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實施辦法
第一條國際扶輪 3470 地區秉持百年樹人教育精神，紮根教育，創造福祉，
協助弱勢學子安心就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國際扶輪 3470 地
區 2021-2022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申請條件和申請時間如下：
(一) 申請條件：
1.凡具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籍之本國學生，家庭年所得新臺 100 萬
元以下者。以高年級為優先。
2.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優良平均達 80 分以上，於本校在學期間未有
懲處紀錄，且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 (無不及格科目)。
3.申請學生參與學校社團及系學院幹部為優先。
4.學生須提出全部資料，經生命橋樑執行團隊書面審核。
(二) 申請時間：請各校於 2021/9/22 前將推薦學生名單及申請文件送
達赤崁扶輪社。
第三條 獎學金金額：
獎學金每位學生 45,000 元，分上、下學期、計畫結束後三次發放，
各 15,000 元。其中第三次 15,000 元為勤學獎金，鼓勵學生完成至少
36 小時之訓練課程，並參與 2 次扶輪例會或服務活動(其中至少 1 次
例會報告)，勤學獎金於本計畫結束後發放。如學生未經核准請假、
上課時數未達期望標準、心得報告未準時繳交，地區有權停發第二次
之 15,000 元獎學金。上述情況均將影響次年度扶輪社相同或類似獎
學金之申請。
第四條作業流程：
(一) 學生應於每學年公告申請期限內，填具並檢附以下文件逕向生活
輔導組提出申請。
1.申請表(如附件一)。
2.前學年成績單正本。
3.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別檢附)。
4.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5.財產歸屬資料清單(向稅捐處申請)。
6.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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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五百字以內的自傳。
8.其他- 參加社團幹部證明文件等… (非必要)。
9.聲明書(如附件二)。
(二) 申請案由各校生活輔導組審查，簽請學務長核定後推薦申請。
(三) 若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遴選順序以贊助社指定
科系/年級之申請學生為優先，高年級為優先，其次以家庭平均
每人年所得排序，低者優先核發。
第五條申請此獎學金之學生仍得申請其他獎學金。
第六條生命橋樑助學計畫課程規畫如附件三。
第七條受獎學生遴選程序：
(一) 由 3470 地區成立遴選面試小組並邀請各贊助社參加面試，面
試前地區將時間、地點發送給贊助各社，邀請各社生命導師或社
長，參與面試。如無法出席的贊助社，也可委託地區協助遴選。
(二) 整體預計於 2021/10/22 前完成面試，確定獲獎學生名單並完成
贊助社導師與學生之配對。
第八條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的導師制度
請各贊助社指定 2 位社友擔任受獎學生的導師，參加課程說明會暨第
一次相見歡，與學生相互認識交流。導師除了給予學生個別關懷、邀
請學生參加例會與服務之外，在學生參加各課程的期間，學生也會透
過各種方式和導師分享學習心得，如參加學生的學習成果發表會、引
導學生分享其職涯發展及年度計劃的進展情況、參加職業座談會分享
職涯經驗和看法…等，由導師給予學生回饋、陪伴受獎學生成長、並
使其體會到扶輪親善無私的奉獻精神。
第九條根據受獎學生參與本計畫之各項表現綜合評估，經執行團隊評估為優
秀者，得推薦至扶輪社友企業實習。扶輪社友得為之撰寫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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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申請表

<本資料僅供評審委員審查用，您的個資將受保護>

「_____________大學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申請
表
學院/系所
_____
學院
系
年級
學號
學生姓名
Line ID
可聯繫到
可聯繫到之手
E-Mail
機
操行成績
前學年操行成績，總平均
分(需達 80 分以上)
前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分(需達 75 分以上)
學業成績
有無不及格科目 □有 □無
社團幹部
有無社團及系學院幹部經驗 □有 □無
家庭年所得 新台幣
元(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財產歸屬總
新台幣
元
額
編
姓名
稱謂
就業狀況或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號
1
家庭成員概
2
況
3
4
5
 1.申請表。
 2.前學年成績單正本。
 3.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別檢附)。
 4.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應繳附文件  5.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稅捐處申請)。
 6.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
 7.五百字以內的自傳。
 8.其他-如社團幹部證明文件等… (非必要)
 9.聲明書

注意事項

是否希望有
企業實習機
會？

1. 每年度需參與扶輪社提供之課程至少 36 小時及扶輪社之例會或服務活
動兩次以上。如未請假核准，未能完成前述二項條件者，第二、第三次
獎學金發放將停止及次學年度如有扶輪社提供之相同或類似獎學金即無
法申請。
2. 獲獎學生之聯絡方式、個人資料及心得分享將提供扶輪社，以利後續
連繫。
我已了解以上事項，申請人簽章：
 是，希望實習的職務/ 職業類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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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聲明書
受獎學生__________就申請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茲
此確認暨聲明：
以上申請表內所述個人資料屬實，並同意扶輪社使用上述個
人資訊為獎學金申請計畫相關使用。
本人之受獎絕無違反扶輪社之禁止利益衝突原則，亦即：
 本人並非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
 本人並非扶輪社、扶輪地區、其他扶輪組職、或國際扶輪
之員工。
 本人並非前兩類人士之配偶、因婚姻、收養、或其他關係
所生之直系後代(三親等)、其配偶、其父母或其祖父母。
 本人並非與國際扶輪基金會或國際扶輪間存有合作關係
之代辦、組職、或其他機構之員工。
 本人若曾是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於收受本獎學金時業已
終止該社籍達三十六個月以上。
 本人若曾是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之家人，該扶輪社友或名
譽社友於本人收受本獎學金時業已終止該社籍達三十
六個月以上。

__________ 簽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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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課程規畫表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
「受獎學生課程規畫」(暫訂)
項目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時數

 介紹天賦理論及了解天賦對個人發展的影響
 解讀Strength Quest 測評報告深入瞭解自己的
天賦
 更認識自己的優勢,規劃出善用優勢的職涯發
展
 運用職涯發展工具+教練引導方式，協助學生探
索自我(發掘天賦，找到熱情，釐清價值)
 協助釐清工作方向，蒐集職業資訊，進行職涯
決策
 確認職涯目標，擬定行動計劃，逐步達成職涯
目標及夢想
 學習成功者的七個好習慣：主動積極、以終為
始、要事第一、雙贏思維、知彼解己、統合綜
效、不斷更新。並應用於學習與生活當中，提
高自我領導力及職場競爭力。
 扶輪社友分組跟學生分享各種職業特性、專業
要求以及職場甘苦經驗談，幫助學生對自己興
趣的職業有基本的了解，並建立正確的職場心
態。
 根據職涯高飛自我探索的結果，彙整自己的優
勢、技能、興趣、特質以及價值觀；
 學習履歷與自傳撰寫的要領；
 現場練習撰寫履歷及自傳；
 學員對彼此的履歷給予回饋。
 學習成功面試的觀念與重要技巧；
 參加分組面談演練；
 面試官(扶輪社友)針對學生面談表現給予回饋
和建議；
 協助做好求職準備
 溝通不佳來自於邏輯不清
 簡報觀念介紹
 簡報邏輯與類型拆解
 高校簡報溝通術
 簡報吸睛美化
 簡報表達呈現

1.

發現我的天賦
-基礎班

2.

職涯高飛教練
工作坊

3.

幫助你成功的
七個好習慣
(與成功有約)

4.

職場達人經驗
分享

5.

引起主管興趣
的履歷自傳撰
寫技巧

6.

由內而外的面
試技巧

7.

高效溝通與簡
報技巧

8.

一對一教練會

談


(共 2 次，每次

1 小時)

釐清兩天工作坊內容相關疑問
探討兩天工作坊個人產出結果內容及問題
引導思考兩天工作坊課後作業可能問題及作法
4.協助解決個人職涯發展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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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5

3

3

4

3

2

合計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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