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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宗旨
亞洲大學（下稱本校）為協助本校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積極參與本校
所設置之學習輔導機會，提供獎助學金幫助弱勢學生完成學業，提
升多元能力，順利銜接職場，特訂定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獎助學
金申請暨發放辦法」（下稱本辦法）。
適用對象
具本校學籍並符合相關弱勢身分學生。
弱勢學生定義
一、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二、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並獲學雜費減
免資格。
三、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
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並
獲學雜費減免資格。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學生：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
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並獲
學雜費減免資格。
五、原住民學生：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
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並獲學雜費減免資
格。
六、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並獲學雜費減免資格：
(一)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之學生。
七、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三代家庭第一位上
大學者、新住民）。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獎助學金種類
本辦法所定之弱勢學生獎助學金分為下列十二類，核發之金額依年
度相關獎補助款與募款基金之預算經費辦理：
一、技能檢定與證照培訓獎助學金。
二、學伴互助課業輔導獎助學金。
三、積極學習助學金。
四、國際設計暨發明競賽獎助學金。
五、創意領導學習獎學金。
六、職涯發展輔導學習歷程獎學金。
七、就業面試獎助學金。
八、實習助學金。
九、英語文能力檢測獎助學金。
十、創業獎助學金。
技能檢定與證照培訓獎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積極參與相關技能檢定與證照訓練課程，藉以
培養第二專長，增加自我專業能力與職場競爭力，促進未來就業與
創業的機會，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實施對象：參與本校所舉辦之技能檢定與證照培訓課程之學生。
二、獎助措施：
(一)全額補助考試報名費用。
(二)課程費用：以課程所需費用核實補助，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
20,000元。
(三)獎勵金：取得相關檢定合格證明者並完成課程規定之上課時
數，由開辦單位認證參與證明，即可獲獎勵金。
1.完成10小時之課程者（未滿10小時之課程，以10小時計），
獲獎勵金新台幣2,000元。
2.完成11至20小時之課程者，獲獎勵金新台幣4,000元。
3.完成21至30小時之課程者，獲獎勵金新台幣6,000元。
4.後續之課程時數，以此類推。
(四)校內相關證照補助方案僅能擇一申請補助。
學伴互助課業輔導獎助學金
為透過學伴制度幫助本校弱勢學生提升課業學習成效，並藉由互助
互惠發揮正面影響，培養團體互助之精神，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實施對象：參與學伴互助課業輔導方案之學伴與受輔導學生須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弱勢學生定義。
二、實施方式：每學期學生完成學伴互助課業輔導後，由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依學生當學期成績單，分析成績進步狀況，並據
以獎勵。
三、獎助措施：
(一)學伴：
1.完成10小時之輔導者（未滿10小時之輔導，以10小時計），
獲助學金新台幣2,000元。
2.完成11至20小時之輔導者，獲助學金新台幣4,000元。
3.完成21至30小時之輔導者，獲助學金新台幣6,000元。

第七條

第八條

4.同一輔導可申請之輔導助學金上限為10,000元。
(二)受輔導學生：
1.受輔導學生接受輔導之單科目學期成績高於期中分數1至
10分，獲獎勵金新台幣1,000元；11至20分，獲獎勵金新台
幣2,000元；21至30分，獲獎勵金新台幣3,000元，以此類推。
2.受輔導科目應為期中預警科目，且每生每學期至多申請5
門科目為限。
3.受輔導科目之學期成績須及格方可申請。
(三)於學期終了前自行終止輔導工作或不在學者，不予發給。
積極學習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積極參與校內相關學習活動與課程，以培養弱
勢學生自主學習力、多元素養力與創造力，訂定助學措施如下：
一、實施方式：
(一)類別一：參與校內通識教育講座、三品書院「書苑日」系列
活動、圖書館系列活動、美術館系列活動、諮商或職涯輔導
活動（不含個別晤談與輔導）及創意設計學院辦理之演講或
分享會等。
(二)類別二：參與校內課業輔導、非正式課程之專業知能學習教
育培訓（例如：急救員訓練、CPR培訓等）、學伴互助課業
輔導方案（限接受輔導之學生）。參加英文檢定輔導班者，
不適用本條之規定，應依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二、助學措施：
(一)凡參與類別一之校內學習活動，每月累計3場次，由開辦單位
認證參與證明，並繳交學習回饋心得，經班級導師批閱後，
即可申請助學金新台幣3,000元1次，活動場次不得跨月累計。
(二)凡參與類別二之校內學習課程，完成課程規定之上課時數，
由開辦單位認證參與證明，並繳交學習回饋心得，即可獲助
學金，不同課程不可合併計算。
1.完成4至10小時之課程者，獲助學金新台幣2,000元。
2.完成11至20小時之課程者，獲助學金新台幣4,000元。
3.完成21至30小時之課程者，獲助學金新台幣6,000元。
4.同一課程可申請之時數上限為30小時。
三、無論以類別一或類別二申請助學金，該活動或課程紀錄不列入
畢業門檻計算。
國際設計暨發明競賽獎助學金
為鼓勵並增加本校弱勢學生參與藝術與設計國際競賽機會，以培植
學生專業設計能力，增廣國際視野，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校外參賽獎學金：學生經指導老師輔導之作品投稿創意設計暨
發明中心所召開之國際設計競賽或國際發明競賽審查會議，一
件作品可申請助學金新台幣 1,000 元，投稿單一競賽以補助
2,000 元為上限；此件作品若獲參賽資格並且程序完備者得以另
申請獎學金新台幣 10,000 元，同件作品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校內參賽獎學金：學生參加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辦理中亞聯大
U21 創意發明競賽投稿作品，經班級導師審核通過後，可申請

第九條

第十條

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單一競賽以補助 2,000 元為上限；此件
作品經競賽評選後若獲獎，另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 5,000 元，同
件作品以申請一次為限。
三、參賽材料補助費：學生經指導老師輔導推薦，自行報名參加國
內外設計發明類競賽，可提出申請，程序完備者核發材料費新
台幣 8,000 元，同件作品以申請一次為限。
四、發明菁英班及設計精英團助學金：學生參加創意設計暨發明中
心辦理之發明菁英班或設計精英團，並完成該班導師審核通過
之作品，程序完備者可獲得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同件作品以
申請一次為限。
五、創意設計精實輔導工作坊助學金：學生參加創意設計暨發明中
心辦理之創意設計精實輔導工作坊，全勤者核發新台幣 4,000 元。
完成課程後，參加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指定之校內或校外成果
展，程序完備者核發材料補助費上限新台幣 6,000 元，同件作品
以申請一次為限。
六、為審議本條所訂之獎助學金，召開創意設計暨發明中心弱勢學
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定獲得獎勵名額與金額。
創意領導學習獎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修習創意領導學程，提供學生進行創意領導學
習之機會，培養創新卓越與社會關懷素養，訂定獎勵措施如下：
一、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之創意領導學程學生。
二、獎勵條件：大學部創意領導學程學生在學期間，修習創意領導
學程課程，且於創意領導學程修習科目數中無任ㄧ科以上不及
格者。
三、申請審酌要件如下：
(一)獎勵次數：每人每學期以獎勵一次為限。
(二)獎學金數額：每名學生依計畫書評比結果，核發獎學金新台
幣10,000至30,000元。
(三)獎學金申請計畫書：於學期結束前完成依A-PBL格式撰寫之
計書書及結案報告，並完成公開發表後，核發獎學金。
四、為審議本條所訂之獎學金，召開創意領導中心弱勢學生獎學金
審查會議，決定獲得獎勵名額與金額。
職涯發展輔導學習歷程獎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規劃自我職涯發展，連結學校課程與職場需求，
輔以專業力的增能，提供學生實務經驗歷練之機會，協助學生順利
與職場接軌，訂定獎勵措施如下：
一、依據個人的興趣與人格特質等資訊規劃，產出個人職涯發展規
劃報告。
二、報告內容與獎勵措施如下：
(一)報告內容
1.大學部
(1)UCAN職業興趣探索和職場共通職能診斷。
(2)學校提供之職涯相關測驗。
(3)UCAN專業職能診斷（大三以上學生適用）。

(4)職涯輔導諮詢紀錄表。
(5)更新學習歷程檔案內容。
(6)完整履歷表。
2.研究所（含碩士及博士班學生）
(1)職涯輔導諮詢紀錄表。
(2)完整自傳及履歷表。
(二)報告審核標準
1.大學部
(1)大一學生報告能清楚且完整說明其進行生涯探索計畫、
行動策略與結果，並針對結果進行反思與未來職涯發展
規劃。
(2)大二學生報告能根據其職涯規劃詳述職涯發展計畫。內
容須呈現已開始一項以上之具體行動（如校內外進修、
志工/實習/工作/社團等）。
(3)大三學生報告能詳述根據其測驗診斷結果建議之所需專
業職能，融入職涯發展計畫，並制定發展該職能所需採
取之策略與行動方案。內容須呈現已開始二項以上之具
體行動（如校內外進修、志工/實習/工作/社團等）。
(4)大四學生報告中能呈現最新相關產業與其所需人才訊息，
並針對在學期間所規劃之職能發展計畫、已採取之行動
方案與自評現有職能，進行補強策略討論。內容須呈現
已開始補強策略之具體行動說明。
2.研究所（含碩士及博士班學生）：報告中能呈現最新相關
產業與其所需人才訊息，並針對在學期間所規劃之職能發
展計畫、已採取之行動方案與自評現有職能，進行補強策
略討論。內容須呈現已開始補強策略之具體行動說明。
(三)獎勵措施
1.大學部
(1)大一學生完成上述之報告，經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
幣2,000元。
(2)大二學生完成上述之報告，經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
幣3,000元。
(3)大三學生完成上述之報告，經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
幣4,000元。
(4)大四學生完成上述之報告，經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
幣5,000元。
2.研究所學生（含碩士及博士班學生）完成上述之報告，經
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幣3,000元。
三、每生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就業面試獎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能勇於參加就業面試（含本校舉辦之博覽會），
提升面試經驗並增加就業機會，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大四學生、碩二學生及博士班應屆畢業學生參加校內就業徵才
面試，並提供相關佐證（面試照片、面試官名片等相關證明）經

審核通過給予獎學金：
(一)學生參加本校就業徵才博覽會並至5家廠商進行就業面試，
經審核通過核發獎學金新台幣1,000元。
(二)最高上限為面試15間廠商，共核發獎學金新台幣3,000元，每
生每年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大四學生、碩二學生及博士班應屆畢業學生參加校外就業徵才
面試，並提供相關佐證（面試照片、面試官名片、面試履歷或與
面試官約定面試時間之信件等相關證明），經申請核可後，得給
予助學金以補助交通食宿經費：
(一)北部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
竹縣、宜蘭縣）及南部地區（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每次核給新台幣3,000元。
(二)中部地區（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每次核給新台幣1,000元。
(三)東部地區（花蓮縣、台東縣）：每次核給新台幣4,000元。
(四)每生每年至多申請三次為限。
三、為提升學生面試知能，每生參加上述就業面試前，需接受履歷
健診輔導，輔導老師可為學生所屬系所老師或職涯導師，輔導
老師輔導後，需填寫輔導紀錄表。
四、學生提供面試相關佐證時，需檢附履歷表及履歷健診輔導紀錄
表，經審核通過後核發獎助學金。
第十二條 實習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規劃自我之職涯發展，連結學校課程與職場需
求，輔以專業力的增能，提供學生實務經驗歷練之機會，協助學生
順利與職場接軌，訂定助學措施如下：
一、實施對象：參與校外學分實務學習課程之學生，每生在學期間
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二、助學措施：
(一)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成果，內容應依據個人的興趣與人格特
質等資訊規劃，包括完成下列事項：
1.實習計畫表。
2.實習合約書。
3.實習成績需達及格標準（提供成績單或預計可通過證明佐
證）。
4.實習心得報告。
(二)以上經審核通過者，得核發校外實習助學金每人每月新台幣
5,000元，補助總額上限國家考試實習者為新台幣20,000元，
「7+1」實習者為新台幣30,000元，「3+1」實習者為新台幣
60,000元，以上三項補助不得重複申領。
(三)實習合作機構若有給予工資、獎學金或津貼者，得視學生實
際需求召開實習助學金審查會議審議助學金額。
(四)相關實習活動仍依「亞洲大學學生實務學習實施辦法」和「亞
洲大學學生校（海）外實習作業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英語文能力檢測獎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參加英語能力檢測，以提昇英語能力，強化就
業競爭力，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申請英語能力檢測獎助學金之學生，需參與語文教學研究發展
中心所開設或認定之英文檢定輔導班，包括多益測驗(TOEIC)、
網路托福測驗(TOEFL iBT)、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全民
英檢(GEPT)、雅思(IELTS)等。
二、獎助措施：
(一)全額補助考試報名費用。
(二)課程參與助學金：凡參與學習課程，完成課程相關規定，由
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開立參與證明，並繳交學習回饋心得，
經授課班級教師審閱後，送至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進行審
核，通過後核發助學金新台幣3,000元。
(三)獎勵金：英語文能力獎勵檢測成績標準及獎勵金額如下：
1.非外文系
成績標準
獎勵辦法
多益測驗 網路托福測驗 托福紙筆測驗
全民英檢
雅思
400分以上
34分以上
400分以上
初級複試
3.5分以上
1,000元
550分以上
47分以上
457分以上
中級初試
4.5分以上
2,000元
700分以上
66分以上
515分以上
中級複試
5.0分以上
3,000元
900分以上
90分以上
555分以上
中高級初試以上 6.5分以上
5,000元
2.外文系
成績標準
獎勵辦法
多益測驗 網路托福測驗 托福紙筆測驗
全民英檢
雅思
550分以上
47分以上
457分以上
中級初試
4.5分以上
1,000元
700分以上
66分以上
515分以上
中級複試
5.0分以上
2,000元
800分以上
75分以上
545分以上
中高級初試
6.0分以上
3,000元
945分以上
95分以上
560分以上
中高級複試
7.0分以上
4,000元
第十四條 創業獎助學金
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積極參與創業活動及競賽，並經指導老師輔導
後發揮所學，加強創業動能，增加自我學習能力與職場競爭力，促
進未來創業的機會，訂定獎助措施如下：
一、本獎助學金核發標準分為「助學金」及「獎學金」兩項：
(一)助學金：經提交創業計畫書獲「創業獎助學金審議小組」評
定為優良者，每件新台幣3,000元為上限。
(二)獎學金：獎勵參與校內外創業競賽活動表現優異者。
1.獎勵參與校外創業競賽活動表現優異者，核發第一名新台
幣50,000元、第二名新台幣30,000元、第三名新台幣20,000
元、佳作新台幣10,000元為原則。
2.獎勵參與校內創業競賽活動表現優異者，核發第一名新台
幣30,000元、第二名新台幣20,000元、第三名新台幣10,000
元、佳作新台幣5,000元為原則。
二、創業獎助學金審議小組由創新育成中心及創業學程授課教師與
業師組成之，以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為召集人，負責本獎助學金
之申請及資格審核。

第十五條

前述獎助學金審核交請業管單位審酌相關條件與獎助經費預算後決
定之，獲獎勵之名冊交由學務處彙辦。各項獎助學金補助以當年度經
費用罄為限，主辦單位保有審核、取消、變更之權利。
第十六條 同一事由不得重複申請，亦不得重複請領相同補助經費來源，僅能擇
一申請補助，如查核不符申請規定或其他偽造等情事，應繳回已核發
之獎助學金。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