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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清寒助學金辦法 

                                                 制訂日期：2019.5.1 

修訂日期：2021.8.27 

第一條  主旨 

    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家境 

    清寒學子完成學業，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一、    設籍於桃園市六個月(含)以上。 

二、    就讀於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有案之國內高中職、或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

(不包含延修生、軍警校、推廣教育、遠距教學、學分班、空中大學、研究

所學生)。 

三、    未享有軍公教減免及公費補助者。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    申請時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身心障礙學生為 65 分(含)以

上)，如成績為等第者，應由學校出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始分數。 

二、    申請時前一學年未有受記小過(含)以上懲處之紀錄。 

三、    家庭經濟狀況或特殊情況(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並需附上證明)： 

(一)    申請時為 110 年度政府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二)    申請時前一年度原為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卻因申請人或申請人同

具學生身分之兄弟姊妹為改善家庭經濟打工兼職，致遭相關主管機關

認定有收入而失去前述補助資格者。 

(三)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他親屬中，負主要生計責任者不負擔家計、

失業、死亡、罹患重大疾病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工作，致家庭生活陷入

困境。 

(四)    遭遇其他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求學困難。 

第四條  助學金額 

一、    大專組：大專院校(專科學校五專制，四、五年級學生屬大專組)每名金額新

台幣貳萬元至叁萬元整。 

二、    高中組：高中、高職(專科學校五專制，一、二、三年級學生屬高中組)每名

金額新台幣壹萬元至貳萬元整。 

第五條  申請/撥款 

一、    每年度自公告日起至 10 月 8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    審核通過由本會進行通知，並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撥款。 

三、    獎助學金之發放，應由獲獎人本人領取獎學金並簽領收據，相關賦稅問題，

概由獲獎人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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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甄選方式 

一、    由本會遴選相關會務人員審核辦理。 

二、    本會將視個案提出申請文件完整度與實際遭遇狀況，保留最終同意權及額度

審核權。 

第七條  應備文件(紙本) 

一、    本會「清寒助學金申請表」。 

二、    在學證明正本(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或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 

三、    前一年度全學年(含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需蓋有校方成績證明章，大一新

生請提供高三上下學期成績單。 

四、    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五、    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或其他家庭特殊身份證明文件。 

六、    請提供由里長、學校師長、財團(或社團)法人之社工等任一出具之推薦證明

函(此紙本函文中請闡明弱勢原因，並須附上推薦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

及電郵等完整資訊)。 

七、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請以 A4尺寸裁切)。 

八、    其他證明文件(例如：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證明、服刑證明、醫療診斷

證明、其他重大變故證明等)。 

九、 參與競賽獲得獎證明、參與國際性活動證明、志願服務證明(於慈善、社會

福利等公家機關、公益或非營利性團體舉辦之活動擔任志工並具有服務時數

證明、自主發起公益社會、社區服務、人道關懷等服務工作)、學習生涯參

與活動、競賽、計畫之見證關係人之相關證明(本項相關證明為非必要條

件，無則免附)。 

十、 上列申請檢送之全戶戶籍謄本中不得省略記事，申請檢送之證明文件如為影 

     本者，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切結；申請檢送之文件，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 

     還。 

第八條  其他 

一、 備審資料填寫不完整、缺件、填寫錯誤等者，經本會通知後仍無法於截止日 

(10 月 8 日)前完成時，視同自動放棄資格。 

二、 申請人(即受助人)應同意本會為利審核及後續業務執行或會務推廣，進行電

話、家庭訪視、拍照或錄影等，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或依財團法人

法第 25 條規定公告受助人姓名、名稱及受助金額(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除

外)，及同意本會使用申請人所檢附資料內容等事項，如未同意及配合者，

本會將不予提供協助。 

三、 提供不實資訊經查證屬實者，應返還助學金，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 同一家戶申請時應以一人為限，如有二人(含)以上同時符合申請資格時，由

本會保留最終同意權。 

五、 如有特殊情況，經本會先行辦理捐助者，應於事後補辦追認及查證手續。 

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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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利晉工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10 年營建工程科系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一、 目的： 

創設本會者即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利晉工程公司)係營造企業，為培育土木、
營建及建築相關領域人才，以鼓勵優秀學子們投入營建工程行列，並提前網羅有志進入
利晉工程公司服務、發展之人才，特設置「110 年營建工程科系人才培育獎助學金」，並訂
定本辦法。 

二、 獎助對象： 

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就讀土木、營建及建築相關科系大專院校之在校學生。

三、 獎助名額： 

1. 每學年甄選6名，擇優錄取。 

2. 經錄取者，需每學年進行複審，如持續符合申請條件，則優先保有續領資格。

四、 獎助學金額與服務年限： 

1. 經本會審查合格，並與利晉工程公司正式簽訂合約者，給予獎助學金每學年伍萬元
整，依大學不同學制，最少獎助 1 年，最長獎助 5 年(延長修業時不予列入獎助)。 

2. 服務年限對照表： 
 

 

 
受領獎助學金
與需服務年資 

累計受獎助學金額 需服務最低年限 

5萬 1 年 

10萬 2 年 

15萬 3 年 

20萬 4 年 

25萬 5 年 

五、 申請資格要件： 

1. 設籍於桃園市六個月(含)以上或非設籍桃園市，惟實際就讀於桃園市內經教育部核
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土木、營建及建築相關科系在校學生(不包含日間部
在職生、進修部、在職專班、夜間部、推廣教育或任何在職形式進修者)。 

2. 未受領其他有約定就業、實習等附帶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 

3. 畢業後(義務役畢)能於約定時間配合至利晉工程公司服務者。 

4.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以上且操性成績達80分以上者。 

※就讀大一新生者，需繳交就讀高中之學年成績單、大學錄取通知單、繳費通知單。 

5. 符合上述資格者，若為清寒家庭、低收入戶(請檢附相關證明)，將予以優先考量。

六、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 1 0年 1 0月 8日止 (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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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表件： 

      凡符合申請條件者，應詳實填寫本會所提供之申請表，並檢附下列相關文件。 

1. 申請表(請以A4 紙列印)一份。 

2.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3. 要求提供之學期成績單正本一份(需含學業平均分數，並加蓋學校印信)。 

4. 本人二吋半身照片(貼於申請書上)一份。 

5. 自傳(500字以上，需含家庭背景及對未來欲從事營建工作之期待及規劃)。 

6. 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7. 師長推薦函一份。 

8. 若為清寒家庭，請檢附相關證明（如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證明、村里長清寒證明） 

9.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參與競賽、各類證照、證書證明)。 

10.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申請表件請自行留底及確認完成，收件後概不退還，若有缺件不另通知。 

※申請時之年級成績審查對照表 

學生申請時之年級 

(110 學年度) 

申請時須提供之成績證明 

109學年度 

上學期 上學期 備註說明 

一年級   大一新生請提供高中學年成績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八、 申請方式： 

1. 採郵寄報名申請，備齊相關申請表件後請郵寄至：(郵遞區號：330063) 桃園市桃園
區經國路838 號 10 號之 1，信封上請註明「110 年營建工程科系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
字樣。 

2. 聯絡人員：基金會 張小姐 03-3269266分機174 

九、 評審及發放方式： 

1. 由本會依據申請文件進行初審，未通過者不另通知，初審通過者需配合本會進行家
庭訪問，實際了解家庭狀況，俟本會董事會複審確定後，以書面函知正式錄取者，
並隨函檢附「營建工程科系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合約書」(下簡稱合約書)一式参份。 

※上述經審核未通過者或經審核通過但後無意願簽定合約書者，若經評估符合本
會清寒獎/助學金辦法，本會經申請者同意後予協助轉介。 

2. 正式錄取者於收受本會寄發之函文、相關資料及合約書後，填寫合約書，並於收文
後二週內將合約書寄回(一式参份)，獎助學金將於合約生效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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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通過申請者應配合之義務： 

1. 應與本會保持聯絡，遇有變動應隨時更新連絡方式。 

2. 經本會審核通過並領取獎助學金起，須連續申請獎助學金，不得中斷。 

3. 於每學年本會通知期限內，繳交前一學年成績單等相關文件，經審查合格者，始得續

領獎助學金。配合本會辦理之大型公益活動時公開頒獎，受獎者需親自領取並全程參與活動。 

4. 受領本會獎學金之申請人，如欲繼續升學研究所，應於大學畢業前 2 個月內，主動向

本會提出申請，並俟本會核覆同意遞延可至利晉工程公司報到時間。 

5. 取得畢業證書後，應於 1 個月內掃描「畢業證書」，將檔案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傳送本

會，以利安排後續報到及工作事宜，任用薪資、職位及福利等比照利晉工程公司員工

辦理。 

6. 服務最低期限內，申請留職停薪經利晉工程公司核准，其服務期限需遞延計算。十一、

獎學金之停發及追償： 

經核定授予獎助學金者，經本會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本會即停止發給並追償其已受
領之全部獎助學金，同時喪失進用資格。 

1. 休學、退學及遭開除學籍或無法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取得畢業證書者。 

2. 未經本會同意自行轉入其他學校、系所，或繼續升學者。 

3. 畢業後另負有服務義務者。 

4. 畢業(或服義務兵役期滿)後，未依規定期限至利晉工程公司報到者。 

5. 畢業後另行就業、進修或轉服義務役以外之其他兵役者。 

6. 在受領期間任一學業成績平均不達 75 分或操行成績低於 80 分者。 

7. 報到後在利晉工程公司服務未滿規定期限，而離職或受免職、資遣處分者(含實習成
績不合格者) 

8. 資格條件經發現為不符，或持憑文件係偽造、變造、虛偽證明或其他不實之情事。 

9. 受判刑宣告確定者。 

10. 於核定受領獎學金期間，發生未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情形者。 

11. 服務未滿服務最低年限者，應依日數比例返還獎助學金。 

12. 如有下列情事，免於追償： 

(1) 受領獎助學金後，因意外事故或因自身疾病導致死亡、或因身心障礙而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或失能，致無法勝任工作時，經本會審查同意後，除通知停發獎
助學金外，受領人同時免除履行服務之義務及免歸還已領取之獎助學金。 

(2) 因利晉工程公司營運狀況因素無法於受領人畢業後進行聘僱時，無須返還獎助
學金。 

十二、其他說明： 

1. 凡提出申請者，視為同意本辦法各項內容。 

2. 本會保有隨時修訂本辦法並保留獎助學金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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