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06 / 9 / 14 

 
 

編號 項目 申請對象 申請額度 承辦單位 

一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 

1.家庭年所得新台幣 70 萬元以下。  

2.家庭利息所得新台幣 2 萬元以下。  

3.家庭擁有土地及不動產 650 萬以下。  

4.學生學期成績平均 60 分以上。  

12,000 元~ 35,000 元 

學務處生輔組  

承辦人 吳幸儒 小姐  

5018  

學務處進服組  

承辦人 楊子毅 先生  

4634 

二 學雜費減免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現役軍人子女。  

5.原住民學生。  

6.軍公教遺族(卹內、卹滿) 。  

7.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依各類別額度減免 

學務處生輔組  

承辦人 蘇意晴 小姐  

5016 

學務處進服組 

承辦人 楊子毅 先生  

4634  

三 就學貸款 

1.家庭年所得收入 114 萬以下，由政府付擔貸款

利息。  

2.所得收入 114-120 萬元之間，付半額貸款利息。 

3.所得收入 120 萬元以上（且須家中有 2 位子女

就讀高中職以上者），自付貸款利息。 

56,000 元~ 65,000 元 

學務處生輔組  

承辦人 林碧月 小姐  

5012  

學務處進服組 

承辦人 辛雲光 先生  

4631 

四 
教育部學產基金 

設置急難慰問金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申請； 

學生年滿 25 歲以上，不得申請；最近 1 年綜合所

得總額達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或不動產價值合

5,000 元～20,000 元 

軍訓室 

系輔導教官 

3043 

「安定就學措施」申請諮詢及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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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達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不予核給。】 

1.學生重傷病住院滿 7 日以上。 

2.學生死亡。 

3.學生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 

4.父或母或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1）失蹤 6 個月以上（2）入獄服刑 

（3）非自願性離職（4）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

（5）因風、水、震、火災害住院（6）死亡 

五 
教育部學產基金 

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1.設籍臺灣地區、金門縣及連江縣，現就讀國內

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上學校（含進修部，不含研

究所）之低收入戶學生。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 

3.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10,000元 

 

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承辦人 羅筠雅 小姐 

5073 

六 提供校內住宿免費 

1.凡具有低收入戶子女資格之學生（須出具縣、

市政府核定低收入戶證明）。 

2.每學期應完成 50 小時之校內、外服務學習。 

 

學務處住宿組 

承辦人 曾諱港 先生 

5085 

七 學生工讀助學金 

凡具有低收入戶子女、清寒家庭子女、家庭經濟

特殊困難、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外籍生、原住民

等身份之學生，將優先安排校內工讀機會。 

3,000 元～8,000 元 

學務處服學組 

承辦人 孫玫芬 小姐 

5043 

八 
學生公共服務績優獎學

金 

1.社團幹部、服務團體幹部、班級幹部、學生宿

舍幹部。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及格、操行成績 80 分以

上。 

4,000 元 

學務處課外組 

承辦人 潘季儒 小姐 

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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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自強助學金 

1.前一學期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

以上。 

2.家境清寒(含失業家庭或家庭經濟困難)者。 

3.前一學期未領有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之校內外各

項獎學金及當學年未獲領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金者為原則。 

5,000元 

學務處課外組 

承辦人 潘季儒 小姐 

5026 

十 學生急難扶助金 
本校之學生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而影響本身繼續

求學或生活者。 
6,000 元～60,000 元 

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 

承辦人 羅筠雅 小姐 

5073 

十一 
提供學生校外臨時工讀

資訊 
本校學生  

學務處學發中心 

承辦人 陳玲君 小姐 

5063 

十二 離島學生就讀獎學金 
設籍離島地區至少 9 年，並於離島地區完成國民

中學或其附設補習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之教育。 

1.入學獎學金 

2.住宿補助 

3.交通補助 

教務處招生中心 

承辦人 洪佩吟 小姐 

4037 

十三 
波錠文教基金會獎助學

金 

一、家境清寒或離島偏遠地區學生助學金 

(一) 家境清寒： 

1、低收入戶或家庭年收入低於新台幣 40

萬  元，且未領政府各項就學優待（減免）

者（扣除：軍公教遺族子女，給卹期滿軍公

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已領取本校共

同助學措施與其他就學優待者，視家庭狀況

一、家境清寒或離島偏

遠地區學生助學金 

(一) 家境清寒： 

大學部學生：每名助學

金新台幣 5仟元。 

研究生學生：每名助學

金新台幣 6仟元。 

教務處課務組 

承辦人 吳怡靜 小姐 

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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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餘額遞補。 

2、前一學年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大學部

75分以上或全系排名前 10％，研究所 80分

以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若大學為本校畢業

生者，得以前一學年大學部成績申請大學部

學生之獎助）。操行平均成績 80分以上。體

育平均成績 70分以上（免修或因故無法修習

者除外）。 

(二)離島偏遠地區學生 

前一學年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大學部 75

分以上或全系排名前 10％，研究所 80分以

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若大學為本校畢業生

者，得以前一學年大學部成績申請大學部學

生之獎助）。操行平均成績 80分以上。體育

平均成績 70分以上（免修或因故無法修習者

除外）。 

 

二、表現傑出學生獎學金 

學生有各種創作、發明、設計專利或研究成

果，公開發表且具有貢獻，或在校期間代表

本校參加國家級或國際性正式競賽，表現傑

出，能提昇校譽，為校爭光者。每學院以推

薦 1名學生為原則，申請標準及甄選程序由

各學院訂定之。 

 

 

 

 

 

 

 

 

(二)離島偏遠地區學生 

大學部學生：每名助學

金新台幣 1萬元。 

研究生學生：每名助學

金新台幣 1萬 2仟元。 

 

 

 

 

二、表現傑出學生獎學

金 

每名學生每年獎學金

新台幣 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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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學行優良獎學金 

1.學業成績在各班前 3 名。 

2.日間部學生所修科目學分數 16 學分以上（四年

級 9 學分以上），進修部學生 9 學分以上。 

3.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4.所修體育科目成績達 70 分以上。 

1,500 元～3,000 元 

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 林美萱 小姐 

4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