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協助學生就學相關措施 

學雜費減免及有關繳納方式 

一、學雜費減免  辦理資格： 

領有相關證件證明 

1.低收入戶(學雜費全免) 

2.中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 6/10) 

3.身心障礙人之子女(重度-學雜費減免全免、中度-學雜費

減免 7/10、輕度-學雜費減免 4/10) 

4.身心障礙學生(重度-學雜費減免全免、中度-學雜費減免

7/10、輕度-學雜費減免 4/10) 

5.現役軍人子女(學雜費減免 3/10) 

6.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學雜費減免 6/10) 

7.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雜費全免、半公費學雜費減免

1/2) 

8.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約 6/10) 

承辦人：王彩

屏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二、就學貸款 辦理資格： 

家庭年所得需在限額內 

1. 114萬以下(在校期間利息由政府負擔) 

2. 114萬至 120萬(在校期間利息由政府及借款學生各負

擔半額) 

3. 超過 120萬(學生本人是否有另一兄弟姊妹就讀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繳交兄弟姊妹該學期註冊證明) 

承辦人：陳俐

雅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三、大專校院弱

勢學生助學

計畫  

申請對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

籍(不含五專前三年、空中大學及研究所在職專班)，於修

業年限內之學生，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1.家庭年所得逾新臺幣 70萬元。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逾新臺幣 2萬元。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萬元。 

承辦人：王彩

屏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四、分期付款申

請 

本校為照顧經濟困難無法於註冊繳費截止日前繳交學雜費

及住宿費之學生，前學期分期付款未結清，不得辦理次學

期分期付款，如達畢業資格，亦應結清欠費始可領取學位

證書。 

緩繳分期繳納日期及金額: 

一、第一期款項應於申請日完成繳納，未於期限內繳費，

則依本校學則第 23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分期付款以三期為限，第一期最少應為總學雜費之三

分之一。 

承辦人：陳俐

雅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三、若已申請就學貸款經審查後通知為未能核貸者，應於

通知後一週內提出申請，並繳納第一期金額。 

四、申請分期金額應於該學期第十六週前清償完畢。 

急難救助 

一、本校學生急

難救助金 

急難救助金額： 

(一)傷病救助方面（係指學生個人）： 

1.學生住院，慰問金 1500元，加護病房 3000元。 

2.於住加護病房後而身故者，慰問金 10000元。 

3.以身故申請者，低收入戶學生救助金額為 20000元，

其他為 15000元。 

(二)生活救助方面（係指家庭一等親）： 

  1.以身故申請者 

(1)低收入戶身分學生救助金額為 20000元。 

(2)弱勢身分學生為 15000元。 

(3)其他身分為 7000元。 

(4)兄弟姐妹身故，無補助。若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可於其他項下提專案處理。 

承辦人：陳俐

雅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二、教育部學產

基金設置

急難慰問

金 

核給條件及金額： 

(一)因傷病住院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核給新臺幣

一萬元；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

二萬元。但其原因事實係可歸責於學生之故意違法行

為，而該學生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者，不予核給。 

(二)遭受父母或監護人虐待、遺棄或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

行為，致無法生活於家庭，並經政府核准有案之社會

福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委託親屬收容者，核給新臺

幣二萬元。 

(三)因其父母或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1.失蹤達六個月以上、入獄服刑或非自願離職者，核給

新臺幣一萬元。 

2.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3.因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未滿七日者，核給新臺幣五千

元；住院達七日以上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 

4.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四)因其他家境特殊、清寒或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

經教育部專案核准者。 

承辦人：陳俐

雅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三、齊力成金助

學計畫 

(一)申請對象：凡本校學生家境清寒，或家庭遭受重大變

故，致使經濟陷入困頓，影響其就學者，經「齊力成

金」助學會議審核通過後，得核發齊力成金助學金 

(二)核發：本助學金之核發，經本助學金委員會通過後，

分為以下六種額度核發為原則： 

1.全額補助：包括學雜費全額、以及住宿費(依本校宿舍

收費標準)、書籍費(新台幣參仟元整)補助。  

2.學雜費補助：以學雜費全額補助，但不含住宿費及書籍

費。  

3.定額補助：補助學雜費金額固定為新台幣参萬元整。  

4.差額補助：學生因具有其他減免條件，差額不足部分由

本助學金補助。  

5.借款：學生先行向本助學金借款，以繳納就學費用，並

明列還款時間，依期還款。  

6.其他補助：由學生提出生活需求金額，由所屬導師、系

(所)主管審查屬實後，經委員會審查通過。 

承辦人：黃薈

玶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四、【看見希望  

安心就學】 

慈濟基金

會擴大助

學關心社

會家庭困

頓方案 

各班有家庭突遭變故，沒有任何社會福利補助，需要協助

學雜費、午餐費及家庭生活費，請填寫申請表，由本校交

給慈濟慈善基金會，他們會派人做家訪，俟家訪完畢後，

依家庭狀況給予適時補助 

承辦人：陳俐

雅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校內、外獎助學金 

一、校外 依據各單位(財團法人、宮、廟)等實際來的申請內容辦理，

可參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助學金公告區 

摘述部分獎助學金申請條件如下： 

許茂林獎助學金(10個名額每名 10000元) 

申請條件 

1. 未領其他獎學金 

2. 家境清寒，突遭重大變故者優先。 

3. 操行甲等 

4. 上學期成績平均學業七十分以上 

5. 讀書計畫(短期和長期)或畢業生之生涯規劃。 

張榮發基金會(6個名額每名 20000元) 

●申請對象：為家境清寒者或家庭突遭變故，如父母親或

承辦人：王彩

屏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負擔家計者因病重、或家庭遭受重大災害等情形，致無

力繼續就學者。 

●成績標準：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 

●推薦期限：於下學期開學日起至 4月中上旬止 

宗倬章先生獎學金(2個名額每名 40000元) 

●候選人資格： 

1家境清寒(由導師在推薦表中詳述家境清寒狀況即

可)、家庭遭遇變故使經濟發生困難或持有低收入戶證

明者。 

2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或全校/全班排名百分比前

10%。 

3本學期未領其他獎學金(「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各級政府機關發給之「原住民學生獎助

學金」除外)。 

●推薦期限：概為每年 10月 15日止 

金融總會獎助學金(10個名額每名 50000元) 

●申請人資格條件：以下一至四條件頇同時具備 

一、現就讀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不含 

在職專班學生、空中大學生、假日班之進修推廣

生)、碩士生及博士生。 

二、前學年度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65 分以上(僅限大專

院校學業成績)。 

三、前學年度下學期德行成績無曠課及懲處紀錄。 

四、財務或其他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符合各縣市政府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 

(二)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

亡等）。 

(三)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失蹤或罹患重大疾病，

無法工作。 

(四)目前接受社福單位輔導、扶助或安置。 

(五)其他足以證明需要財務協助。請各校協助上傳導

師推薦信或自述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俾便查考 

●學生申請時程：學生申請自 10 8年 9月 9日起至 10月

5日止 ， 

 

二、校內(含教

育部) 

1.清寒學生獎學金 

(1)申請資格：獎勵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且學業成績優良同

學。 

 



(2)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含)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分(含)以上，該學期未曾遭記小過以上處分。(不含

新生第一學期及畢業生第二學期) 

(3)名額：由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4)金額：每名新台幣 5000元整。 

(5)每學期申請時間如下： 

A.第一學期十一月底以前辦理。 

B.第二學期四月底以前辦理。 

2.身心障礙獎學金 

(1)本校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學業成績及品行

表現優良者，給予獎勵。 

(2)申請條件：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0(含)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分(含)以上，且該學期未曾遭記小過以上處分，(不

含新生第一學期)。 

(3)名額：由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酌情議決。 

(4)金額：每人每學期學業成績達 70分以上新台幣三仟，

學業成績達 80以上者伍仟元整。 

(5)每學期申請時間如下： 

A.第一學期十一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B.第二學期四月底以前前提出申請。 

3.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 

(1)申請時間：每年 1月 30日前，每學年一次。 

(2)於申請成績之學年度持 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依下列規定申請獎補助： 

A.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品行優良無不

良紀錄者，發給獎學金。 

B.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且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補助金。 

C.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

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

學金。 

D.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

成績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

金。 

(3)所定獎學金、補助金之類別及金額請參閱特殊教育學生

獎補助辦法。 

4.失業勞工子女助學金  

(1)父母或監護人因非自願離職問題影響學生就學，用以

協助學生順利就學。 



(2)申請條件：父母或監護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未領

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補助（各級政府補助

就讀私校學生每學期伍仟元補助除外）、公教子女教

育補助費及教育部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金者，均可

申請補助。 

A.因事業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或破產宣告而離

職者。 

B.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  

C.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

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視為非自願

離職。 

(3)每學期申請時間如下： 

A.第一學期十一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B.第二學期五月底以前提出申請。 

(4)金額:新台幣一萬元整，每人每年以領取一次為限。 

5.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每學期辦理) 

(1)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申請獎學

金，每學期新臺幣二萬二千元。 

(2)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或設籍臺東縣

蘭嶼鄉具雅美族身分者，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學期

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3)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者，得申請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臺幣二

萬七千元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七

千元。 

(4)實際獲取名額依「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

民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6.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戶學生助學金(每學期辦理) 

操行無小過懲處紀錄，學業成績 60分以上均可提出申

請，無名額限制，每人 5000元。 

其他相關助學措施 

一、生活助學金 具低收入戶、家庭年收入 70萬以下之弱勢學生，依本校分

配有生活助學金的教學或行政單位之名額，由各單位徵詢

辦理((每月應服務 30小時(每週不超過 8小時)為原則，發

予 6000元)。 

承辦人：王彩

屏小姐 

聯絡電話：

8662-5848  

二、高教深耕-

弱勢輔導

機制計畫 

1.職涯規劃與就業輔導︰ 

(1)辦理方式： 

A.就業轉銜座談會：預計每學年辦理兩場次，邀請本校

職涯規劃與

就業輔導負

責單位：學諮



大二至大四弱勢學生家長一同參與，預計補助 50人

次，全程參與者發給獎勵金 2,000元。 

B. 職涯探索團體：開設學生汽車美容、餐飲等兩類課

程，並培訓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學生參與 2/3 課程，

課程結束後繳交參與心得並協助學生報考相關證

照，即發給獎勵金 2,000元，預計補助 30人。 

C.職涯輔導： 

(A)需提供每位弱勢學生 4次的職涯諮詢，且每次諮詢

頇做簡單的紀錄。 

(B)在此 4次的諮詢過程中，頇協助學生完成包含基本

資料表的填寫(有既定表單)、生涯興趣量表的測驗和

結果解釋，以及履歷自傳的撰寫。 

(C)第 1次諮詢時請學生簽署諮詢同意書，最後 1次諮

詢時請學生填寫回饋單，4次諮詢皆頇填寫諮詢的日

期及時間，並請學生簽名。 

2.課業輔導之協助︰ 

(1)依「東南科技大學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核發實施要點」

條件參加學業輔導者，需依教務處公告時程，每週至

多 10小時學業輔導，再依實際參與時數，由教務處申

請核發學習助學金。學期結束，學業成績進步者，次

學期初核發獎勵金新台幣壹仟元整： 

依上述條件參加優秀學生之多元學習方案者，每

學期成績優異達 90分以上者獎助 10000元，達 85分

以上者獎助 8000元，達 80分以上者獎助 6000元，達

75分以上獎助 4000元。(進步獎勵金與成績優異獎助

金擇一) 

3.弱勢學生證照輔導 

(1)為達到全面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在取得專業技術證照方

面，實習就業組隨時提供政府機關及各技術證照檢定

時程給學生參考報名，不定期通知各系專業老師協助

輔導參加證照考詴。 

(2)補助金額： 

A. 報名費：依報名費實際金額核發，報名費核發金額上

限為 5 ,000元 。 

B.獎勵金依各院系所之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對照表核

發：初級 2,000元、中級 3,000 元、中高級 4,000

元、高級 5,000元 取得系特色證照者加發 1,000元。

取得外語檢定項目之獎勵金：初級 2,000元、中級 

4,000元、中高級 8,000元、高級 16,000元 。 

4.弱勢學生競賽展演輔導： 

中心 

 

課業輔導之

協助負責單

位：課務組 

 

弱勢學生證

照輔導、弱勢

學生競賽展

演輔導負責

單位：實習就

業組 



為達到照顧經濟弱勢學生踴躍參加各項專業技藝能競賽

及展演方面，實習就業組隨時提供政府機關等各項專業

技藝能競賽及展演資訊，不定期通知各系專業老師協助

輔導參加，補助項目：報名費、材料費、競賽展演活動

期間差旅費、競賽成績優秀獎勵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