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和 何溪明 優秀清寒獎學金 

申請書 

填表日期：107 年 11 月 6 日 

姓名 OOO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 OO/OO/OO (請貼 1吋大頭照) 

就讀學校 填寫適用學校名稱 學號 OOOOOO 

  科系/班別 填寫適用科系/班別 聯絡電話 03-XXXXXXX 

電子信箱 
(必填) XXXOO@gmail.com 手機號碼 09XX-XXXXXX 

通訊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 OO路 O段 O號 O樓 O號 

申請人：□與家/親人同住   ■住校   □外宿：租金 元 / 月 

學雜費：自費生：□ 全額自費   ■ 助學貸款   □ 公費生(檢附學校證明) 

目前工讀狀況：□ 平日工讀/□ 假日工讀/■ 寒暑假工讀 □ 未工讀，原因：(如照顧癌母)        

備審文件 

■申請書         ■自評表      ■推薦書             ■個人自傳  

■愛心傳承/未來期許  □前一學期學習心得報告 (曾申請合格學生須附) 

■學期成績證明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戶籍謄本影本  

■中低 / 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照片 (1吋大頭照 1張) 

□公費生證明 (醫護學系用)   □其他相關證明影本：(如清寒證明、身障手冊) 

畢
業
後
的
目
標 

□繼續升學完成學士學位 

■半工半讀完成學士學位 

□先就業與所學實務歷練，日後再依真正有與趣項目選取所需科目報考大學 

□報考技職證照，如：土木技師                          

□就業    

身分證影本正面 

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 

黏貼處 

初審結果 

(申請校方核章) 

□符合    □不符合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大和機構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董事長簽章 

高中職 

SU-10701-000 
(附件一) 



大和 何溪明 優秀清寒獎學金 

自評表(學生填寫) 

姓名 OOO 學號 OOOOOO 科系/班別 填寫適用科系/班別 

手機號碼 09XX-XXXXXX 電子信箱 XXXOO@gmail.com 

項目 勾選選項 簡易說明 

雙親健在與否? 

□ 父母雙亡 

□ 父 / 母身亡 

□ 父母離異 

□ 扶養祖父母 

■ 雙親健在 

父親長期洗腎，無業，

母親則為清潔工， 

身心障礙、重病需長期治療與

否?(附相關證明，無則免填) 

■  本人或家人重病需長期治療者 

□ 本人或家人有身心障礙者 

□ 本人或家人有肢體殘障者 

父親長期洗腎(10年) 

家中兄弟姊妹就學人數。 

(本人除外) 

□ 5人以上 

□ 4人 

□ 3人 

□ 2人 

■ 1人 

弟弟目前就讀 OO學校 

家庭收入狀況 

(如免稅證明、中低/低收入戶證

明...等) 

□ 低收入戶及免稅證明(檢附證明) 

■ 中低收入戶證明(檢附證明) 

□ 清寒証明 

□ 一人有工作(含自營) 

□ 二人有工作(含自營) 

□ 三人有工作(含自營) 

家中經濟來源為母親不

穩定的微薄收入 

房屋是否為自有? 

□ 無房地產 

■ 有房地產須付貸款 

□ 租屋，租金$         元。 

□ 借宿 

有自己的房子，但還需

繳房貸 

生活狀況 

■ 生活費用靠工讀或救助金維持 

□ 生活費靠借貸 

□ 生活費用靠親友接濟 

■ 其他獎助學金，如：行天宮獎學金       

母親收入不穩，所以我

利用假日打工。 

※務必詳列領取之獎助

學金。 

特殊表現 
□ 現任幹部或優良表現獲敘獎者 

   (檢附證明) 

 

上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 80.1分以上 

□ 75.1 ~ 80分以上 

□ 70.1 ~ 75分以上 

□ 65.1 ~ 70分以上 

 

註：請據實依上列項目於□ 內打「ˇ」，如有不實填答將取消申請資格。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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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 何溪明 優秀清寒獎學金 

推薦書 

填表日期：107 年 11 月 6 日 

學生姓名 OOO 科系 / 班別 填寫適用科系/班別 

學生學號 OOOOOO 導師姓名 OOO 

導師聯絡方式 

電話： 03-XXXXXXX  分機： XXX   手機：  09XX-XXXXXX 

通訊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 OO路 O段 O號 O樓 O號 

電子信箱： XXXOO@gmail.com 

推薦原因：(親筆書寫或電腦繕打皆可) 

  

  紅框內為必填，務必簽章。 

  

  

  

  

  

  

  

  

  

  

  

  

 

 

 

 

  

  

  

  

導師簽章： 

主任意見： 

  

  

 

  

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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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 何溪明 優秀清寒獎學金 

自傳&愛心傳承自述 

填表日期：107 年 11 月 6 日 

申請人姓名 OOO 科系/班別 填寫適用科系/班別 學號 OOOOOO 

請著重於家庭背景、成長歷程、目前生活狀況…等。(親筆書寫) 

父親約十年前因糖尿病開始洗腎，沒有工作。母親則是個清潔員，是家中經濟支柱，但清

潔有淡旺季之分，所以收入不穩定。而弟弟和我都還在學校求學，學費都是使用學貸方式。我

為了不讓母親過度勞累，利用寒暑假空檔打工，貼補家用。 

在學校人際關係良好，因為無論何時，我總是笑臉迎人，而老師們常稱讚我是個品學兼優

的好學生，常給我許多的鼓勵。隨著課業越來越有難度，我更加雀躍，因為我的所學對於未來

或工作都很重要! 

我喜歡與家人相處，分享點點滴滴，一家人雖然樸實無華但過得很快樂。為擺脫經濟枷

鎖，讓家人更好過，努力向學，考取土木技師，回饋家人及社會。 

簡述說明曾經參與之公益活動或愛心社團，並自述心得與感想，在未來如何將這份愛傳承與回饋。 

(親筆書寫) 

 我曾參與過 OO基金會的愛心志工活動，很高興能和基金會的愛心志工夥伴們共同參與。

那次我們到 OO育幼院，帶著可愛的孩子們一起參觀展覽，就算他們哭鬧賴皮；就算體力不支，

只要看到孩子們開心、笑容滿面，先前種種都不算什麼了。  

其實一直就很想到育幼院幫忙，礙於課業關係，一直都沒有機會實踐。能參加這次的活動

真是讓我雀躍不已，也增加了許多知識，能擔任的志工讓我很高興，也有很多的感悟，希望以

後能多多參與這類的活動，能幫助更多孩子，給予他們愛，協助他們渡過難關。照顧小朋友真

的不是件輕鬆的工作，但看到大家用心陪伴，及小朋友天真快樂笑容，感覺一切都值得。感謝

OO基金會舉辦如此深具教育與啟發性的社會公益活動，讓我參與活動並瞭解所有世界上的孩童

都需要愛和關懷，然而，卻有很多孩子在這方面無法得到滿足。希望基金會的公益活動能幫助

更多需要的朋友，凝結更多有能力的人回饋社會的力量。  

申請人是否同意參與由大和機構安排之各項志工活動? 

□不同意。 

■同意，可配時段：□平日  □假日  ■寒、暑假期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註：(1)本表須由申請人本人親自書寫，填寫後請本人簽名 

  (2)本表若不足填寫，請自行影印。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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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 何溪明 優秀清寒獎學金 

前一學期學習心得報告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OOO 科系/班別 填寫適用科系/班別 學號 OOOOOO 

曾申請合格本獎學金之學生，必須多檢附此項心得報告，否則視同缺件處理。(約 600字親筆書寫)  

  

作為一個土木的學生，我們能深刻體會到實踐對我們的誘惑，因為它會快速的提高我們的

專業能力。現在到處都在修建房屋、無論是居住還是辦公或是其他作用的結構，我們總能隨處

可見，但施工現場是不能隨便進入的，所以以前也都是遠距離的觀望，只能看到外部結構。總

想進去看看裡面的內容。 

 上學期因為有學校的安排，我到 OO工地為期十天的土木工程生產實習。第一天到現場，

引入我們眼裡的是三棟正在進行修建的大樓，在工人的帶領下進入其中一棟樓觀察內部作業。

進去後的第一眼是感覺空間特別小，無論是卧室、廚房、還是客廳，都感覺特別小。 

由於工人都正在上面工作，所以我們在下面幾層參觀完就往上面走去。走到上面看到一些

工人正在做填充牆的工作，還能看到一些構造柱的內部鋼筋布置。上面的還在澆築混凝土，混

凝土由塔吊機運送上去再由工人推到施工現場旁邊以方便工人作業。 

  無論做什麼，都有很多我們是學習的地方，我們雖然接受了這麼多年的教育，但還都是

紙上談兵，我們連最簡單的砌磚都還做不好，更不用說更複雜的工作了，而學校給我們提供了

這個機會，讓我們在畢業前先體會一下工地生活，所以我們都特別認真去觀察去學習。 

註：(1)本表須由申請人本人親自書寫，填寫後請本人簽名 

  (2)本表若不足填寫，請自行影印。 

 

 

 

(附件五) 

新申請者免附 

SU-10701-000 

高中職 



 

我的承諾 

本人於完全了解大和機構的善心、善舉後，出自發心做出的承諾，願做

為善念種子身體力行廣播於社會。(親筆書寫) 

 

發心信守承諾事項： 

※僅供參考，請自行發想或延伸，勿照抄(內容可分為個人、家庭、未來回饋 3部分) 

 個人 

一、盡學生本分，勤奮向學，成績維持平均 85 分，班排前五。 

二、參加與專業結合的實習跟工讀，學以致用，將自己所學回饋給社會。 

 家庭 

三、及時孝順父母，就算沒住在一起，每個禮拜最少通一次電話關心父母。 

四、每年都要跟父母相聚過生日，好好表達養育之恩跟感恩的之心。 

 社會回饋 

五、從日常生活中行善。看到需要幫忙的人會主動伸出援手，像是扶老人或行動不便者

過馬路、讓座…等。 

六、畢業後，每年至少參加兩次志工，將愛傳承下去，幫助更多的人。 

七、在我去參加志工時，號招親朋好友也一起投入公益幫助弱勢。就算無法給予金錢上

的幫助，也要身體力行回饋社會。 

八、盡力配合參與大和機構安排的各項志工活動。 

     

 

立承諾人：               （手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高中職 

SU-1070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