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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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符合条件的国家/地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中国境

内地区、哥斯达黎加、埃及、德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日本、

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台湾、泰国、

英国、美国和越南。 

申请期 

2023 申请期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 - 2023 年 1 月 30 日。 

计划介绍 

注：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前身为英特尔员工子女奖学金。 

英特尔为何要推出奖学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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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不断投入资金，支持员工及员工家庭的教育和个人发展。英特尔员工子女安迪·格

罗夫奖学金将通过一个竞争性的奖学金计划为员工子女在高中后于获得认可的大学或学院

的学习支付学费，以帮助他们继续深造。奖学金将由英特尔基金会提供。 

什么是英特尔基金会？ 

英特尔基金会是一个以支持教育、创新和企业公民为使命的慈善实体，有幸为本计划提供

资金。英特尔基金会是一家 501(c)(3) 慈善组织，是由英特尔公司创建的全资独立法人实

体。基金会的主要使命是推动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教育发展，帮助培养未来创新者，

使其成为本地和全球的优秀企业公民。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计划的更多信息？ 

申请人可以在指定的每年申请开放期内访问下方链接以获得计划说明及在线或可打印的申

请表格：https://learnmore.scholarsapply.org/intel 

谁是计划管理方 

英特尔基金会已与 Scholarship America 签约，由其管理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

夫奖学金。Scholarship America 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是一家帮助公司和基金会管理竞

争性奖学金计划的知名公司。如果您在阅读此信息之后对该计划有具体疑问，请直接联系 

Scholarship America：intel@scholarshipamerica.org。 

每年提供多少份奖学金？ 

每年颁发的奖学金数量将根据收到的申请数量以及学生就读的学校类型而有所不同。英特

尔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数额为 136 万美元。 

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学生可以参与计划？ 

英特尔员工子女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目前向以下国家/地区的学生提供：阿根廷、澳大利

亚、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中国境内地区、哥斯达黎加、埃及、德国、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波

兰、新加坡、斯里兰卡、台湾、泰国、英国、美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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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我们将不断对计划进行评估，以确定每年可以增加

哪些国家或地区。参与计划的国家/地区取决于具体国家/地区的税收规定，以及是否已有

其他教育支持计划，包括政府机构或由英特尔当地管理部门主办的计划。 

申请资格 

计划要求和申请资格要求因税法和特定国家/地区的法规而有所不同。就职于英特尔独资

子公司而且不由英特尔直接发薪水的个人不符合申请资格要求。 

哪些员工符合申请资格？ 

• 英特尔的现职蓝牌普通全职 (GFT) 或兼职员工 (PTE)，在奖学金通知发出之时（即

向申请人发出通知函的日期）由英特尔直接支付工资 

• 英特尔的退休蓝牌 GFT 或 PTE 员工；该员工符合英特尔的退休资格标准并直接从英

特尔退休 

• 由英特尔直接支付工资的英特尔蓝牌 GFT 或 PTE 员工；该员工在英特尔任职期间或

直接从英特尔退休之后去世 

不合格者包括： 

• 英特尔合同工 (ICE)、实习生、学生和绿牌临时工 

• 英特尔公司或英特尔基金会的企业高管、副总裁（行政、高级或委任）、研究员和

董事会成员的子女 

哪些人可以申请？ 

申请人必须是符合以上说明和条件的英特尔全职或兼职员工的未独立*子女。 

 

*未独立子女的定义如下： 

• 符合条件的员工的亲生或领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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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家庭伴侣的子女 

• 事实婚姻/异性家庭伴侣的子女（仅适用于美国以外地区） 

• 与符合条件的员工一起生活的继子女 

• 与符合条件的员工一起永久生活、完全依靠员工生活的子女，而且员工或员工配偶

是子女的法庭指定永久合法监护人 

注：证明符合奖学金计划条件和/或提交申请并不代表会自动获得奖学金。 

我有两个符合条件的子女；是否两人都可以申请奖学金？ 

是的，每个符合条件的子女都可以申请奖学金。奖学金按子女授予，而不是按家庭授予。 

参加本计划的最大年龄限制是多少岁？ 

申请此奖学金，在美国的申请人年龄在申请期结束日必须为 24 岁及以下。因国外服役或

由于其他特定国家/地区要求，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申请人的最大年龄为 26 岁。 

我的祖父或祖母是英特尔员工。我是否具备申请资格？ 

本计划专门面向以上定义的英特尔员工的未独立子女。除非英特尔员工是其合法监护人，

否则孙子女不具申请资格。 

是否有措施可以确保奖学金基金不被授予美国财政部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上的个人或实

体？ 

是的，Scholarship America 会对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所有申请人

和教育机构进行核实。申请人必须有资格通过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领款。 

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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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国国内的申请人必须是高中毕业班学生或者是打算就读或已经就读于获得认可

的两年制或四年制学院、大学或职业技术学校的高中毕业生。 

 

生活在美国以外的申请人必须是高中或中专毕业班学生或打算就读或已经就读于学院、

大学、理工学院、职业或商业学院的高中或中专毕业生。 

 

注：修读研究生或博士生学位的学生不具申请资格。 

合格的入学条件有哪些？ 

在美国国内入学，条件是必须每学期修学九 (9) 个学分以上，或者等同于您学校的要求。

对美国以外的学生，Scholarship America 将根据各大专院校或在职业学校的标准来确定

合格的入学条件。 

我是在家上学的学生。我是否符合本计划的要求？ 

是的，如果您目前是在家上学的学生，只要您的程度被认定为相当于高中或中专毕业班学

生，并且您将在当前学年的 6 月 30 日之前毕业，您便符合本计划的条件。 

对于我就读哪类大专院校有什么限制吗？ 

• 美国国内的学生可以就读于任何获得认可的两年制或四年制学院、大学或职业技术

学校。 

• 美国以外的学生可以就读于获得认可的当地大学，或者如果未获得认可，则就读院

校必须是被定义为美国国外拥有学生、课程、教职员和校园的真实院校。 

• 学生可以在海外就读，但是奖学金金额将取决于学生家长领取工资的所在国家/地

区（例如，若学生父母的居住/领薪国家/地区在哥斯达黎加，而子女/学生在美国

读书。则奖学金金额将根据哥斯达黎加的标准发放）。 

目前处于大学最后一年的学生是否具备申请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

资格？ 



不具备。学生必须距完成大学学业还有一年的时间才具备申请奖学金的资格。此外，奖学

金只可用于支付未来的学费和书杂费等。不能将其用于支付以前的费用。 

就读专业是否有限制？ 

申请人可以在获得认可或真实的高等院校就读任何大学专业。 

我曾经获得过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我是否能申请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

学金？ 

可以，只要符合所有的申请资格要求即可。曾经获得过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不影响申请面

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资格。 

申请流程 

我什么时候可以提交申请？ 

从申请期开放日期开始即可向 Scholarship America 提交申请。申请表参见 

https://learnmore.scholarsapply.org/intel 

申请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在线申请必须在申请期结束日当天（太平洋时间）下午 1:00 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 

奖学金的总体时间表是怎样的？ 

• 年度申请期结束 

• 评估和获奖学生评选将在 3 月底完成 

• 通知将于 4 月中旬发给所有申请人 

• 所有获奖学生都必须填写并提交一份签字的奖学金接受表。此表将与通知一同发给

获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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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放奖学金款项之前，加拿大、印度和美国以外的获奖学生还必须填写并提交学

校费用/入学确认表和电汇单。4 月，这些表格将与通知一起由 Scholarship America 

发给获奖学生。 

• 将于 8 月中旬向[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大部分获奖学生邮寄支票 

• 8 月底，会陆续开始向其他地区的获奖学生进行电汇。 

• 对美国以外的获奖学生，其他奖学金发放形式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申请表？ 

有关计划的完整信息连同电子申请表可在每年的申请期内通过 Circuit 或网络查阅，地址

为 https://learnmore.scholarsapply.org/intel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从 Scholarship America 获得 PDF 申请表的打印件，电邮为 

intel@scholarshipamerica.org。参阅下面的问题 10。 

我是否必须用英语申请？ 

是的。申请表和所有需要的证明文件都必须用英语提交。为了方便申请，我们提供本地

语言版本的常见问题解答文档和其他说明文档。 

开始在线申请后，我是否可以保存，留待以后完成？ 

可以，在线申请人将创建一个申请帐户，该帐户将保持向申请人开放并可用，直至申请人

以电子形式提交申请，或至申请期结束日当天（太平洋时间）下午 1:00 为止。申请人在以电

子形式提交申请之后，将不能再访问申请帐户，并且不能修改申请。所有申请必须在截

止时间前提交，无一例外。 

申请的所有部分是否都很重要？ 

是的。英特尔员工子女安迪·格罗夫奖学金是一个极具竞争性的奖项。请务必尽您最大能

力填写申请书的每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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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是否与电子申请表一同提交？ 

是的。您还必须与申请表一起上传学业文件。上传文件的详细说明随申请表一起提供。

（不再接受通过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证明文件。） 

• 美国国内其他文件： 

o 完整成绩单。我们不接受阶段性成绩单。在线成绩单必须显示学生姓名、学校

名称、每门课程的学分和成绩，以及学习每门课程的学期。 

o 当前或过去就读大学或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必须提供就读每所学校的所有大学

或职业技术学校成绩单。 

o 高中毕业班学生以及完成了少于一个完整学期的大专或职业技术学校课程的学

生必须提供高中成绩单。 

• 美国以外其他文件： 

o 以下教育证明文件的清晰复印件： 

1. 目前或以前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必须提供所有完成大学课程的学习记录（成绩

单）以及中等学历证明/文凭/证书。 

2. 应届高中学生和完成了不到一学年高等教育（大学）的学生必须提供过去三

年所有已完成的高中教育课程的学业记录（成绩单）以及学校考试成绩（如

有）。 

注：所有文件在提交到 Scholarship America 之前必须翻译成英文。  将翻译的文件与未翻

译的原始文件一同上传。翻译的文件无需公证，但是所有翻译文件都必须随原始文件提

交，方便核验。英特尔不报销翻译费用。成绩单复印件也可以接受。 

我如何知道我的申请表和证明文件已经提交？ 

提交在线申请表之后不久，您将通过注册电子邮箱收到一封邮件，确认您的申请已经发

送。如果未收到确认邮件，请返回电子申请表，选择复查选项卡，确认所有数据均已正确



输入。复查完毕后，选择页面底部显示的“锁定并提交”按钮。如果需要进一步帮助，请

按照在线说明提交申请。 

 

重要提示：逾期提交的和不完整的申请材料包将不予考虑。我们不提供上诉程序。 

是否提供纸质申请表？ 

学生如有特殊需要，可以提供纸质申请表，但只有提交申请后才能提供。如果提交纸质申

请，请包括所有必需的支持材料和翻译，并邮寄到 Scholarship America，邮件的邮戳不

应迟于申请期结束日。所有申请材料和支持材料都必须以英语提交。所有的翻译费用由

申请人承担。为确保翻译的准确性，Scholarship America 要求所有申请人在提交材料时

随附文件的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 

 

美国以外的学生可以考虑使用快递服务（例如：UPS、联邦快递、DHL 等）以确保申请材

料及时送达。请记住，所有材料的邮戳都不得迟于申请期结束日。 

 

邮寄申请表和证明材料时请使用以下地址： 

将申请表和证明文件邮寄至： 

Andy Grove Scholarship for Intel Employees’ Children 
Scholarship America 
One Scholarship Way 
Saint Peter, MN 56082 
USA 

重要提示：您可以在邮寄支持材料的两个星期后通过 intel@scholarshipamerica.org 联系 

Scholarship America 以确认您的文档是否已经收到。您应该与 Scholarship America 联系跟

进。我们对逾期提交或申请材料不完整的情况不设上诉程序。 

评选获奖学生 

是谁决定我能否获得奖学金？ 

获奖学生的评选工作由 Scholarship America 完成。该公司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管理公

司，在管理奖学金计划方面拥有 40 多年的丰富经验。在任何情况下，英特尔公司或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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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基金会的任何管理人员或员工都不得参与评选。所有申请人都同意接受评选结果，我们

不设上诉程序。根据基金会赞助的奖学金计划的管理规章，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不得超

过总申请人数的 25%。 

获奖学生是如何评选的？ 

头 50% 奖学金根据学生的学校成绩颁发给获奖学生。学校成绩包括：分数、班级排名、

测验分数、领导力、活动参与情况、社区参与情况、工作经验、目标与理想，以及特殊情

况等。其余 50% 奖学金将根据学校成绩和经济困难情况综合确定。申请人若要成为获得

第二部分 (50%) 的获奖学生，必须在申请表上提供说明，证明自己经济困难。 

我是否必须提交经济情况说明才能获得奖学金？ 

不必。但是，不提供经济情况说明的学生在评选根据经济困难情况而定的上述部分奖学金

时将不予考虑。 

经济困难是如何确定的？ 

经济困难主要通过计算一个家庭可合理预计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的资金来确定。

Scholarship America 使用与许多大学助学金办公室所用的综合计算方法非常相似的流程

来确定美国申请人的经济困难情况。该流程将考虑申请中提供的所有经济因素 — 调整后总

收入、父母各自收入、税前收入、现金/储蓄总额等、家庭人数和就读高等院校的子女人

数等。 
 

对于美国以外的学生，Scholarship America 使用学生所在国/地区的每个家庭成员的上报

收入。收入可作为确定家庭教育费用负担能力的一个指标。 

我什么时候能收到本计划结果的通知？ 

所有申请人，不论是否评选上奖学金，都将在 4 月中旬收到通知。 

如果这次没有选上，我是否可以再次申请？ 



没有评选上奖学金的申请人，只要符合申请资格要求，都可以再次申请。已获得面向英特

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学生不得再次申请。 

授予的奖学金获奖人数和金额是如何确定的？ 

奖学金金额根据员工领取工资的国家/地区而定，不论他们的子女在哪个地方上大学。分

配给每个国家/地区的奖学金获奖人数将与各个国家/地区获批申请数量占获批申请总数的

百分比相当。学生将仅在员工工作所在国家/地区的所有申请人中竞评奖学金。 

 

例如：员工在美国工作并领取工资，而其子女在哥斯达黎加上学。则该子女将与来自美

国的其他申请人竞争。 

 

注：根据美国对美国基金会赞助奖学金计划的税收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人数不得超

过总申请人数的 25%。 

奖学金金额 

奖学金金额是多少？ 

奖学金金额取决于员工领取工资的所在国家/地区和学生将要就读的高等院校的类型。我

们将评估所有相关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逐个调整奖学金金额。金额规定要求： 

在 A 组国家/地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境内地区、德国、香港、爱

尔兰、以色列、日本、波兰、新加坡、韩国、台湾、英国和美国，奖学金数额设定如下： 

• 就读于两年制或职业技术专科院校，奖学金最高额为 1,500 美元 

• 就读于三年制或四年制大专院校或国际同等院校（例如提供最高级大专院校学位的

大学），奖学金最高金额为 4,000 美元 

 

B 组国家/地区：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

哥、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奖学金金额设定如下： 

• 就读于技校或职业技术专科院校，奖学金最高金额为 1,050 美元 



• 就读于提供最高级高等院校学位的大学，奖学金最高金额为 2,800 美元 

 

若上述奖学金金额超过学生教育计划期间的学费和书杂费用，则将减少奖学金金额，使之

不超过实际费用。费用由 Scholarship America 在学生收到奖学金之际与其确认。 

 

例如：在面向某个国家/地区的计划中，一 (1) 年的学费和书杂费用相当于 2,500 美元。

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提供的奖学金将减少到 2,500 美元。 

 

每位获奖学生的奖学金均为一次性以美元发放。对于那些针对奖学金须收缴税款的国家/

地区，英特尔将为员工提供合理预估的“返计还原”金额，以报销因奖学金产生的任何个

人所得税或社会税（以及任何因此偿付款项产生的税款）。 

我以前在被两年制职业技术学校录取时获得了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

金。如果我又被四年制大学或同等院校录取，我是否还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如果我以后

被四年制院校或同等院校录取，我是否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差额？ 

每位获奖学生的奖学金均仅为一次性发放。如果学生计划就读于一所四年制大学或等同院

校，他们可以考虑等到被四年制院校或同等院校录取后再申请奖学金，而不是在只符合申

请职业技术学校或两年制院校奖学金条件时就申请奖学金。这均由申请人选择决定。 

 

奖学金金额是在评选奖学金时，根据学生在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确定的。 

 

曾经获得面向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安迪·格罗夫奖学金的学生不能再次申请本计划。 

付款流程 

我可以如何使用奖学金？ 

奖学金仅可用于学费、杂费、书费以及与学业相关的用品。奖学金不得用于计算机、房

间、食宿或其他费用。 

我何时能收到奖学金？ 



所有获奖学生都必须填写并提交一份签字的奖学金接受表。此表将与通知一同发给获奖学

生。 

对于使用特殊学习时间表的学生，可以与 Scholarship America 商定特殊安排，按特殊学

习时间表安排奖学金发放事宜。特殊学习时间表包括从夏季中期而不是秋季开始的学期。 

加拿大、印度和美国的获奖学生： 

• 加拿大、印度和美国获奖学生的奖学金支票将在 8 月份寄送到学生的家庭住址；该

支票注明支付给学校。 

加拿大、印度和美国以外的获奖学生： 

• 在发放奖学金款项之前，加拿大、印度和美国以外的获奖学生还必须填写并提交学

校费用/入学确认表和电汇单。4 月，这些表格将与通知一起由 Scholarship America 

发给获奖学生。 

• 我们将在 8 月底或 9 月份，或者在收到要求提供的表格后，为获奖学生电汇奖学

金。 

奖学金的持续时间有多长？ 

奖学金仅为一次性发放，且不可续领。曾经获得过英特尔奖学金的学生不得再次申请。如

果奖学金金额超出了符合条件的一年费用，Scholarship America 将与学生根据具体情况

作出适当的安排。 

税务流程 

奖学金是否需要纳税？ 

每个国家/地区的税法各不相同。每个获奖学生都应该向当地税务部门查询奖学金是否要

纳税的问题。此税务信息仅供参考，不应作为纳税建议。员工应咨询当地税务或财务顾

问，了解有关国家/地区和/或省份关于上述奖学金的具体税务规定、支付时间和申报责

任。 



仅适用于巴西、孟加拉、中国境内地区、哥斯达黎加、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墨西哥、新加坡、斯里兰卡、台湾、美国和越南 

奖学金通常无需纳税，因为这是竞争性奖学金计划，而不是员工福利。关于巴西、孟加拉

国和印度，请参阅分别列于这些国家的缴税信息表中的假定注解。关于其他国家，请参阅

缴税信息表获取指导。具体国家的处理信息如下所示。 

 

仅适用于阿根廷、埃及、德国、爱尔兰、以色列、巴基斯坦和英国 

 根据税法，授予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奖学金将被视为福利，因此应纳税。奖学金将得到税

收保护，并返计还原至子女收到奖学金的员工工资单中。  

 

仅适用于澳大利亚 

根据税法，授予英特尔员工子女的奖学金将被视为福利，因此应作为附加福利纳税。税款

将由英特尔缴纳。 

 

仅适用于加拿大 

奖学金不被视为需缴税的员工福利，因此在加拿大不对奖学金扣税。但奖学金将在员工的

获奖非独立子女/学生的 T4A 表中记录。计划管理机构 Scholarship America 将在 1 月份向

获奖学生，即员工的非独立子女/学生，提供一份 T4A 表用于报税。获奖学生应该在个人

所得税申报中申报此项收入，并咨询税务顾问，全面了解纳税责任。 

 

仅适用于菲律宾、韩国、泰国 

在菲律宾、韩国和泰国不对奖学金扣缴税款或报税。员工应该在个人所得税申报单中申报

直接向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 

仅适用于波兰 

波兰不对奖学金扣缴税款或报税。奖学金支付给非独立子女，将视为学生的个人收入。获

奖学生应该根据当地税务规定申报此项收入。 

仅适用于日本 

日本不对奖学金扣缴税款或报税。IJKK 不会从员工工资单中扣税。但是，员工应该在个

人所得税申报单中申报直接向税务部门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请了解更多关于预扣税影响的

信息。 

https://circuit.intel.com/content/hr/learning/ext-edu/Intel_Scholarship_Taxability_Matrix.html
https://circuit.intel.com/content/hr/learning/ext-edu/Intel_Scholarship_Taxability_Matrix.html
http://www.nta.go.jp/tetsuzuki/shinkoku/shotoku/kakutei.htm


联系信息 

联系 Scholarship America 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所有事宜均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l@scholarshipamerica.org 直接联系 Scholarship 

America。Scholarship America 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对所有通信作出答复。美国非工作日内

不予答复。 

 

mailto:intel@scholarshipameric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