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發展獎勵金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下面兩項可同時申請)

1. 因經濟因素無法順利學習，每學期
提供 5,000 元助學金。

□ 1A.

2. 該學期間需自主參與課程以外之演
講、工作坊、語言課程、文化學習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1)申請時應繳交資料：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經濟困難相關師長輔導記錄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安心就學助學金】

活動、企業參訪課程及活動至少 16

(洽伯苓2F生輔組-1221分機)

小時，未完成時數者下學期不得申

(2)期末應補繳繳交資料：

請。

□16 小時學習時數證明

□ 1B.

3. 僅適用 1082 學期及 1091 學期。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1. 每學期 12,666 元(低收入戶除外)。

(1)申請時應繳交資料：

2. 該學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 30 小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時，服務學習內容包含校內具公共

□經濟困難相關師長輔導記錄

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安居樂學扶助金】

動，未能完成時數者下學期不得再

(洽伯苓2F生輔組-1221分機)

申請。
3. 僅適用 1082 學期及 1091 學期。

(2)期末應補繳繳交資料：
□30 小時服務時數證明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1. 參照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設置暨

□ 2.

申請辦法〉核撥急難救助金。
2. 由學生本人或委託親友檢附相關

【急難救助金】

證明文件，並填妥申請表，經院輔

(洽行健 1F 健康中心-1224 分機)

導教官、導師及系所主管會簽後送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急難事件相關證明文件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交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1. 依據每月考核結果每月核撥3,000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至6,000元不等之行政課程學習期

□填妥行政見習計畫

間見習獎助金。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 3.
【行政課程見習獎助金】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2. 每學期最高補助20,000元。
3. 僅適用1082學期及1091學期。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洽行健 1F 體育中心-1242 分機)

按學期補助學雜費及住宿費用。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2.

獲選為學校代表隊後且能配合教

□獲選為學校重點發展代表隊

練安排之培訓課程，檢具運動成績 □參與培訓計畫或證明
3.
4.

申請獎勵項目

證明及相關資料提出申請。

□運動成績資料及績優證明

請於每學期期中考前完成該學期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獎助申請。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僅適用1082學期及1091學期。
獎勵項目說明

1.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經由各系所推薦，參與地區性、全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國性或國際性競賽，獲前三名、優 □競賽報名訊息或簡章

□5.
【明道之光獎勵金】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1.

□ 4.
【運動績優學生獎助金】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2.

(洽行健 1F 保健中心-1224 分機)

3.

等或金牌獎者。

□競賽獲獎證明

補助金額及審查標準比照本校明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道之光獎勵實施要點。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參賽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申請獎勵項目
(兩項可同時申請)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1. 核實申請，每人每年 2 次為限。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2. 需經參與校內外證照輔導班或正式

□課業輔導等學習證明

課程輔導，或經學科指導教授輔

或自主學習記錄或證明

□6A.

導、系所教師專業指導達 8 次或 8

□報名費收據或支應費用證明

【專業證照考照費】

小時以上，提供「專業證照報名費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補助」。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3. 訓練與考照費用合併無法區分考照
費用者，最高補助 2000 元。
(報名費收據日期需為 109 年)

□6B.
【證照考取獎勵金】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申請獎勵項目

經參與校內證照輔導班或正式課程輔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導，或經學科指導教授輔導、系所教師

□課業輔導等學習證明

專業指導達8次或8小時以上，考取技術

或自主學習記錄或證明

證照(CPR除外)、語言檢定、國家考試

□證照或錄取通知書影本

等，頒發2,000元獎勵金。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證照錄取日期需為109年度)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課後接受課業輔導、補救教學、經授課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或系所老師專業指導達8次以上或自發

□課業輔導或自主學習記錄等學

性學習達8小時以上，1081學期或1082

習證明

□7A

學期獲書卷獎獎勵資格者，核發原書卷

□1081 成績單

【成績卓越獎學金】

獎金額加計5,000元成績卓越獎學金。

□或 1082 成績單

1081學期或1082學期非獲書卷獎獎勵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資格但學業成績為班排名前20%者，學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士班提供每名3,000元、進修學士班提

<備註：獲書卷獎者優先申請該項

供每名2,000元。

獎學金，並不再另外核發書卷獎>

課後接受課業輔導、補救教學、經授課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或系所老師專業指導達8次以上、跨部

□課業輔導或自主學習記錄等學

(洽伯苓2F生輔組-1221分機)

跨院選修、重修課程、心理諮商4節以

□7B.
【成績進步獎勵金】
(洽伯苓2F生輔組-1221分機)

習證明

上或自發性學習達8小時以上，1081或

□1072 及 1081 兩學期成績單

108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較前一學期學

□或 1081 及 1082 兩學期成績單

業成績進步者。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a) 平均成績達70分以上且進步15%以上：每
名新台幣5,000元。

(b) 平均成績達70分以上且進步8%以上：每
名新台幣3,000元。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下面兩項可同時申請)

□8A.
【生涯力探索獎勵金】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109 年期間參與生涯活動，如 UCAN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講座、生涯講座活動、就博會、生涯測 □參加證明(申請場次：

)

驗、生涯探索工作坊或團體等，參與後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繳交參與心得，每完成 1 場核發 500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元，每學期至多 4 次。

□8B.
【生涯力成長獎勵金】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申請獎勵項目

□9.
【實務實習獎勵金】

109 年期間經師長推薦，因學習相關困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擾申請心理輔導者，經 4 節輔導後，繳 □諮商中心相關輔導證明
交參與心得，顯示進步者，核發 2,000 □學生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
元，每人每學期至多補助 1 次
獎勵項目說明

(可同時申請多項)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凡實務實習課程 1081 學期或 1082 學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期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給予獎勵金每

□1081 學期成績單(實習成績)

名新台幣 2,000 元，按學期補助。

□實習輔導老師輔導記錄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申請獎勵項目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擔任社團幹部達半年以上，並在任期期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10A-a
【領導力學習獎勵金】
(洽行健 3F 課指組-1203 分機)

間參與校內社團成果展示或校外社團

□評鑑甲等以上之證明

評鑑獲甲等以上成績者，優等核發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5,000元，甲等核發3,000元，隸屬多個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社團時擇一獎勵。
(參與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向學校提出參與志工服務或社會服務

□10A-b
【領導力學習獎勵金】
(洽行健 3F 課指組-1203 分機)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計畫，擔任活動總召，規劃及帶領社團 □參與服務活動成果報告影本
參與服務並完成成果報告者核發5,000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元獎勵金，每學期2次為上限。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參與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協助籌辦本校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10A-c
【領導力學習獎勵金】
(洽行健 3F 課指組-1203 分機)

性之大型或校級活動，含參加事前籌備 □協助活動之服務單位證明
會議及相關協助準備需至少達6小時以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上，核發2,000元領導力學習獎勵金，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每學期2次為上限。
(參與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鼓勵學生參與志工服務及社區服務，凡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10B

參與社會服務或協助辦理活動每達6小

□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證明

【社會服務獎勵金】

時給予社會服務獎勵金2,000元，每學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期6,000元為上限。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洽行健 3F 課指組-1203 分機)

□10C
【社團菁英獎勵金】
(洽行健 3F 課指組-1203 分機)

(參與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1. 比照<本校學生社團菁英獎助學金
辦法>提出申請及辦理審查。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參與社團相關優良事蹟佐料

2. 通過後核發3,000元獎勵金。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參與時間需在109年度期間)

□學習輔導心得暨回饋單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1. 透過報名遴選方式，鼓勵具服務熱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忱、勤勞負責學生擔任宿舍樓長。 □填妥下面樓長報名資料

□11.
【住宿服務學習獎勵金】
(洽志強 1F 宿導-6105 分機)
(洽明誠 1F 宿導-399 分機)

2.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樓長獎助學金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辦法」每月考核1次，依考核成績
分別給予2,000、2,400及3,000元

<備註：宿導另行通知面試>

之住宿服務學習獎勵金，每學期考
核核發5次。
3. 僅適用1082學期及1091學期。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1. 109年度期間經由學校推薦進行國外 

出國前應先繳交資料：

短期研修、校內教師帶隊進行無對價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關係之國際交流或國際專業學術競

□預計申請經費說明(下表)

賽者。

□推薦單位或代隊老師簽章

2. 視109年度計畫經費彈性發給，歐洲 □短期研修課程資料及證明

□12.

地區每人每年五萬元上限，美洲及澳

【拓展國際視野學習】

洲地區每人每年四萬元上限，日韓地

(洽伯苓 2F 生輔組-1221 分機)

或國際交流活動或學術專業競
賽之活動資料及報名證明

區每人每年三萬元上限，其他亞洲地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區每人每年一萬五千元上限，如獲其  回國後於 15 日內應繳交：
他補助或獎勵者，擇一辦理。

□機票收據影本、研修或參與競賽
衍生之報名費或研修費用
□完成研修證明、國際交流或競賽
成果報告

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項目說明

申請時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

(下面兩項可同時申請)
109年期間針對參加本校個人申請入學  報名期限內檢具申請表及下列

□13A
【第 2 階段甄試
考生車資補助】
(洽伯苓大樓 2F 招生中心
048876660#1133)

第二階段甄試考試學生，提供交通補

三項資料，通訊方式事先向本

助，本島以高鐵、臺鐵或公路票價為

校提出申請：

限。離島以實際搭乘之交通工具報支，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金額依票根或公告所載為準。駕駛自用 □預計報支交通費證明或費用估算方
汽（機）車者，交通費按同路段公民營
客運汽車票價報支。

式說明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考試當天或考試後三天內：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繳回或寄回
購票證明或車根

109年期間針對參加本校個人申請入學  報名期限內檢具申請表及下列

□13B
【第 2 階段甄試
考生住宿補助】
(洽伯苓大樓 2F 招生中心
048876660#1133)

第二階段甄試考試學生，提供遠距應考

三項資料，通訊方式事先向本

生住宿費補助，憑收據核實補助，最高

校提出申請：

金額以新台幣1,500元為限。

□申請對象證明文件
□預訂住宿相關證明(含房價)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考試當天或考試後三天內：
□考試當日繳交或考試後三天內以通
訊方式寄回住宿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