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盧明光董事「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緣起 
 

    當一個人感到沮喪的時候，「給予」他勇氣，鼓勵這個人再出發的歷

程， en 放入+ courage 勇氣，就是我們熟知的英文 encouragement(鼓勵)。

中美矽晶與朋程科技董事長兼執行長盧明光先生，有感於教育是讓貧苦

學生改變人生的機會，是國富民強的基礎，更是整個人類向上提升的鎖

鑰。緣此，於 2019 年 4 月本會董監事會議慨然捐助新台幣壹仟萬元成立

「育成方案計畫」(簡稱本計畫)，分四年撥款支付，希望可以幫助青年學

子順利求學進而發揮所長服務社會。 

    2016 年盧董事長接受國立交通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致詞時強

調，永續經營的企業在追求成長的同時，也要能夠兼顧環境保護、照顧

員工、關懷社區。一個健康的企業在追求市占率的同時，也要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本計畫除基本的學業表現外，學生的品德表現及樂意服務的

精神與熱忱尤為獲得獎助的先決條件。如同盧董事長所言，「夢做多大，

就有機會完成多大成就。」企圖心與學習力是成就理想最重要的關鍵，

要有旺盛的企圖心，以企圖心成就後面的成就。有願景、有執行力，讓

血液裡流著樂意學習、主動負責、不妥協不放棄的精神。 

  本計畫分兩部分，其一是針對高中以及大專院校勤奮向上之青少年

學子，擬建構一套符合全人發展精神，並兼具輔助、引導以及育成等全

面性服務理念之延續性關懷服務計畫，期能藉由本會既有的組織架構、

服務經驗以及健全的志工和後援力量，長期培養具有發展潛能，但卻身

處弱勢或高關懷家庭之菁英學子，自其高中(職)至大學，施行連續性且系

統性的育成計畫。其二是針對社區認輔服務歷程中，學校推薦之弱勢或

高關懷家庭之國小學童。先從穩定學子求學時的基本生活需求，進而引

導他們開發興趣及專長，透過學校社團活動、關懷訪視等多元服務，陪

伴成長並輔導建構有目標性的學習及生涯方向，體認人生價值、培養自

我管理能力與行動力，進而增進其自信心與未來競爭力。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盧明光董事「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辦法 

 

壹、助學計畫宗旨 

    基於「人本教育」精神，本計畫將秉持人性關懷之原則，依受助國

小學童、青少年之個別差異、學習成長、技藝養成或生涯規劃等需要，

進行個案式的長期性關懷與培養，協助舒緩青少年就學時可能遭遇到的

生活困難。以專案審查方式辦理就學輔導、技能培養與生涯規劃引導，

採一對一方式陪伴輔導，除協助他們順利完成學業之外，並將引導其基

本待人處世原則、培養其服務精神與領導能力，提供職能技藝訓練機會

以強化其就業與競爭能力，達成自給自足、自立自強之正向人生目標，

成為社會中堅力量，行有餘力時也能回饋社會。 

 

貳、申請對象 

    針對台灣地區之國小和高中(職)學生，家境清寒且具有特殊專長者，

由本會發函給各校，由學校提出申請。(本會不接受個人申請) 

 

參、申請條件 

    符合家境清寒且具備特殊專長者，經社區認輔學校推薦俾能申請： 

一、 家境清寒系指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之一項者： 

(一) 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 

(二) 貧邊家庭(未達政府核定申請低收條件，經社會局或鄉鎮市區公

所、鄰里長或學校開立清寒證明者)。 

(三) 特殊家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父母親其中一方亡故，由單親獨力養育子女者。 

2. 父母親雙亡、離異、入獄或至外地工作者。 

3. 家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需支付龐大醫藥費用者。（需檢附

醫生證明） 

4. 父母親一方為身心障礙者，無法從事勞力工作者。（需檢附

身心障礙手冊） 

5. 家庭遭逢遽變，頓時失去經濟收入者。 



 

 

6. 表現優異而家庭經濟資源不足者。 

二、 特殊專長者係指： 

具備體育類、科技類、藝術類、人文類其一專長，且近三年內參加

國際性競賽、校外競賽、或具其他特殊優異事蹟表現者。 

三、 為珍惜捐款人之有限資源，已接受政府、學校及其他社福團體獎

助學金或同性質補助者，請詳實說明不足原因。 

 

肆、申請名額 

    由本會組成之複查小組定之。 

 一、國小組：以社區認輔學校之認輔學童，每學年補助約 50 名，補助

四年共 200 名。 

 二、「育成方案計畫」特殊專長高中(職)組：每年遴選 25 名學生，實施

四年，補助四年共 100 名。補助期程從遴選當學年至高中畢業止。

特殊專長大專組每年遴選 30 名實施四年，補助四年共 120 名.學生

補助期程從遴選當學年至畢業止。 

 

伍、補助金額 

 一、國小組：實施四年，每生每年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10,000 元

整。以一戶一名為限。 

 二、「育成方案計畫」特殊專長高中(職)組：實施四年，每生每年最高

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20,000 元整，補助期程從遴選當學年至畢業

止。特殊專長大專組：實施四年，每生每年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50,000 元整，補助期程從遴選當學年至畢業止。 

 

 

陸、申請文件〈國小組〉 

    請依順序裝訂下列文件，並以正本或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為憑。 

一、 申請需相關文件如下： 

(一) 申請單位必備資料： 

1. 推薦學生名冊(各申請單位統一彙整一張總表)，附件 1。 

2. 申請單位專戶資料表，附件 2。 



 

 

(二) 申請人必備資料： 

1. 申請資料檢核表，表 1。 

2. 助學金申請表，表 2。 

3. 全年學習需求預算表，如制服費、班費、文具費、營養補給

費、校外教學費或其他等，表 3。 

4. 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5. 相關證明文件（例：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醫生證明、

身心障礙手冊）。 

6. 相關獲獎證明與文件。 

二、 申請人所繳交之各項文件恕不退還。 

三、 申請人所繳交之資料將予以保密。 

 

柒、申請程序及流程時間 

  一、申請程序： 

      由本會寄發函文，由學校初審後，函送本會核定辦理，自行送件   

      恕不受理。 

  二、流程時間： 

(一) 申請期間：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第一階段必要申請

資料表，請以書面資料逕寄本會(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2 號 1

樓，光寶文教基金會 收，註明：社區認輔育成計畫助學金申請），

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 審查期間：每年 11 月 1 起至 11 月 15 日止。 

(三) 錄取公告日期：每年 12 月 31 日前，函覆各申請單位獲頒助

學金學生名單，並於收到函文 10 日內寄回正式之捐款證明。 

 

捌、審核方式： 

一、 國小組：由本會社區認輔部門組成之『社區認輔助學金決審小

組』初審申請國小組之資料後，經由執行董事複審，依審核結果決

定通過與否。 

二、 「育成方案計畫」特殊專長高中(職)組及大專組：由本會董事與

外聘董事組成之『社區認輔育成方案計畫助學金決審小組』審核申



 

 

請「育成方案計畫」特殊專長高中(職)組及大專組之資料後，依審

核結果決定通過與否。 

三、 審核完畢會將結果函文通知申請就讀學校及學生，由申請單位轉

交受助學生，並公告於本基金會網站。 

 

玖、評量與考核 (受輔導學生責任) 

一、 「育成方案計畫」特殊專長高中(職)組及大專組：補助期程從遴選

當學年至畢業止。補助期間，由本基金會聘請資深專家學者擔任輔導委

員，進行考核與評量。 

 

拾、經費核銷 

一、 各申請單位應負起助學金之管理發送與監督使用之責，以確使受

助學生之學習補助達到最大之效益與效能。 

二、 各申請單位於收到助學金後，應開立正式之捐款證明並回覆基金

會。捐贈人全銜為「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以符合政府稅務

之相關規定。 

 

拾壹、資訊公開同意說明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前一年度

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僅公開其

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捐贈金

額。但以書面表示反對可不公開其姓名，敬請於申請附件欄位中勾選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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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特殊專長高中(職)組與大專組申請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填寫所有欄位 

 

申請組別 □ 高中(職)組 □大專組  

領域類別 □體育      □科技      □藝術      □人文      領域 

申請次數 □第1次申請□曾申請，但未獲獎(___年度___學期)□曾申請曾獲獎(____年度____學期) 

一、基本資料(所有欄位請務必填答、□內勾選 V )  

 

 

    大頭照 

    黏貼處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年齡  

電話 ( ) 手機號碼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就讀學校  系所  年級  

家庭類別 □一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原住民家庭□新住民家庭 

家庭成員介紹/全戶總人數合計____人 

稱謂 姓名 年齡 健康情形 就業情形/就讀學校 現在住址 

      

      

      

      

      

二、家庭經濟狀況   

一、家庭全戶全年收入：□30萬元(含)以下□31~40萬(含)元□41~50萬(含)元□51~60萬(含)元 

□61~70萬(含)元□71~80萬(含)元□81~90萬(含)元□91~114萬(含)元□114萬(含)以上元 

※全戶全年收入70萬(含)以下者，檢附前一年全戶所得證明(國稅局申請) 

二、家中房屋：□自有住宅 □在外租屋，每月租金_____元 □其他                

三、是否工讀，□否□是，每周工讀_____小時，每月______元， 

四、是否申請就學貸款：□否□是 

五、是否領有其他公費及獎助學金：□否□是(名稱/金額)                      

  是否同時申請其他同額(含)以上獎學金：□否□是(名稱/金額)                  (含申請中) 

是否領有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否□是(金額)    ＿  

六、請檢附：□全戶戶口名簿影本(必要)□診斷證明□清寒證明□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其他 
在校成績 平均學業成績 獎懲紀錄 優良事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學年 學期    



 
 

 

-2-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特殊專長高中(職)組與大專組申請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務必填寫所有欄位 

 

申請人概況陳述 

一、簡要自述與家庭背景(家中成員、經濟來源、生活狀況、健康等) 

 

 

 

 

 

 

 

 

 

 

 

 

 

 

 

 

二、請將歷年得獎事蹟列點並附上相關證明影本。 

 

 

 

備註： 

1.各欄位請查明詳列，若有任何造假之資料，本會將追溯所發放之款項。 

2.若欄位不敷書寫，則以附件方式說明。 

申 請 人 

簽 名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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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特殊專長高中(職)組與大專組推薦函 
推薦人須知 

一、本推薦書作為本會審核「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之重要參考依據，並將列為機密，不對外公開。 

二、推薦內容應包含申請人學業表現、人格特質與發展潛力評估，及其他值得推薦事項及綜合評語。 

三、請推薦人親自填寫後，將推薦函裝入信封，並親自將信封密封且簽章後，再交由申請人併同申請資料

一併掛號郵寄本會(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92號1樓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收) 

 

□高中(職)學生    ＿＿年級姓名: ____________ 

本人推薦本校       □大學部學生 

 

申請貴基金會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推薦理由： 

                                                                                                 

                                                                                                 

                                                                                                 

                                                                                                  

                                                                                                 

                                                                                                 

                                                                                                 

                                                                                                  

                                                                                                 

                                                                                                 

                                                                                                 

                                                                                                 

                                                                                                 

                                                                                                 

                                                                                                  

                                                                                                  

                                                                                                 

                                                                                                 

                                                                                                 

                                                                                                 

                                                                                                 

                                                                                                   

                                                                                                 

                                                                                                 

                                                                                                 

                                                                                                  

                                                                                                   

                                                                                                 

                                                                                                  

                                                                                                 

                                                                                                 

推薦人：(請親自簽名)   

職稱： 

與申請人之關係： 

連絡電話：(公)               (行動電話) 

填寫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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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特殊專長高中(職)組與大專組粘貼紙 

 

身分證影本 

 

 

 

 

 

 

 

 

 

學生證影本（若沒有蓋註冊章者，請附在學證明替代） 

 

 

 

 

 

 

 

 

 

金融(郵局)機構存褶影本(必填)  銀行：       分行：        
                                               (例:台中銀行、郵局...等)     (例:中港分行...等)     

 

 

 

 

 

 

 

 

 

 

 

 

 

(請浮貼) 

身分證正面 

 

 

(請浮貼) 

身分證反面 
 

 

 

(請浮貼) 

學生證正面 

 

 

(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 

 

 

 

 

 

(請浮貼)存褶正面 

(含戶名、帳號及匯款銀行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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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 

特殊專長高中(職)組與大專組申請資料檢核表 

 

【基金會審核欄】 

初審(育成方案計畫評審委員小組) 

委員一 委員二 委員三 委員四 委員五 

     

審核意見 
□通過，符合本計畫補助條件。 

□不通過。 

備註 

補充說明欄： 

 

 

複審(執行董事) 

                  (簽章) 

 

申請人簽名 

本人詳閱並同意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以上所填各項及繳交資料均屬確實!  

且同意將本次申請相關資料提供設獎單位，以做為獎學金之評審與核發之依據，並不退件。 

簽名: 民國________年 月 日 

繳驗資料 *為必繳 

(請申請人檢核於□勾選 V，使用燕尾夾裝訂於左上角，並依序排列) 

審查 
(以下由本基金會審查、填

寫) 

*□1.「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申請表(浮貼2吋照片)，正本一份(附件 

      一) 

*□2.自傳，正本一份(附件二) 

*□3.推薦函(密封於信封內)，正本一份(附件三) 

*□4.在學期間曾發表之論文、專利或參加國際及全國性比賽資料(無則免 

      附) 

*□5.三年內校內外特殊表現佐證資料(無則免附) 

*□6.①歷年成績單及現就讀之校院前一學期②獎懲(記過、嘉獎)紀錄證明 

         或蓋證明戳章，正本各一份。 
     (續申請者僅需附前一學期成績單。無記過、嘉獎也須附上證明文 
        件)*新生須另檢附學校錄取證明。 

*□7.家庭類別證明文件(請圈選類別，「一般」則免附) 

    (一般/低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原住民/新住民):共 ＿張 

*□8.全戶戶口名簿影本，若有以下資料，請附上影本：診斷證明/清寒證 

       明/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其他 

 □勾選全戶全年收入70萬(含)以下者，皆須檢附國稅局前一年度已申報 

    之家(全)戶所得證明，正本一份。 

*□9.身分證、學生證、金融(郵局)機構存褶，影本一份(附件四) 

*□10.「育成方案計畫」獎助學金申請資料檢核表，本表(附件五) 

 

 ( 請依上列順序排列資料，以上*必繳資料缺件，視同資格不符 ) 
※除了校內外佐證資料外，本會申請文件請勿膠裝，以便審查 

初

審 

 

□左列 1~10項 

資料完整正確 

□資格不符(含資料缺件) 

 

 

 

覆

審 

 

□不予錄取 

 

 

□錄取本學期育成獎學金 

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