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各界捐助暨助學功德金審查會議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
管理委員會暨助學功德金個案審查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點：生活輔導組惠蓀堂一樓會議室
主席：鄭學務長經偉

壹、主席致詞
貳、承辦單位報告
一、 本次各界捐助獎助學金計共20項開放申請，因「葛志元先生獎學金」、「原子能獎學
金」、「夏兆熊先生獎學金」、「陳清義教授」、「羅清澤教授」、「李幹軍教授」、「黃盤
銘教授」
、
「宋勉南與劉作炎教授」及林英祥博士暨李冀生博士獎學金」等9種獎學金
孳息不足支給，故本(99)學年度暫不辦理，獎助學金名額分配表及孳息表如附件1、
2所示。
二、 本校助學功德金至100年1月中累計捐款金額7,454,847元，補助47名同學，計支出
1,558,040元，尚餘5,896,807元（詳如附件7）。

提案討論
提案一：99 學年度本校清寒勤學獎勵金學生申請名單案，請 審查。
說 明：本獎勵金每學年提供大學部 100 位與研究所 50 位名額，每名 1 萬元；本次大學部
學生申請有 103 名，合格 86 名；研究所申請學生 24 名，合格 19 名，共計 105
名同學通過申請，如附件 3、4 所示。本獎勵金每學年提供大學部 100 位與研究所

決

50 位名額；本次大學部學生申請有 103 名，合格 86 名；研究所申請學生 24 名，
合格 19 名，共計 105 名同學通過申請，如附件 3、4 所示。
議：因 5 名學生家中雖有汽車 2 台，但因車齡超過 20 年以上，無力報廢，且其餘條件
皆符合規定者，仍屬通過，共 5 件。1 名學生條件皆通過，但逾期繳件，基於照
顧學生之立場，且尚有餘額，亦屬通過。2 名同學缺資料補件後，條件通過。故
本次大學部學生申請有 103 名，合格 94 名；研究所申請學生 24 名，合格 19 名，
共計 113 名同學通過申請。

提案二：98 學年度本校代辦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學生申請名單案，請 審查。
說

明：本次孽息額符合頒贈者，計 20 種共 37 名。其中，本學期「施益勵先生紀念獎學
金昆蟲系無推薦學生，名額將累計至下年度。經轉由各系推薦及本室初審合格名
單計 36 名，詳如附件 8。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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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助學功德金個案審查事項（助學功德金審查原則、設置辦法及補助名冊如附件 5～7
所示）
：

第1案
說

決

財金系二年級郭宗翰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9200 元，請審議。
明：李生自幼失恃，父親失聯，由外祖父母撫養長大，目前外祖父母無收入，健康狀
況不佳，領取政府補助為生。郭生符合 99 學年度低收入戶學生資格。98 學年度
第二學期曾獲本獎助金 40,000 元（補助期間自 99 年 5 月自 100 年 1 月，每月 5,000
元）。
議：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並請住輔組協助安排住宿。

第2案 昆蟲系大二張雅筑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48,36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張生通過繁星計畫進入本校。張生父親為臨時工，收入不穩定，去年中因工作手
受傷，目前無法工作，家中四個小孩皆在唸書，爺爺年邁無法工作，故全家依賴
在麵攤工作的媽媽生活。98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60,000 元（補助期間自 98 年 9 月
自 99 年 7 月，每月 6,000 元）。
議：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該生已住於本校女宿。

第3案 化學系三年級李佩芸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494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李生父母離異，由祖父母撫養長大，李父於台北再婚 ，生母罹癌。目前祖父母無
收入，其兄長收入不足以供其就學所需。李生符合 98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家
庭年收入 30 萬元以下級別。98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25,000 元（補助期間自 99 年 5
月自 99 年 7 月，每月 5,000~10,000 元）。
議：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並請住輔組協助免費安排住宿。

第4案 電機系四年級鄭育峻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50,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鄭生父親健康狀況不佳，常需入院治療，故無固定工作，全家依靠母親擺攤維生。
96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21,000 元、97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37,000 元、98 學年度獲
本獎助金 30,000 元。
議：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

第5案 土木工程所碩一蘇祺淵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0,000 元，請審議。
說

明：蘇生父母離異，與弟妹三人皆與母親同住，其母因患有重大疾病，無法外出工作，
故以家庭代工維生。目前生活費用為該生校內、外工讀所得支應。97 學年度獲本
獎助金 40,000 元、98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20,000 元。

決

議：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建議住宿，並請住輔組協助安排住宿。

第6案 森林所延二杜亞潔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0,000 元，請審議。
說

明：杜生父母離異，母親為臨時工收入不定，目前生活費以學校研究生補助費與校內
外工讀金為來源。97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60,000 元、98 學年度獲本獎助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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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元。
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30,000 元。

第7案 財金系三年級陳琬淇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5,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陳生具 99 學年度一學期低收入戶學生資格，父親領有中度殘障手冊，家中並有龐
大負債，經濟困頓。該生曾於 97 學年獲本助學金 50,000 元，98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000 元，98 學年度第二學期 25000 元。
議：補助新台幣 25,000 元。

第8案
說
決

物理系四年級黃學良同學申請本學期年補助 15,000 元，請審議。
明：黃父捕魚維生，因近年來由於魚獲量大減，收入微薄，母親為家庭主婦。黃生目
前因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詴，暫無打工。該生曾於 98 學年獲本助學金 10,000 元。
議：照案通過，補助新台幣 15,000 元。

第9案
說

決

食生系四年級歐靖詠同學申請ㄧ學年補助 200,000 元，請審議。
明：歐生父親為建築工人，無固定收入；今年五月其母親診斷出罹患癌症，導致薪資
銳減。該生為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詴，故辭去工讀工作，目前ㄧ家七口，全倚賴其
母親維生。
議：建議申請急難救助。

第10案 化學系五年級劉浩之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50,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劉生父親為鐵工收入不穩定，加上先前工程款被倒，故收入需拿來償還負債；母
親從事保全行業，月收入約一萬。該生目前以系上課業與準備研究所考詴為主，
故無空暇時間打工，目前全家需向親友借錢過日。
議：補助新台幣 25,000 元。

第11案 食生系四年級高寧吟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6,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高生父親每月收入為 26,000 左右，母親為家管，其兄八月入伍服兵役，家中頓失
一收入來源，高生與其妹目前皆亦須於校內外工讀，分擔生活所需。
議：此案保留，暫不補助。

第12案 食生系研二林宏昇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68,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林生家境本屬小康，但母親遭騙，抵押房子借錢給親友，朋友卻不知去向；而父
親開設的鐘錶行遭逢小偷竊取財物，損失嚴重，使全家生活遭逢巨變。目前靠學
校的研究生補助費與校外打工貼補家用。
議：此案保留，暫不補助。

第13案 生醫所延ㄧ楊鴻之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55,000 元，請審議。
說

明：楊生為單親家庭，其母親因罹患疾病無法正常工作，故仰賴年近 80 的外公維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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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活，但外公身體不佳、且本身還有三千多萬負債，八八風災更使得外公的漁塭損
失慘重。目前靠校外家教貼補家用。
議：建議申請急難救助。

第14案 環工系ㄧ年級邱祈雅同學申請本學期補助 30,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邱生父親為業務員，月收入兩萬左右、母親為家管、其兄正在服兵役，家中經濟
仰賴父親ㄧ人，希望能申請到獎學金當生活費。
議：此案保留，暫不補助。

第15案 會計所葉家甄同學申請ㄧ學年補助 45,000 元，請審議。
說

決

明：葉生父親為大樓管理員，平均月薪兩萬兩千元左右，母親因高血壓與眼疾而結束
市場擺攤生活目前待業中。目前每月要繳交房貸與勞工紓困貸款，全家入不敷出。
葉生目前靠校內打工賺取生活費。
議：此案保留，暫不補助。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