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學年度第1學期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 1月 6日(星期五)下午2點

地點：行政大樓3樓第3會議室

主席：蘇主任委員武昌                      記錄：黃小又 

                        

一、主席致詞：(略)
二、業務報告：本校助學功德金至105年 12月累計捐款金額15,806,953元，補助人次

135人，計支出3,386,865元(不含教授/個人與公司認養)，可用餘額2,420,088元(1

千萬定存中)，補助名冊如附件1。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關於國立中興大學周惠慈副教授紀念獎學金辦法訂定案，請審查。

說  明：辦法草案如附件2。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二：關於國立中興大學林烱煊、林陳晶夫婦紀念奬助學金辦法訂定案，請審查。

說  明：辦法草案如附件3。

決  議：修正通過，並授權業務單位向捐款者釐清申請資格。

提案三：關於國立中興大學校友曾憲英女士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請審查。

說  明：修訂條文對照表與原辦法如附件4，修訂通過後擬於106學年度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四：關於國立中興大學楊策群教授獎學金辦法訂定案，請審查。

說  明：辦法草案與土環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5-1與 5-2。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關於國立中興大學盛澄淵教授獎學金辦法修訂案，請審查。

說  明：修訂條文對照表與原辦法如附件6，修訂通過後擬於106學年度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關於國立中興大學代辦黃盤銘教授獎學金辦法修訂案，請審查。

說  明：修訂條文對照表與原辦法如附件7，修訂通過後擬於106學年度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105學年度本校清寒勤學獎勵金申請學生名單案，請審查。

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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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大學部申請學生有38名，初審合格為31名，不合格為7名；研究所申

請學生12名，初審合格為6名，不合格為6名，不合格原因為所得財產或

就學優待金額超過規定或已領其他不可兼領之獎學金。共計50名學生提出

申請，初審合格計37名，名單如附件8。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承辦單位依下列原則修訂本校「清寒勤學獎勵辦法」，並管制於105學年

度第2學期，提送本審查會討論通過後，送行政會議修訂。

(一)提高每名獲獎金額與降低總名額。

(二)訂定家庭利息收入上限並列入申請資格限制。

提案八：105學年度第1學期本校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申請學生名單案，請審查。

說 明：

一、本次申請學生共193名，由各系推薦及本室初審合格名單共計121名，不合

格原因為已領其他獎學金、系級不符合規定與成績不符合規定，詳如附件9。

(一)孽息額符合頒贈者，計24種共41名，獎學金名額為1萬元7名、8千元

3名、5千元27名、4千5百元2名與4千元2名。

(二)本金符合頒贈者，計4種 25名，獎學金名額為1萬元23名與5千元2

名。

二、葛志元夏兆熊、原子能、宋勉南、羅清澤、李幹軍、鄭謀平與李景玉獎學金孳息

不足無法開放申請，李春序獎學金則無人申請。

三、擬以未領其他獎助學金、家境清寒與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獲獎順序。

四、若該獎助學金初審合格名單超過名額，擬增加備取 1~3 名，俾利學生欲領

取其他更高額獎學金而放棄本獎學金時辦理遞補作業。

決 議：

一、共計61名學生獲獎。

二、除獎學金辦法另有規定外，以未領其他獎助學金、家境清寒與學業成績高者

優先獲獎。

提案九：關於105學年度第1學期國立中興大學助學功德金案，請審查。

說  明：本學期助學功德金申請學生共7名，審查辦法、審查原則與審查名單如附件

10-1、10-2、10-3。

決  議：

一、本次助學功德金補助審查原則

(一)本校助學功德金以補助大學生、碩士生一、二年級及博士生一年級為原

則。

(二)非首次申請者酌減補助金額。

二、獲獎名單與金額：葉○呈 2萬 5千元，陳○蓁 2萬 3千元，張○樺 1萬 6千

元，潘○璇 1萬 8千元，呂○錚 2萬 5千元，程○怡 2萬 9千 8百元。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下午4點)



國立中興大學周惠慈副教授紀念獎助學金授與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植物系退休副教授周惠慈女士之子張其善先生，為紀念其母並獎勵清寒優秀學生完成學業，

特捐贈國立中興大學新台幣陸拾萬元整，設置「國立中興大學周惠慈副教授紀念獎學金」。

第二條  每學年授與獎助學金人數為二名。

第三條  每名授與新臺幣壹萬伍千元。

第四條  申請資格為本國籍之本校生命科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並同時為單親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且

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第五條  繳交文件

一、申請書。

二、單親家庭子女或家境清寒證明。

第六條  每學年依公告日期至生輔組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獎學金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核後授與。

第八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林烱煊、林陳晶夫婦紀念奬助學金授與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植物病理學系畢業校友林瑞姿，為紀念其父母並獎勵清寒優秀學生完成學業，特捐贈國立

中興大學新台幣壹佰萬元整，設置「國立中興大學林烱煊、林陳晶夫婦紀念獎助學金」。

第二條  每學年授與獎助學金人數為二名。

第三條  每名授與新臺幣貳萬元。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本國籍之本校大學部家境清寒或遭逢重大事故在學學生，且該學期獲獎前無休、退、轉學者。

二、以植物病理學系學業與操行成績優良者優先授與獎助學金。

第五條  繳交文件

一、申請書。

二、家境清寒或遭逢重大事故證明。

三、前一學年學業與操行成績單。

第六條  每學年依公告日期至生輔組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獎學金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核後授與。

第八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校友曾憲英女士獎助學金授與辦法

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訂定

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

第一條  校友曾憲英女士為鼓勵清寒學子勤學向善，乃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以每年孳息所得作為獎

助學金，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之保管存放，由國立中興大學學務處會同主計室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辦理。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之審核由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辦理。

第四條  每學年授與獎助學金人數為一名，授與新臺幣壹萬元，申請日期由學校統籌訂定。

第五條  申請條件

一、本校在學學生。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

三、榮民遺眷或單親家庭子女。

第六條  申請者需繳交前學年學業及操行成績單、榮民遺眷或單親家庭子女證明各一份。

第七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楊策群教授獎助學金授與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包括前農化系、土壤系)畢業系友為紀念楊策群教授對台灣農業及本系發展

之貢獻，捐集成立楊策群教授獎學助金，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之保管存放，由本校學務處會同主計室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辦理。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之審核由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辦理。

第四條  本獎助學金由捐集之本金及孳息作為獎助學金，本金加孳息不足壹萬元時，該學年度不予發給。

第五條  每學年授與獎助學金人數為一名，授與新臺幣壹萬元。

第六條  申請條件

一、需為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三、四年級或碩士班學生，且前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暨操行成績均

在八十分以上者。 

二、申請人數超過原定名額時，評比優先順序依序為：1.修習大學部「土壤物理」成績 85 分(含)

以上；2.低收入戶；3.同一學年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4.申請逕讀博士班並獲通過者；5.

參加本校碩博士班甄試錄取並登記就學意願為土環所碩博士班學生者。

第七條  申請者需將大學部成績單一份送交土壤環境科學系辦公室。

第八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盛澄淵教授獎助學金授與辦法

民國 91 年 12月 13日訂

民國 102年 1 月 18 日修訂

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  (  包括前農化系  )  吳敏慧教授及畢業系友為紀念盛澄淵教授對臺灣農業及本

系發展之貢獻，捐集成立盛澄淵教授獎助學金，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之保管存放，由本校學務處會同主計室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辦理。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之審核由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辦理。

第四條  本獎助學金由孳息所得支付。

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授與每名學生新臺幣伍千元，名額視孳息所得多寡而定。

第六條  申請條件

一、需為本校土環系四年級或碩士班學生，且前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暨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

上者。 

二、申請人數超過原定名額時，評比優先順序依序為：  1.  低收入戶；  2.  申請逕讀博士班並獲通過

者；  3.  參加本校碩博士班甄試錄取並登記就學意願為土環所碩博士班學生者；  4.  學業成績平

均最高者。

三、同一學期未領取其他獎  (  助  )  學金者。

第七條  申請手續為繳交前學年度成績單壹份送交系辦公室。

第八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黃盤銘教授獎助學金授與辦法

民國 99年 1 月 8 日訂定

民國 102年 1 月 18 日修訂

民國 106 年 1 月 6 日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黃盤銘講座教授為鼓勵本校優秀大學部學生進

行土壤環境科學相關研究，捐助成立黃盤銘教授獎助學金，特訂定本辦法以規範獎助學金之名

額、金額、申請及審核事宜。

第二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授與獎助學金人數為一名，授與新臺幣伍仟元，所餘孳息併入下學年度另行發

放。

第三條  選修畢業論文之本校土壤環境科學系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前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暨操行成績均

在八十分以上者，得於校方公告申請日期內辦理申請。

第四條  申請手續為向本校主辦單位繳交前學年度成績單、申請單、及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函各乙份，彙送

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核。

第五條  申請合格人數超過原定名額時，評比優先順序依序為：  1.  申請逕讀博士班並獲通過者；  2.  參加

本校碩博士班甄試錄取並登記就學意願為土環所碩士班學生者；  3.  低收入戶；  4.  學業成績平均

最高者。

第六條  本獎學金之保管存放，由本校學務處會同主計室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辦理。

第七條  學生獲獎紀錄永久保存，申請資料則保存 1 年。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