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嘉有機會希望專戶募款實施要點
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6 年 5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7 年 5 月 16 日 10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28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照顧嘉星學生、鼓勵人才就讀博士班、提供學生急難慰助，特規
劃「嘉有機會」希望專戶募款計畫，並制定國立中正大學嘉有機會希望專戶募款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方案及其核心精神如下：
（一）方案一希望就學專戶，以照顧弱勢、安定就學為核心精神。
（二）方案二希望人才專戶，以培育人才、深耕未來為核心精神。
（三）方案三希望救助專戶，以急難慰問、緊急紓困為核心精神。
三、方案一希望就學專戶，係為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供給設籍中華民國之本校學士班嘉
星學生輔導所需經費而建立之募款基金。
補助對象：
（一）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 A 低收入戶、B 中低收入戶、C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D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E 原住民學生。
（二）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助學金補助者。
（三）原住民學生(未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家庭突遭變故者(此項身分需供佐證資
料至輔導中心資源教室審核通過)。
補助項目及條件：
（一）為鼓勵學生落實生涯興趣探索，使其在學期間積極執行課程規劃與管理並檢視學習成效，
本要點提供審核通過者勵學獎助學金。
（二）申請者需檢附本校課程地圖系統中的修課計畫及 UCAN 最近三個月內施測結果，並依據 UCAN
職涯測評及就業發展建議，說明學習歷程是否符合發展建議及修課計畫，相關資料經由秘
書室會同輔導中心審核通過者，每年提供新台幣二萬伍仟元勵學獎助學金。
（三）本項勵學獎助學金授權秘書室依專帳提撥金額及實際執行狀況，決議每年受獎名
額及開放申請次數（每位學生同一年度以獲獎一次為限），公告訊息週知學生填妥
資料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後提交秘書室審查。本補助方案以「嘉有機會勵學獎助學金」名
義發放為原則，另經秘書室審核同意後，得以捐款者個人或機構勵學獎助學金名義發放。
秘書室與輔導中心共同檢視申請者學習成效表現排列優先獎助名單，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當年度辦理撥款事宜。
（四）已獲「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嘉星計畫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項勵學獎助學金。
經費由本校各行政教學單位共同向企業、基金會或校友等勸募指定捐款。專帳（中正大學學生獎
助及弱勢學生助學專戶）由秘書室媒體暨公關中心管理，除本辦法方案一勵學獎助學金外，亦配
合各單位依學生課程學習需求所訂定之輔導機制發給學生支用。
前項所指輔導機制，須與學習或就業輔導有關，包括課業輔導協助、實習機會提供、職涯規劃與
輔導、就業機會媒合、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等。
四、方案二希望人才專戶，獎助對象為本校博士生，每名博士生每學期提供新台幣十二萬元獎助學金，
按月分次發給新台幣二萬元獎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乙次。
獎助條件：
（一）經博士班甄試、考試、申請進入本校各研究所或博士學位學程就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者。
（二）未領取退休俸或未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之全職博士生。

（三）尚未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一至三年級博士生。
（四）已領有其他計畫獎勵金、補助或擔任各類助理領有相關經費者優先。
（五）已獲「國立中正大學培育全國優秀全職本國博士生獎學金」者，不得兼領本項獎
助學金。
捐款額度及方式：金額不限。可由多位捐款人合資並指定捐款代表人，捐款人可指定受贈學院、
系所或由校方統籌規劃。捐款人資料將於本校網頁公告徵信，以符責信。
經費來源及審查機制：
（一）依據募款計畫設置專帳由秘書室統籌管理，經費由本校各行政教學單位共同勸募
籌措。
（二）各學院應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三週內公告訊息及申請表單，週知所屬學生填妥資料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由各學院審查確認符合第四點第二項獎助條件。
（三）各學院應於開學後六週內將符合資格之學生申請表單彙整提送秘書室，由秘書室審核獎助
名單，簽請校長同意後，按月辦理撥款事宜。
五、方案三希望救助專戶，獎助對象為本校遭逢急難事故學生，並依本校學生急難慰問金實施要點辦
理。
六、獲方案一獎助之嘉星學生如中途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已核發之獎助學金不予追繳。
獲方案二獎助之博士生如違反本要點第四點第二項第二、三款者，應全數繳回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中途休學、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自休(退)學次月起停發獎助學金。
七、本要點所指獎助學金，得視經費編列及籌措情形陳請校長核定後，調整額度或停止獎助學金的發
放。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嘉有機會博班獎助學金 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學院
姓名：
電話：

系所
生日：

年

組 學號：
月

手機：

日 身份證字號：
E-Mail：

簡述個人優秀事蹟或研究專長：

獎助條件
□檢附相關佐證文件，證明為通過本校博士班甄試、考試、申請進入本校各研究所或博士學位學程就
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且為尚未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一至三年級博士生。※不限國籍※
是否領有其他計畫獎勵金、補助或擔任各類助理：
（為鼓勵博士生積極爭取校外經費，將依據申請者已領取之校外經費金額高低排序建議獎助名單）
□是；請詳填附件「申請學生領取校外計畫經費或擔任研究助理情形一覽表」
□否
＊ 本人未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亦未領取退休俸。
如有不實，本人同意全數繳回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名：
＊ 本人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秘書室，以做為獎助學金核發及申請資料備查之依
據，且概不退件。
申請人簽名：
所屬系所審查結果：
□符合申請獎助資格，由系所推薦學院審查
□不符合申請獎助資格

系所承辦人：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審查結果：（本學期請各學院推薦 1-2 位）
□同意由學院推薦審查
□因推薦人數有限，無法由學院推薦審查

院承辦秘書：
學院主管：

備註：
一、承辦人應詳細審核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法規，推薦名單申請表確實核章後，正本留存備查，申請
表影本及其檢附資料統一由院辦彙送秘書室媒體暨公關中心。
二、秘書室將依據博士生已領取校外經費金額高低排序建議獎助名單，簽請校長同意後按月辦理撥款
事宜，獲獎助者每人每月 2 萬元，本學期每人共 12 萬元。
三、依據本校嘉有機會希望專戶募款實施要點辦理，本案獎助學金為每學期申請一次。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嘉有機會博班獎助學金申請
申請學生領取校外計畫經費或擔任研究助理情形一覽表
系所：
年級：
姓名：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區間：110 年 2 月 1 日～110 年 7 月 31 日
請說明獎勵/補助名稱與金額，並隨表檢附資料證明，俾利院系辦加以審查。
編

計畫編號

號
範

MOST106-2113-M-

例

194-006-MY3

範

MOST105-2410-H-1

例

94-035-SSS

計畫名稱/擔任助理

計畫執行
起迄日

使用微流體與質譜 技 術
開發新穎生化分析裝置

110/2/1～110/7/31

實際可領取之

每月平均可領取

總金額(A)

金額(A/6)

108,000
110/2/1～110/7/31

華人青少年多向度性 格
量表的多重性格多重 方

110/2/1～110/7/31

(18,000*6)
90,000

110/2/1~110/4/31

法之檢核

（30,000*3）

1
2
3

總

計（平均）：

備註：

範例請刪除

本人謹聲明以上資料均屬實，此致國立中正大學秘書室
指導教授簽名：
申請學生簽名：
日期：

元/月

18,000

15,000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嘉有機會博班獎助學金 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Doctoral Scholarship, Spring, 2021
申請人資料
學院 College

系所 Graduate Institute 學號 Student ID
組 Section

姓名 Name

Year
電話 Telephone ：

身份證字號

生日 Date of Birth
Month

Date

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ID No.

手機 Cell Phone：

E-Mail：

簡述個人優秀事蹟或研究專長：Brief description on you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r field of research

獎助條件
□檢附相關佐證文件，證明為通過本校博士班甄試、考試、申請進入本校各研究所或博士學位學程就
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且為尚未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之一至三年級博士生。※不限國籍※
Please attach documents that certify your status as doctoral student. Applicants must be students with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in doctoral programs who haven’t yet passed qualification exams. No nationality limit.
是否領有其他計畫獎勵金、補助或擔任各類助理：
（為鼓勵博士生積極爭取校外經費，將依據申請者已領取之校外經費金額高低排序建議獎助名
Please specify other scholarships, assistantships, or grants you have received.
(The scholarships will be awarded to those who receive the highest amount of external sponsorships.)
□是；請詳填附件「申請學生領取校外計畫經費或擔任研究助理情形一覽表」
Yes. Please fill the attached “List of External Funds or Assistantships.”
□否
No
＊ 本人未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亦未領取退休俸。
如有不實，本人同意全數繳回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I am not a full-time employee at any public or private institution, and not
receiving any retirement pension. I agree to return all I’ve received from this scholarship to the
University if the statement is not true.
申請人簽名：Signature

＊ 本人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秘書室，以做為獎助學金核發及申請資料備查之依
據，且概不退件。
＊ I agree that my application and the attached documents be accessible to the Office of Secretariat
for review and future reference, and not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afterwards.
申請人簽名： Signature
所屬系所審查結果：Recommendation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符合申請獎助資格，由系所推薦學院審查
Eligible and recommendable for application
□不符合申請獎助資格
Not eligible for application
所屬學院審查結果：（本學期請各學院推薦 1-2 位）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College
(Each college may recommend 1 to 2 applicants as finalists)
□同意由學院推薦審查
Recommend by the College
□因推薦人數有限，無法由學院推薦審查
Not recommended due to limit of quota.

系所承辦人：
Signature of Secretary of
Graduate Institute
系所主管：
Signature of Chair
Graduate Institute

of

院承辦秘書：
Signature of Secretary of
College
學院主管：
Signature of Dean
of College

備註：
一、承辦人應詳細審核申請人資格是否符合法規，推薦名單申請表確實核章後，正本留存備查，申請
表影本及其檢附資料統一由院辦彙送秘書室媒體暨公關中心。
二、秘書室將依據博士生已領取校外經費金額高低排序建議獎助名單，簽請校長同意後按月辦理撥款
事宜，獲獎助者每人每月 2 萬元，本學期每人共 12 萬元。
三、依據本校嘉有機會希望專戶募款實施要點辦理，本案獎助學金為每學期申請一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嘉有機會博班獎助學金申請
申請學生領取校外計畫經費或擔任研究助理情形一覽表
List of External Funds or Assistantships Received by Applicant for Doctoral
Scholarship, Spring, 2021

系所 Graduate Institute：
年級 Year Admitted：
姓名 Name：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區間：110 年 2 月 1 日～110 年 7 月 31 日
Duration of Spring Semester, 2021: Feburary 1,2021 – July 31, 2021
請說明獎勵/補助名稱與金額，並隨表檢附資料證明，俾利院系辦加以審查。
Please specify names and amounts of awards or assistantships and attach documents of
proof.
110/2/1～110/7/31

編
號
No

計畫執行

實際可領取之

起迄日

總金額(A)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擔任助理

Duration of

Total Amount

Serial No. of Project

Name of Project

Project

Expected to

(yy/mm/dd –

Receive during

yy/mm/dd)

Feb.1,2021 –
Jul.31, 2021

110/2/1～110/7/31

每月平均可領取
金額(A/6)
Monthly Average
Received during
Feb.1,2021 –
Jul.31, 2021

使用微流體與質譜 技 術
開發新穎生化分析裝置

範
例
Ex
am
ple

Use of Microfludics and
MOST106-2113-M194-006-MY3

Mass-Spectrographic
Technique

Development of
Biochemical
Device

1
2

for

the
New

Analysis

Feb.1,2021 –

108,000(NTD)

Jul.31, 2021

(18,000*6)

18,000(NTD)

3

總

計（平均）Total (average)：

NTD/Month 元/月

備註：
Note
範例請刪除(Delete the example in your application)

I certify to the Office of Secretariat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at all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本人謹聲明以上資料均屬實，此致國立中正大學秘書室
指導教授簽名 Adviser’s Signature：
申請學生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日期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