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原 住 民 助 學 金  協 議 書 
 

立協議書人
   遠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學生家長     子弟    (以下簡稱乙方)茲鼓勵原住民高中職學生就

讀，凡是符合「遠東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助學金辦法」第三條之新生，經雙方同意訂立

協議書如下： 

ㄧ、甲方提供乙方原住民助學金(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戶籍謄本上註記有「山地原住

民」或「平地原住民」之四技日間部學生)，除了入學獎勵外，並享有原住民助學金

為每學期發放助學金1萬元，並提供四學年免費住宿(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雅房)。 

二、乙方未在本校就讀未滿修業年限而休學、轉學或退學者，均需連帶退回所領取之原

住民助學金全額給甲方，未退回者，視為未完成離校手續，甲方不發給任何離校證

明文件。辦理休學者，休學期間不提供本辦法所述之助學金。 

三、受領原住民助學金者，需符合下列規定，方可於次一學期續領該助學金：當學期無

曠課紀錄、操行成績達到 80分、事假 14節以內且未受學校記過以上之處分。「遠東

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助學金辦法」詳見本協議書之背面。 

四、本協議書經雙方簽署後，正本存於甲方，影本存於乙方，以為憑據。 

五、若學生未於開學後四週內完成協議書簽署者，視為自願放棄。 

            立協議書人  甲方：遠東科技大學  校長：王 元 仁 

                       地  址：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電  話：(06)5979566 

                   乙方：學生家長： 

                         學  生： 

                      法定代理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遠東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助學金辦法 

106 年 04月 20 日獎助學金管理委員會審議 

106 年 05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遠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遠東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助學金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106 學年度進入本校就讀，且完成註冊程序之學生(不含轉學生)。 

第三條  本辦法所提供學生之助學金種類、領取資格、助學金內容、續領條件與退還條件等說明如下： 

助學金種類 助學金領取資格與助學金內容 續領條件 
休、退(轉)學時，是否應退

還助學金 

高職繁星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高職繁星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大一至大四可享有國立收費(學雜費比照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有 

(備註 1) 

是 

(備註 2) 

申請入學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申請入學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學測成績達65級分以上者，每位發放助學金60萬元。 

  (2)學測成績55級分~64級分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6萬元。 

  (3)學測成績45級分~54級分者，每位發放助學金8萬元。 

  (4)學測成績40級分~44級分者，每位發放助學金6萬元。 

  (5)學測成績35級分~39級分者，每位發放助學金4萬元。 

  (6)其他就讀本校者，每位發放助學金2萬元。 

無 
是 

(備註 2) 

技優甄審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技優甄審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 

(2) 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2萬5千元。 

(3) 提供四學年免費住宿(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雅房)。  

無 
是 

(備註 2) 

甄選入學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甄選入學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 

(2) 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2萬5千元。 

無 
是 

(備註 2) 

聯合登記分發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聯合登記分發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統測成績達該類群別前5%者，每位發放助學金60萬元。 

(2) 統測成績達該類群別前10%者，每位發放助學金20萬元。 

(3) 統測成績達該類群別前20%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0萬元。 

(4) 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位額外發放助學金3萬元。 

(5) 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位額外發放助學金1萬5千元。 

無 
是 

(備註 2) 

單獨招生助學金 

1. 領取資格：以單獨招生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 

(2)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萬5千元。 

無 
是 

(備註 2) 

雙軌旗艦助學金 
1. 領取資格：錄取本校機械系雙軌旗艦專班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 
無 

是 

(備註 2) 

產學攜手助學金 
1. 領取資格：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產學攜手專班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每位發放助學金1萬5千元。 
無 

是 

(備註 2) 

運動績優助學金 

1. 領取資格：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高中登錄於正選選手名單，並曾參與全國級以上競賽並獲得優異成績，經教練會議審核認可，具備發展

潛力之優秀運動員者。 

2. 助學金內容： 

   經教練會議審核認可後，可擇一享有以下三種級距之助學金。 

(1) 四學年住宿半價優惠(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 

  大一至大四可享有國立收費(最多八學期。期間辦理休學者，得以展延)。 

(2) 四學年住宿半價優惠(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 

  大一至大四每學期助學金1萬元(最多八學期。期間辦理休學者，得以展延)。 

(3) 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萬5千元。 

有 

(備註 3) 

是 

(備註 2) 

研究所助學金 

1. 領取資格：錄取本校碩士班(含在職專班)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同時符合第(1)、(2)、(3)項者，僅可擇一申請。 

(1) 凡本校畢業校友放棄國立學校碩士班入學資格而就讀本校者，每學期僅收取雜費，學費由本校助學金支應(最多四學期。期間辦

理休學者，得以展延)。 

(2) 就讀本校工程學院者，每學期發放2萬5千元助學金(最多四學期。期間辦理休學者，得以展延)。 

(3) 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商管學院或餐旅休閒學院者，每學期發放1萬5千元助學金(最多四學期。期間辦理休學者，得以展延)。 

有 

(備註 1) 

是 

(備註 2) 

原住民助學金 

1. 領取資格：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戶籍謄本上註記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四技日間部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在前述入學獎勵外，每學期發放助學金1萬元，並提供四學年免費住宿(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雅房)。 

有 

(備註 1) 

是 

(備註 2) 

離島生助學金 

1. 領取資格：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本人設籍於離島滿 9 年(即福建省金門縣與連江縣、台灣省澎湖縣、台東縣綠島鄉與蘭嶼鄉)之

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在前述入學獎勵外，每學期提供一張來回機票(經濟艙)金額之助學金。 

(2) 四學年免費住宿(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雅房)。  

無 無 

宜花東生助學金 

1. 領取資格：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本人設籍於宜蘭、花蓮或台東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在前述入學獎勵外，每學期提供一張戶籍地往返台南之來回火車票(自強號)金額之助學金。 

(2) 四學年免費住宿(限本校第一或第三宿舍雅房)。   

無 無 

管樂專班助學金 

1. 領取資格：凡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管樂專班(人數須達30人)，且音樂成績符合本校管樂專班門檻者。 

2. 管樂專班助學金原則上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發放。 

3. 助學金內容：大一至大四可依入學前參與管樂社團與獲獎情形，在前述入學管道外，每學年可擇一享有以下三種級距之助學金(最多四學年)。 

(1)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區域)含團體賽及個人賽得獎者，助學金1萬5千元。 

(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初賽-各縣市)含團體賽及個人賽得獎者，助學金1萬元。 

(3) 高中職參加管樂社一學年以上者，助學金5千元。  

有 

(備註 4) 

是 

(備註 2) 

菁英獎學金 
1. 領取資格：以申請入學、繁星推薦或技優甄審管道錄取本校四技日間部，且符合本校四技菁英入學標準(如附表一)之學生。 

2. 獎學金內容：在前述入學獎勵外，得享有附表一所列之菁英獎學金。 
無 

是 

(備註 2) 

進修學制 

助學金 

1. 領取資格：錄取本校進修學制(含進修部、進修學院和進修專校)之學生。 

2. 助學金內容： 

(1) 就讀進修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或電機工程系者，每位發放助學金3萬元。 

(2) 就讀進修部四技數位媒體設計系、餐飲管理系或旅遊事業管理系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萬5千元。 

(3) 就讀進修學制二專或二技者，每位發放助學金1萬元。 

無 
是 

(備註 2) 

備註1： 當學期無曠課紀錄、操行成績達到 80分、事假 14節以內且未受學校記過以上之處分。  

備註2： 就讀未滿修業年限而休學、轉學或退學者，應於辦理離校手續時退回依本辦法所核給之全額助學金。未退回者，視為未完成離校手續，本校不發

給任何證明文件。辦理休學者，休學期間不提供本辦法所述之助學金。 

備註3： 當學期無曠課紀錄、操行成績達到 80分、事假 14節以內、未受學校記過以上之處分、獲本校教練推薦並持續參加本校運動代表隊組訓。 

備註4： 當學期無曠課紀錄、操行成績達到 80分、事假 14節以內、未受學校記過以上之處分、獲本校管樂教練推薦並持續參加本校管樂隊組訓。 

第四條 凡符合第三條條件，並認可本辦法之規範，均須簽署協議書。自願放棄者應簽署放棄聲明書，一經簽署，不得要求領取。若學生未於開學後四週內完成協議書簽署者，

視為自願放棄。 

第五條 本辦法所提供之助學金，於每學期期中考後發放。 

第六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金管理委員會審議，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