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身分別 申請檢附資料 學生身分別 申請檢附資料 

1.低收入戶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低收入戶證明(當年度有效、需載明學生姓名) 

5.原住民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戶籍謄本(需載明原住民籍) 

2.中低收入戶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中低收入戶證明(當年度有效、需載明學生姓名) 

6.獲教育部大專弱勢   

  助學金補助學生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獲教育部核定教育部大專弱勢助學金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未申請學雜費減免者，

須其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

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二百

二十萬元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學生本人或父母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 

5.最近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6.非本人須附戶籍謄本 

7.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 

  核通過者(須為本國國 

  籍，通過本校 109年急 

  難救助金第一類申請) 

★第一類:凡本校家境清寒貧困

之學生，且領有縣、市政府開

立之家庭年收入所得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下或領有低收入戶證

明書者(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不在此列)。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身分認證將由綜合業務處二組承辦人員核對本校 

  109年急難救助名單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孫子女學生 

1.身分證(正、反面) 

2.學生證封面或在學證明 

3.學生本人存摺封面 

4.特殊境遇證明(社會局核發、需載明學生姓名) 

 

109.製 一、學生身分別 

具有以上的身分僅代表您可以參與計畫，須完成計畫項目後才能請領獎勵金! 

若已通過學雜費減免或教育部大專弱勢助學金申請，無須再繳附證明文件。 

 

! 

! 

 

洽詢單位:學務處高教深耕團隊 

電話: (第一) 07-6011000轉 31231、31232、 

31233、31202 

      (楠梓/旗津) 07-3617141#22052 

高雄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勵金 2020 懶人包 

! 

身分認證將呈現於高教深耕學習護照第 4 頁，後續計畫項目皆以此頁身分認證為憑。  ! 

上述身分皆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為本校在校生。 

 

 ! 詳細資訊統一請洽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高教深耕專區網頁（掃描ＱR－ｃｏｄｅ）。 



二、各類獎勵金一覽表    

項目 獎勵金 說明 獎助對象 附加條件 承辦單位 

一、 

課業學習輔導 

1.學期總成績班排名進步  

  獎勵金 

(1)進步 16名以上 5,000元 

(2)進步 6-15名 3,000 元 

(3)進步 5名以內 1,000元 

學生經課業輔導後，學期總成績班排名較前一學

期進步且受輔導科目成績達 60 分者，依進步幅

度級距給予獎勵金。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五專、二技、四技 

在學學生 

1.108-2學期需進行課業輔導至少 

  6次以上。 

2.須填寫課業輔導紀錄及自評表。 

 學務處 

高教深耕 

2.學期總成績班排名優良 

  獎勵金(每次 6,000元) 

學生經課業輔導後，學期總成績班排名占前 20%

且受輔導科目成績達 60分者，給予獎勵金。 

(僅需提供 108-2學期成績單)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五專、二技、四技 

在學學生 

二、 

學生自主 

學習計畫 

1.宿舍自主學習獎勵金 

(每月 5,000元) 

學生參與由學務處舉辦(認列)之多元活動、輔導

課程，並於學生宿舍所規畫空間進行自主學習、

課業討論，達固定次數/時數，每學期按月(3 個

月)核發獎助金。 

1.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2.須為當學期 

  住宿生 

每月需達下列規定： 

1.參與宿舍/學務處舉辦(認列)活    

  動 1場。 

2.於自主學習空間進行自主學習/ 

  課業討論達 20小時。 

★未完成任一條件當月即取消資格 

  ，不核發獎勵金。 

住宿服務組 

2.圖書館自主學習獎勵金 

  (每月 5,000元) 

學生參與由學務處舉辦(認列)之多元活動、輔

導課程，並於學務處所規畫圖書館空間進行自

主學習、課業討論，達固定次數/時數，每學期

按(3個月)核發獎助金。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圖書館 

3.學習成績進步獎勵金 

(每次 1,000元) 

學期總成績達 75分或學期總成績較前一學期進

步 5分(含)以上，給予獎勵金。 

(指申請時之上一學期對比上上學期，109-1學

期申請，需用 108-1學期與 108-2學期相較)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完整參與宿舍/圖書館自主學習計

畫。 
住宿服務組/ 

學務處 

高教深耕 

三、 

學習歷程輔導 

學習心理輔導獎勵金 

(每次 1,000元) 

針對學習相關議題申請心理輔導或測驗者，2節

輔導後，經評估改善或成長者，給予獎勵 1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每人每學期至多 4次。 

2.須填寫心得 200字。 諮商輔導組 

四、 

職涯規劃與 

輔導之協助 

1.適性診斷諮詢獎勵金 

(每次 1,500元) 

經適性診斷測驗後參與諮詢輔導課程 

(每學期至多 2次) 。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參與個人/團體諮詢輔導課程。 

2.須完成諮詢報告 1000字。 

校友服務暨

實習就業中

心 2.職涯閱讀獎勵金 

(每次 800元) 

閱讀指定職涯規劃與輔導相關書籍 

(每年度每人至多 5次) 。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心得報告 1000字。 

2.以公告書目為限。 

高雄科技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獎勵金 2020 懶人包 109.製 



項目 獎勵金 說明 獎助對象 附加條件 承辦單位 

五、 

就業機會媒合 

1.就業獎勵金 

(每次 500元) 

參加校內就業博覽會、校內實習/徵才說明會、 

校內線上徵才平台等多元就業工作機會。 

(每學期至多 4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之四技大三(含)以

上、碩士、博士、

五專四年級(含)以

上、二技在學學生 

1.需完成 500字分析報告。 

2.在職專班學生不得提出申請。 

校友服務暨

實習就業中

心 

2.就業面試獎勵金 

 (每次 1,000元+交通費) 

參加校內就業博覽會、校內實習/徵才說明會、

校內線上徵才平台等多元就業工作機會，主動

投遞履歷表並參加就業面試者(正職/實習工作 

，限科系專業相關就業職缺。)。 

(每學期至多 4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之四技大三(含)以

上、碩士、博士、

五專四年級(含)以

上、二技在學學生 

1.須先通過就業獎勵金申請。 

2.須完成 1,000字面試報告。 

3.交通費:補助至面試地點所需交   

  通費，僅支具實體票根之高鐵、 

  台鐵、客運，核實報支。 

4.在職專班學生不得提出申請。 

3.職場體驗獎勵金 

(每次 1,000元) 

參加企業參訪，了解業界工作內容與樣貌，並

完成參訪心得。(每學期至多 2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企業參訪 3小時(含)以上。 

2.完成 1,000字企業參訪心得。 

 

4.職場訪談獎勵金 

 (每次 2,000元+交通費) 

針對參訪企業中 1位個人職業標竿對象之訪談

紀錄(限相關科系或未來就業相關領域)完成訪

談報告 1份；另提供參訪交通費補助。 

(每學期至多 2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須先通過職場體驗獎勵金申請。 

2.完成 1,500字訪談報告 1份。 

3.交通費:補助至訪談企業地點所   

  需交通費，僅支具實體票根之 

  高鐵、台鐵、客運，核實報支。 

六、 

優秀學生 

學習培力 

優秀學生學習培力計畫 

獎勵金(每月 5,000元) 

學生自主規劃學習計畫，並經專業教師(導師)

指導，提升專業知識與多元就業能力，精進並

培育弱勢學生為拔尖優秀人才，具備終身學習

能力。 

五專、二技、四技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計畫目標不含證照考試、語言 

  考試、可獲學分數之專題討論 

  主題，及已獲補助專題主題。 

2.計畫執行期間須參與至少 1場 

  學務處高教深耕所認列活動。 

學務處 

高教深耕 

七、 

領導輔導 

領導輔導獎勵金 

(每次 3,000元) 

學生參與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所認列活

動，提升領導知能及培養多元能力。 

(每學期至多 3次)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須檢附簽到退紀錄表或研習證 

  明。 

2. 3 場活動須為同一單位舉辦系列 

  活動，跨單位不列入計算。 

3.須繳交參與活動心得，每次申請 

  需檢附 2,000 字心得 1 篇。 

學務處 

高教深耕 



項目 獎勵金 說明 獎助對象 附加條件 承辦單位 

八、 

證照輔導 

1.補助證照報名及交通費 

  (每人最高 18,000元) 

鼓勵學生培養專業實務能力提升專業素養、增加

競爭力，提供考取證照的報名費及交通費補助。 

【交通費補助範圍】 

以補助學生本人考試前後一日(含考試當日)之

來回交通費用（每次考試以來回一次為限），補助

額度僅限行程中必須搭乘之大眾運輸（高鐵限考

試當日始得補助）。 

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1.獎勵範圍依本校「學生取得專業 

  證照獎勵辦法」第二條辦理。 

2.報名、考試時間須為公告當年度。 

3.報名費需檢附收據正本；高鐵 

  、台鐵、客運需附實體票根。 

4.同一證照之補助以乙次為限，進 

  入本校前或畢業後取得之證照， 

  不得申請補助。 

學務處 

高教深耕 

2.考取證照獎勵金 

  (最高 10,000元) 

鼓勵學生培養專業實務能力提升專業素養、增加

競爭力，提供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金。 

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1.依本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

辦法」辦理。 

2.證照取得時間須為公告當年度。 

學務處 

高教深耕 

九、 

競賽拔尖 

學生參賽獎勵金 

(每次 3,000元) 

實際參與競賽並檢附參賽證明文件。 

(每人每學期至多 2次) 

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1.參與校外競賽可申請(不含創新

創業、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體

育類、聯誼性質競賽或無校外單

位參與之競賽)。 

2.同一競賽僅得申請1次 

學務處 

高教深耕 

競賽拔尖獎勵金 

(最高 10,000元) 

學生個人參與校外競賽，獲得獎項提供獎勵金。 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1.依研發處「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師 

  生參與專業競賽補助及獎勵」要 

  點辦理。 

2.學務處高教深耕僅受理個人競賽 

  申請。 

團體競賽增額獎勵金 

(最高 8,000元) 

學生團隊參與校外競賽獲得獎項，並通過研究發

展處競賽獎勵申請。 

符合深耕認證 

身分在學學生 

1.學生參與團體競賽以得獎等級所

獲獎勵最高以 80%計算核發。  

2.需檢附已獲研發處獎勵證明。 

十、 

跨域學習 

境外自主學習獎勵金 

(每人最高 20,000) 

學生參與本校核定出國交流方案，提出申請， 

經審核後並完成相關報告，核發獎勵補助。 

項目依當年度本校國際處實際公告為準。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1.依本校國際處相關規定辦理。 

2.學生回國後須繳交出國報告， 

  給予補助。 

3.補助範圍及額度依相關規定辦理 

  ，並不得與本校其他單位申請相 

  同之補助。 

4.在職專班學生不得提出申請 

國際事務處 



項目 獎勵金 說明 獎助對象 附加條件 承辦單位 

十一、 

社會服務培力 

社會服務培力獎勵金 

(每月 3,000元-6,000元) 

獎勵項目為符合資格並對社會服務有熱忱學生

規劃社會服務培力計畫書，參與相關活動及進行

社會服務。 

符合深耕認證身分

在學學生 

需經服務學習組遴選。 

服務學習組 

十二、 

攜手圓夢起飛 

攜手圓夢起飛獎勵金 

(補助額度依當年度公告為 

 準，將於 109-1學期開學 

 前公告) 

補助入學考試報名費、交通費及住宿費，交通

費依車程距離給予補助(補助額度與標準以當年

度公告為準)。 

符合深耕認證身 

分(不含家庭突 

遭變故經學校審 

核通過者) 

請保留相關收據及票根，以利申請

本項補助。 教務處 

招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