，亦可參加 J 的甄

選。】 

2.除前三名獎學金外，得視申請人數多寡增設感恩獎、傳承獎等若干名。 

  3.獎學金與文學獎可同時申請，獎金分別頒發。 

      4.本獎學金不接受個人報名。唯文學獎以個人報名為主。 

      5.本協會另設有指導學生獎助金及感恩傳承獎學金，採個案申請。(請與本協

會聯繫) 

      ＊.本獎學金暨文學獎個人資料及申請資格認定採書面審核，以申請人所提

供之證件為審核依據，請備妥相關文件影本，凡未附證件或資料填

寫不齊全者，將影響評審結果，或不予評審。 

※※得獎是對自己的能力之肯定，亦對未來升學及就業有加分效果。 

 
 
 
 
 
 
 
 
 
 

2019年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金申請說明 

一、申請資格 

1. 臺灣各大學院校之學生(含專科、大學、碩士、博士) 

2. 中國大陸在臺學生或臺灣在陸臺生 

3. 國際學生(包括大陸以外的所有世界各國之學生) 

二、申請與評分 

1. 申請條件： 

博士一年級學生以碩士最後一年成績為主，碩士一年級學生以大四成績為主，

大一學生建議延至大二申請。 

2. 評分標準： 



(1) 在校成績(50%)；(必要) 

(2) 對學校貢獻(如社團負責人等)(10%)； 

(3) 對社會貢獻(如社會服務)(10%)； 

(4) 對學術貢獻(如國內外學術文章發表)(10%)； 

(5) 特殊才藝(如唱歌跳舞或其他才藝或專業)(10%)； 

(6) 自傳(10%)。(必要) 

1. 外籍生自傳須包括中文與所屬母語(如英、法、義、越、韓…等)兩種。 

三、申請方式 

本獎學金不接受個人報名，但文學獎採個人報名，申請方式如下： 

1. 學校報名：由學校統一申請，檢附證件經承辦單位形式審核後寄交協

會。 

2. 推薦報名：經就讀學校或協會三位老師推薦，且至少有一位為申請人

就讀學校的專任教師，檢具證件及推薦函寄交協會。 

3. 個人報名：專指感恩與傳承文學獎徵文，檢具證件及投稿文章寄交協

會。 

4. 請在_______空白處填寫所申請的獎學金類別。例 A-01臺灣各大專院校 

或 D-04在臺外籍生； 或 H-08清寒學生…等。 

四、指導學生獎助學金及感恩傳承獎學金(採個案處理)。 

1.指導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人數不限，且可同時申請獎學金，並參與文學獎。(本

獎助金採個案處理，申請者可與協會聯繫) 

2.感恩傳承獎由自願贊助者提供，由捐助人自行決定得獎人數及獎學金金額，

並以捐助人之名頒獎，經由甄選產生得獎人，但亦可指定得獎人(若為指定得

獎人，則酌收費用每人新臺幣千元) ，且獎學金以不低於200美元為原則。 

五、獎學金特色 

1. 本協會以得獎人為尊(除頒發獎金外，尚有獎狀、餐敍、致詞、聯誼等

活動)。 

2. 本獎學金以美元計價，但以新臺幣頒發，亦可以美元、人民幣、英鎊

等頒發。 

3. 得獎名額原則上是三名，另協會得視各組的參與人數多寡決定增減名

額。 

4. 以各組中最多申請人的那組為基準，凡低於其30%之各組，其獎項酌予

縮減。 

5. 得獎人必須親自參加頒獎活動，未參加者視為自動棄權。 

壹．2019年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開始申請。本獎學金訊息於學校公告，並在本協 

    會 FB 網站公佈。(facebook：http://ppt.cc/vE0s5) 

二、申請日期 

1.各大學院校申請/推薦/日期：每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 

    2.「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收件截止日期：每年12月15日。 

    3.得獎公佈日期：每年01月15日。 

  4.頒獎日期：每年元宵節前後。(頒獎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三、申請辦法 



2019年第五屆「謝春長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獎學金」申請

辦法 

2019年第五屆________________(自填)學生「感恩與傳承」獎學金是「謝春長

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紀念獎學金」的簡稱，為「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

流協會」創會理事長謝明瑞博士為紀念其父母親一生奉獻的偉大，並感謝貴人

協助，成就其傳承志業而提供之獎學金。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對象 

  1. 大學研究部、大學部及專科部就讀之學生，不限科系，亦不限同期間內

是否領有其他獎學金，凡在臺灣各大學院校求學之學生，其申請的前一

學年度上、下學期平均成績80分以上，經其就讀大學院校評定為成績品

性優良的學生。 

    2.對學校或社會具有優良事蹟或貢獻或特殊專長，且有相關單位證明者。

二、獎助名額與金額 

1.獎助名額：每學年度發放1次，依評審結果，錄取前3名。 

2.獎學金金額：每項每學年度1,000美元，依名次給獎。 

第一名︰500美元;第二名︰300美元;第三名︰200美元。 
備註：獎學金以新臺幣發放為原則，惟亦得以美元、人民幣、英鎊發放。若

以美元兌換新臺幣，則以申請當年3月16日的銀行買入匯率計算，扣除

手續費用以後採四捨五入，並以百元為基準。(發放幣別由協會決定之)

三、評審標準 

1.學年成績︰佔總成績50%。(必備) 

            以申請年的前一學年度上、下學期平均成績計算（計算至小

數點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2.對學校或社會貢獻、學術、特殊才藝、自傳佔總成績50%。評分標準如

下︰ 

(1).自傳(格式不拘，請用 A4紙打字，3000字以內)：10%。(必備) 

(2).對學校之優良事蹟(10%)，且具有證明文件者。 

(3).對社會之特殊貢獻(10%)，且具有證明文件者。 

  (4).對學術之貢獻(10%)，且具有證明文件者。 

(5).具有特殊才藝(10%)，且具有證明文件者。 

備註︰對學校之優良事蹟及對社會之特殊貢獻發生日期，以申請年度7

月31日之前3年內為準，需檢附佐證資料。 

四、申請文件 

1.申請表 (如附件)。請在_______空白處填寫申請類別(每項獎學金申請

均為獨立審查，可同時參與多項申請，但每項均須填寫申請表，並附相

關資料) 

2.申請年度之學生證或當學期繳費單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3.前學年度上、下學期成績單影本。 



4.自傳正本1份，需親筆簽名。 

5.優良事蹟及特殊貢獻佐證資料影本，清寒證件影本，需親筆簽名。 

※所附證件如為影本，須由所屬大學核對正本後，加蓋核對人職章及「核

與正本無誤」章，申請資料無論是否獲獎均不予退還。 

五、申請期限及方式 

    1.每學年度上學期受理申請，申請人依公告日期向所屬學校提出申請，並

檢 

附所有申請文件。 

    2.本獎學金由學校統一處理後，掛號郵寄至本協會通訊處，並以郵戳為

憑， 

請於報名截止日15:00前送達，逾期或應繳表件不齊全者，不予受理。 

3.本獎學金不接受個別報名。 

六、審查程序 

由學校受理並初審後，彙整申請學生資料，送請「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

協會」獎學金申請暨審核小組進行自傳評分及複審，並就學年成績、自

傳、對學校或社會貢獻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等加權估算後，決定獲獎

名單。 

七、頒獎 

1.獎學金發放時間、地點另行通知。 

2.獲獎同學須親自出席獎學金頒獎儀式，參與餐敍或茶會，現場接受表

揚，並領取獎狀及獎學金。 

3.得獎人須準備1000字以內之得獎書面報告，各組第一名須三分鐘得獎感

言。 

4.未到場領獎者以棄權論。 

(※請預留寒暑假期間可供聯絡之住址、電話、e-mail、line 等) 

八、本獎學金除由國內各大學院校公告得奬訊息外，並在「中華國際財經創意

交流協會」網站公告，本協會並將個別通知獲獎學生。 

九、本獎學金以長期頒發為原則，唯獎學金金額或頒發辦法，得由本協會視情

況變化而修正之。相關事項以本會最新修訂公告為準。 

十、本協會得視申請狀況另設「感恩獎」、「傳承獎」、「感恩傳承獎」若干名。

其中， 

「感恩傳承獎」徵求自願提供獎學金者，得獎人數及金額由提供人決定並

頒獎。 

※頒獎典禮會場人多，請注意自己的財物及獎學金，若不慎遺失，本協會不負

責。 
※※本協會網站：https://m.facebook.com/pages/. 或 http://ppt.cc/vE0s5，或關鍵

字。 

 

 



貳．2019年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金申請表 

2019年第五屆紀念「謝春長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獎學金 
_______________學生申請表 

申 

請 

人 

資 

料 

姓  名   
學校名稱  

照片 

  系所別  

身分別 

 

□專科部□大學部 出生日期  

□碩士生□博士生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性別：□男 □女  學號：              

聯絡 

電  話 

行動：臺灣：              中國：            其他： 

住宅：臺灣：              中國：            其他：            

※為通知得獎、領獎時間與地點，本欄請務必填寫可隨時連絡之電話。 

通  信 

地  址 

臨時地址： 

永久地址：                                  (資料須確實完整,避免誤寄)

網路 

通訊 

E‐Mail：(1)                              (2) 

Line ID：                      WeChat ID： 
※為申請人及得獎人後續之聯絡。 

申請前一學

年度 

成績摘要 

(需與在學身

分同一學號) 

選修科目數  選修學分數 
成   績

（平均成績請算至小數點
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上學期 下學期 合計  上學期 下學期 合計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檢附證件 

□ 當學期學生證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前學年度上、下學期成績單影本

□ 自傳（請用 A4紙打字，3000字以內，需親筆簽名） 

□ 最近三年對學校或社會之優良事蹟與特殊貢獻或清寒佐證資料影本。 

※所附證件如為影本，須由所屬大學核對正本後，加蓋核對人職章及「核與正本無誤」

章。 

本人以上所填各項資料及所附證明文件皆屬實，同意提供校方及捐助人查核，否則

自負法律責任。若有提供不實資料，將喪失領取本獎學金資格，無條件繳回獎學

金。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結果 

□ 符合規定。 

□ 不符規定，原因：                                         。 

承辦人   組 長  主 任   



編號︰ 

參、2019年第五屆「感恩與傳承」文學獎徵文活動 

2019年第五屆紀念「謝春長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文學獎」申請辦法 
一.主旨 

為推行並發揚中華固有倫理道統文化，提倡文學風氣，鼓勵兩岸暨國際學生

之文學創作，本協會以「感恩與傳承」為主題，公開對外徵文。 

二、主辦：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三、協辦：麗洋公司 

四、徵文種類及獎額分配 

    徵文活動以「感恩與傳承」為主題，文稿分為小說、散文(包含其他作品)兩

個類別，獎金分別頒發，投稿作品請說明類別，且可同時申請。 

   1.首獎1名：獎金500美元及獎狀。 

   2.二獎1名：獎金300美元及獎狀。 

   3.三獎1名：獎金200美元及獎狀。 

  4.佳作獎：1- 4名，獎金100美元及獎狀。 

 ※獎金以美元計價，原則上以等值之新臺幣發放，亦得以美元、英鎊，或人

民幣頒發。(匯率為申請當年的3月16日；頒發幣別由本協會決定之) 

五、參加甄選者資格及作品字數 

  1.資格不限(兩岸或海內外之各級學生、教師，以及社會青年均可參加)。 

2.散文：以3000字以內為原則。 

    3.小說：以5000-8000字為原則。 

    4.其他：字數不拘。 

六、收件、截稿、公佈及頒獎日期 

     1. 收件日期：10月15日起。 

 2. 截止日期：12月15日止。 

     3. 得獎者公佈日期：01月15日。 

4.頒獎日期：每年元宵節前後，時間、地點另行通知。 

5.得獎者將個別通知，並公佈於《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FB 網站。 

七、注意事項 

1. 國際暨兩岸各級學校學生及教師均可參加，惟須以中文寫作。 

2. 參加甄選作品以未在任何報刊、雜誌、網路發表或出版者為限。 

3. 應徵作品須用 A4電腦打字列印，或有格稿紙謄寫，影印7份掛號郵寄至 

  本協會。同時，將投稿文章以電腦 WORD 檔 e-mail 至

hmingjui@gmail.com 

4.在得獎名單公佈前，不得逕自發表或參選其他文學獎，否則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資格。 

5. 稿件上請勿填寫個人資料。請另以單張稿紙(A4大小)詳盡條列：真實姓 

  名、筆名(發表可用本名或筆名)、出生年月日、聯絡電話、e-mail 信箱、 

  戶籍地址及通訊地址、學生證影本、出版著作，或其他相關資料，並附

近 

照一張。個人資料未詳細填寫者，本協會得不列入評選。 

6.每位參賽者請列出二至四位最喜愛的兩岸之當代作家。 

7.來稿請在信封上注明應徵「感恩與傳承文學獎」徵文徵稿字樣。 

8.投稿人請將作品之電腦稿件 WORD 檔 e mail 至協會，再檢附影印7份作品



及相關資料，以掛號寄「臺北市士林區福華路128巷3弄12號」，中華國際

財經創意交流協會 感恩與傳承文學獎審查小組 收。 

  9.參賽作品請自留底稿，不論是否獲獎，本協會一律不退稿。 

10.得獎人須準備1000字以內之得獎書面感言，第一名須三分鐘得獎報告。 

    11.感恩傳承「文學獎」的收件與截稿時間及頒獎餐敍等，原則上均與感恩

傳承「獎學金」相同。 

12.本獎金頒發以得獎人為尊，得獎人須參與由本協會為得獎人所準備的頒

獎典禮及餐敍，接受現場表揚，並接受獎金及獎狀。得獎人未參與頒獎

典禮並到場領獎者，以自動棄權論。 

    13.其他若有需要修正事宜，將於協會網站公告之。 

八、評選作業 

1.本協會收到稿件後先予編號、密封，並經初審、決審兩級決定得獎作品。 

2.主辦單位將聘請知名作家或大學相關科系教師擔任評審工作。 

3.作品需同時繳交作品電子檔資料(須為 words 檔)、七份紙本投稿文章、

個人資料(A4)，以及自傳(請用 A4紙打字，3000字以內，需親筆簽名)。 

九、協會公告事項 

1.入選作品，發表及出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發表或轉載， 

不另支稿費。如發現作品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者，本協會得通知相

闗 

單位，並在網站公告周知，所獲之獎狀及獎金悉數追回。 

2.應徵作品如未達水準要求，得由評審委員決議從缺或調整獎項或獎金。 

3.各項獎學金均為獨立審核，學生可視本身資格條件採多重申請，但得獎

僅能擇其一；文學獎則分為小說與散文(含其他作品)兩大類，投稿不受類

別限制，「感恩與傳承」奬學金暨文學獎簡表如下： 

A‐01  臺灣各大專院校  E‐05 淡大財金系所  I‐9  國際學生 

B‐02  在臺陸生  F‐06 空中大學學生  J‐10 文學獎‐小說及散文

C‐03  在陸臺生  G‐07 謝氏及姜氏宗親     

D‐04  在臺外籍生  H‐08 清寒學生     

 

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補充，並在本協會網站 FB 公佈。 

本協會網站： https://m.facebook.com/pages/.或 http://ppt.cc/vE0s5. 或關鍵字 

本協會 E址： hmingjui@gmail.com 

 

※頒獎典禮會場人多，請注意自己的財物及獎學金，若不慎遺失，本協會不負

責。 

 

肆．2019年第五屆「感恩與傳承」文學獎申請表 

2019年第五屆紀念「謝春長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文學獎」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筆名) 
 

學校名稱  照片 

 

 

系所別   

身分別  □中學生□大專學生 學號   



資 

料 

 
□碩博生□社會人士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性別：□ 男  □ 女 出生日期                 

 申請類別 □散文□小說□其他_________ 職稱： 

聯  絡 

電  話 

行動：臺灣：              中國：            其他： 

住宅：臺灣：              中國：            其他：            

※為通知得獎、領獎時間與地點，本欄請務必填寫可隨時連絡之電話。 

通  信 

地  址 

臨時地址： 

永久地址：                                (資料須確實完整,避免資料誤

寄) 

網路 

通訊 

E‐Mail：(1)                            (2) 

Line ID：                      WeChat ID： 
※為申請人及得獎人之後續聯絡。 

最喜愛的作家

(2-4位) 
 

曾得獎作品

(含主辦單位

名次證件等) 

 

投稿作品名稱   

本人以上所填各項資料及所附證明文件皆屬實，同意提供協會及捐助人查核，若有

提供不實資料者須自負法律責任，同時喪失領取本文學獎之獎金資格，無條件繳回

獎金。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結果   

編號︰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2019年第五屆「感恩與傳承」獎學金申請暨文學獎徵文簡章 

  
 
 
一、主旨： 
    「感恩與傳承」獎學金是「謝春長先生與謝王纒女士感恩與傳承紀念獎學金」的簡稱，為「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 
    協會」創會理事長謝明瑞博士為紀念其父母親一生奉獻的偉大，並感謝貴人協助，成就其傳承志業而提供之獎學金 
    。同時，為推行並發揚中華固有倫理道統文化，提倡文學風氣，鼓勵兩岸暨國際學生之文學創作，以「感恩與傳承」

為主題，舉辦文學獎，並公開對外徵文。 
二、說明： 
    1依教育部臺教文(二)字第1060116765號辦理。 
    2.本協會除提供前三名獎學金外，並得視情況增設感恩獎、傳承獎、優秀獎等各若干名。(2016年得獎人計10名，2017

年為33名，2018年為47人)。 
    3.各獎項均為獨立審核，學生可同時申請不同類型之獎學金，但得獎人之獎金僅能擇其一，或以最高獎項為主。 
    4.獎學金與文學獎可同時申請，且獎金分別頒發。 
    5.本協會獎學金須經由學校統一申請，或經由三位老師或協會會員推薦申請，且其中至少有一位為其所就讀學校的   

專任老師。 
6.獎學金不接受個人申請；惟文學獎徵文為個人報名。獎學金與文學獎可同時申請，獎金分別頒發。 

    7.本協會另設有指導學生獎助金及感恩傳承獎學金，採個案申請。(請與本協會聯繫) 
※本獎學金暨文學獎個人資料及申請資格認定採書面審核，以申請人所提供之證件為審核依據，請備妥相關文件 

       影本，凡未附證件或資料填寫不齊全者，將影響評審結果，或不予評審。 
※得獎是自我能力肯定，亦對未來升學及就業有加分效果。 

 2019年第五屆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感恩與傳承」獎學金暨文學獎項一覽表  
編號    單  位  名 次 金額 (美元)     備   註 

A‐01  臺灣各大專院校  1/2/3 500/300/200 臺灣各大學在學學生 

B‐02  在臺陸生  1/2/3 500/300/200 臺灣各大學在臺陸生 

C‐03  在陸臺生  1/2/3 500/300/200 中國各大學在陸臺生 

D‐04  在臺外籍生(不含陸生)  1/2/3 500/300/200 臺灣各大學的外籍學生

E‐05  淡江大學財金系所學生  1/2/3 500/300/200 含大學、碩、博士學生

F‐06  國立空中大學學生  1/2/3 500/300/200 含各面授點及監管學生

G‐07  謝氏及姜氏宗親學生  1/2/3 500/300/200 謝、姜同源 

H‐08  清寒學生  1/2/3 500/300/200 具有公部門核發清寒證明

I‐09  國際學生  1/2/3 500/300/200 兩岸以外的所有各國大學

J‐10  文學獎‐ (散文/小說等)  各1/2/3 各500/300/200 學生及社會人士均可參與

     說明：每位參與者可視符合之條件申請多項獎學金，但僅以最高之獎金頒發。※獎金以美元計價，原則上以等值之新臺幣 
           發放，亦得以美元、英鎊，或人民幣頒發。(匯率為申請當年的3月16日；頒發幣別由本會決定之) 
三、評審 

資格與作品審查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進行初、複、決選。若評審認為作品未達水準，得決議從缺或調整 
得獎名額。 

四、申請日期 
    各大學院校申請/推薦/日期：每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     
五、公布及頒獎 
    得獎公布日期：每年01月15日公布於《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FB 網站，得獎者將個別通知。並於每年元宵 
    節前後頒獎。(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得獎人未親自出席領獎者視為棄權，並請自行保管財物，不慎遺失概不負責。 
六、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補充，並在本會網站 FB 公布。 
 
※申請辦法細則公告及報名表下載 :         
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流協會(fb：https://ppt.cc/fZ2BFx)  e-mail：
hmingjui@gmail.com     
 
主辦單位：中華國際財經創意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麗洋股份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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