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及外部募款基金作業要點 
107年 4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及 107 年 5月 22 日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107年 12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7年 12 月 19日校長核定  

108年 5月 8日 107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8年 5月 15日校長核定  

  108年 11月 13日 108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8 年 11月 22日校長核定 

   109年 6月 3日 108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9年 6月 15日校長核定  

    109年 9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9 年 9月 30 日校長核定 

  110年 3月 10日 109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10年 3月 18日校長核定                  

一、 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

會流動項目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 目的: 

本校除考量學生家庭背景、社經地位、學習條件、在地就近入學等因素，提高弱勢學

生進入本校就讀比例外，應透過補助機制，建立外部資源(matching fund)，以提供弱

勢學生輔導所需資源及經費，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方式，使是類經濟弱勢學生得以

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促進社會階層垂直流動。 

三、 輔導及補助對象： 

本校在學之日間學制經濟不利學生，包含：具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等四類符合教

育部學雜費減免資格學生、 5.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6.原住民學生（須具備

低收或中低收資格）、7.家庭突遭變故(學生之家庭因不可抗拒之災變短期內無力恢

復，生活陷入困境之急需協助者) 或其他因素經學校審核通過者及 8.懷孕學生或扶養

未滿三歲子女之學生。 

四、 身分審查： 

符合前條第一類到第五類身分者，由本校學務處審查學雜費減免資格。 

符合前條第六類身分者，請向學務處提出低收或中低收證明文件。 

符合前條第七類身分者，請填具申請表後，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符合前條第八類身分者，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並檢具低收或中

低收證明文件，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五、學習輔導機制： 

    (一)輔導內容： 

        學校相關單位應先行瞭解校內弱勢學生之需求，以分析弱勢學生之特質，並由生活

面、學業面、職涯面等輔導機制，尋求弱勢學生之共同需求性，進而符應大多數弱

勢學生之需求，據以擬定相關輔導措施，給予適切的協助；另針對個別弱勢學生再

與瞭解學生之需求，以全方面輔導學生。 

   (二)輔導項目： 

        1、課業輔導之協助 

        2、實習機會之提供 

        3、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 

        4、就業機會媒合 

        5、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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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與學習輔導相關之措施 

六、經費申請方式： 

    本校各單位依學習輔導機制研訂相關計畫或措施，作為學生學習助學金、成績優異獎學

金及專業證照考照…等補助經費之依據，且均應透過課程學習或就業輔導等方式辦理。    

七、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項目

之基本補助款、獎勵補助款及本校外部募款基金補助。     

八、計畫執行及經費使用原則： 

    (一)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及修正計畫書注意事項辦理。 

    (二) 學校外部募款經費及教育部補助經費(經常門)，均須用於補助弱勢學生，不得以獎

助學金方式逕行發給學生，係為必須透過課程學習或就業輔導等方式提供學生之直

接經費。    

(三)「弱勢學生輔導」所編列經費項目，不得編列「各項弱勢輔導機制所需之成本」，例

如：工讀金、講座鐘點費、場地費…等，亦不得編列弱勢學生招生入學獎學金；但

得以高教深耕主冊經費或其他自籌款經費支應。 

    (四) 補助弱勢學生經費項目及標準，若業務承辦單位已有相關規定，得從其規定；若無

相關規定，則依附表規定辦理。 

九、建立外部募款基金： 

    本校為落實弱勢學生助學及輔導募款基金之建立，應設立「弱勢學生外部募款基金專帳」

專款專用，其外部經費來源可包含企業、基金會或校友等之指定捐款，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十、學習輔導成效追蹤： 

    依本要點所訂之各項學習輔導計畫或措施，其執行成效(含外部募款經費支用)均須併入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報告，並納入次年度經費核配之參考依據。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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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補助弱勢學生經費項目及標準 

107年 12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7年 12 月 19日校長核定  
108年 5月 8日 107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8年 5月 15日校長核定  

  108年 11月 13日 108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8 年 11月 22日校長核定 
109年 9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9年 9月 30日校長核定 

109年 10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09年 10 月 27日校長核定 
110年 3月 10日 109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及 110年 3月 18日校長核定 

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弱勢學生輔導機制及外部募款基金作業要點」，訂定相關學習、輔導

增能之弱勢生獎勵項目及標準，以提供各單位研訂相關計畫或措施，作為學生學習助學金、

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及專業證照考照…等補助經費之依據。 

補助項目 補助方式 補助金額 辦理單位 

跨域學習

獎勵金 

 本校弱勢生參與跨領域

相關學習增能、職涯/生

涯探索課程、教育實習、

專業參訪、工作坊、研習

營、研討會等相關活動，

除完成整場活動外，另完

成活動所要求之學習成

效檢核後，給予獎勵金。 

 檢核由授課講師檢核，評

量成績需達八十分（或成

績換算達 80%以上）者，

並附上當學期修課課

表，始得領取。 

 依照學習時數核給獎

勵金，每節計 300元。 

 依照校內簽准之子計

畫/企劃案標準支給。 

各活動承辦

單位 

課程學習

獎勵金 

 本校弱勢生完成指定課

程輔導並達到要求之學

習成效檢核後，給予獎勵

金。 

 經系所任課老師認證與

課程相關之專題實作、田

野調查、畢業專題製作…

等教育學習（採計時數由

任課老師核予），並達到

要求之學習成效檢核

後，並附上當學期修課課

表，給予獎勵金。 

 依照學習時數核給獎

勵金，每節計 300元。 

 依照校內簽准之子計

畫/企劃案標準支給。 

各活動承辦

單位 

生活服務

學習金 

 學生參加校內行政或教

學單位所舉辦具公共

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

務學習活動，並完成服務

時數，並須有輔導人員紀

 依照服務時數核給獎

勵金，每小時計 300

元。 

 依據校內簽准之標準

支給。 

各活動承辦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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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方式 補助金額 辦理單位 

錄之輔導紀錄表，並附上

當學期修課課表。 

 每月上限為 20小時，且

須一併提出至少 500字

之心得報告，始得領取。 

學業成績

優秀獎學

金 

第一等：學期平均成績達班排

名前三者。 

第二等：學期平均成績達班排

名第四到第十者。 

第三等：學期平均成績達班排

名第十一到第十五者。 

並符合下列條件： 

1、該學期操行成績在 80分以

上。 

2、申請者之學科成績若有未

達 60分之學科，不得領取

獎勵金。 

3、每學期於公告時程內提出

前一學期接受所屬導師或

輔導老師或系所主管學習

輔導至少 2次之紀錄。 

第一等、3,000元 

第二等、6,000元 

第三等、4,000元 

（附註：第一等補助金額

係因排名前三名另有學校

獎勵金（第一名 8000 元、

第二名 6000元及第三名

4000元）。 

教務處 

 獎勵對象為辦理獎勵當學

期就讀本校大學日間學制
二、三年級之弱勢學生（辦
理期間若教育部審核弱勢
學生資格尚未確認，則採
用上一學期通過審核的名
單），由本中心洽請教務處
就其已修習之通識教育課
程，擇取二、三年級弱勢
生平均成績排名各前 30
名，鼓勵該等學生其提出
申請。 

 本要點所指通識教育課

程，包括科技與社會 2學
分、民主與法治 2學分、歷
史與文化 2學分、學習與服
務 2學分、通識科目 10學
分，合計 18學分課程。 

由本中心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至少三人組成評審小
組，審查申請人備審資
料。評審小組應提供申請
人提升通識教育課程學習
成效建議，並決議是否獎
勵及獎勵額度。 

通識中心 

學業成績

進步獎學

金 

 連續二學期（可跨學年

度），後學期學業成績總平

均較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

平均進步。 

並符合下述條件： 

每名 5,000元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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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方式 補助金額 辦理單位 

1. 前二學期就讀本校，並修

習超過最低學分數(含)以

上者。 

2. 此二學期操行成績均在  

80分以上。 

3. 每學期於公告時程內提出

前學期接受所屬導師或輔

導老師或系所主管學習輔

導至少 2次之紀錄。 

校外競賽

補助金 

 

凡透過培訓、輔導後，參加校

外任一競賽之弱勢生，得依實

際狀況補助相關參賽之報名

費、住宿費及交通費。 

1.報名費核實支付。 

2.住宿費及交通費依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生參

加國內活動交通及住宿費

作業要點」核實支付 

學生事務處 

校外競賽

獎勵金 

凡透過培訓、輔導後，參加校

外競賽並得獎之弱勢生，依照

國際、國內之競賽難易度等

級，獲得相對應獎勵金。競賽

難易度之認定，若已有相關規

定，得從其規定；若無，由校

內相關專業之審查小組審查

之。 

Class A. 30,000元 

Class B. 20,000元 

Class C. 10,000元 

學生事務處 

證照補助

金 

透過培訓、輔導後，專業技能

證照考試之報名費，依實際金

額全額補助。 

1.報名費核實支付。 

2.住宿費及交通費依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生參

加國內活動交通及住宿費

作業要點」核實支付 

師資培育及

就業輔導處 

證照獎勵

金 

透過培訓、輔導後，參與 TQC

認證、國內外運動相關專業證

照、以及語言能力檢定之相關

考試並取得證照者，發給獎勵

金。 

未列名之專業證照，由師資培

育及就業輔導處召集專業審

查小組認定之。 

第一等：6,000元 

第二等：2,000元 

第三等：500元 

師資培育及

就業輔導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