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104 年【愛在南迴奬助學金】專案計劃書
壹、宗旨:
藉由奬助學金之資助機制，激勵南迴四鄉優秀學子認真求學完成學業。並鼓勵學子將所
學知識及技能回饋家鄉、社會。
貳、目地:
一、 培育人才。
二、 關懷學子就學狀況及身心發展。
三、 培養飲水思源及關懷、回饋家鄉之情操。
四、 改善家鄉讀書之風氣。
五、 減輕家庭之負擔。
參、贊助單位: 美國康德基金會
肆、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伍、奬勵對象: 凡設籍於臺東縣南迴四鄉(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就讀日間部公、私
立高中(職)以上之學子，成績優異或有特殊長才且未領取其他奬助學金之在學學生。
陸、奬勵方式:
(一) 高中組: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二萬元整 (一學期一萬元) 及奬狀一幀，共 8 名。
（含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
(二) 大學組: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四萬元整 (一學期二萬元) 及奬狀一幀，共 8 名。
(含專科四年級至五年級)
(其中 2 名學生由台東原住民嘉蘭災難自救協會提供推薦)
(三) 研究所以上: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伍萬元整 (一學期二萬伍仟元) 及奬狀一幀，
共 4 名。
(以上之奬狀由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提供)
柒、申請資格: (詳細申請辦法，請參照附件一)
一、 現讀日間部公、私立高中(職)以上之學生。(進修不算計在內)
二、 設籍於臺東縣南迴四鄉(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
三、 原住民身份、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為優先。
四、 就讀醫學、醫護、社工、農業觀光等相關科系者優先。
五、 以於前次有申請並領取本奬助學金，且也於當學年返鄉服務完成者為優先。
六、 每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學業成績醫學(診斷、治療)相關科系平均 60
分以上，其他科系平均 70 分以上(含醫護-醫事、護理等)。
七、 同家庭不得 2 人以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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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獲奬人義務: (詳細返鄉服務辦法，請參照附件二)
一、 返鄉服務: 於當學年度寒、暑假期間，由本會安排適當之服務地點及工作，服務總
時數 100 小時，服務成效及紀錄將列為下一次申請奬助學金之重要參考。
玖、預期效益:
一、 落實在地服務
運用在地學子才能服務家鄉，增加服務之效率。有效結合在地資源並應用，提高在
地生活品質。用自身之經歷感受，來改善在地所需服務之落實，讓服務品質更能昇
華、更能發揮其意義。
二、 提高偏鄉讀書風氣
透過此激勵方案，使在地學子無後顧之憂，不用擔心學費問題，更能專心在自己的
學業上，使得其更能發揮所才，有所學成之後，回饋家鄉。進而也會成為在地學習
之指標性。而影響家鄉之讀書風氣及所負之社會責任，讓此正向之態度持續並延續
下去。
三、 建立與民眾之交流互動
藉由服務之機制，拉近與民眾之距離，並能進行即時的雙向交流，提昇為民服務之
品質，連繫與民眾之感情。
四、 支援在地就業品質
運用學子所學之知識及技能，不浪費資源再重新訓練無學經驗之人。而改善在地人
力缺乏之困境，也能鼓勵學子回鄉就業，創造在地多元化之就業環境。

附件一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辦理
美國康德基金會【愛在南迴奬助學金】申請辦法
104 年 6 月 18 日甄選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壹、宗旨:
藉由奬助學金之資助機制，激勵南迴四鄉優秀學子認真求學完成學業。並鼓勵學子將所
學知識及技能回饋家鄉、社會。
貳、贊助單位:
美國康德基金會
參、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肆、奬助對象:
凡設籍於臺東縣南迴四鄉(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就讀日間部公、私立高中(職)
以上之學子，成績優異或有特殊長才且未領取其他奬助學金之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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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資格:
一、現讀日間部公、私立高中(職)以上之學生。(進修不算計在內)
二、設籍於臺東縣南迴四鄉(太麻里、金峰、大武、達仁)。
三、原住民身份、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為優先。
四、就讀醫學、醫護、社工、農業觀光等相關科系者優先。
五、以於前次有申請並領取本奬學金，且也於當學年返鄉服務完成者為優先。
六、每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學業成績醫學(診斷、治療)相關科系平均 60 分
以上，其他科系平均 70 分以上(含醫護-醫事、護理等)。
七、同家庭不得 2 人以上申請。
陸、申請所需文件:
一、
二、
三、
四、

申請表乙份。
全戶戶籍謄本乙份。(三個月內)
身份證影本及在學證明(學生證)(正反面)。
清寒證明、家庭中低收入證明或申請人及扶養人其他證明 (重大傷病、身心障礙等)
文件。
五、 前一學年(全學年)學業成績單乙份(需學校學務處蓋章)。
六、 各項長才認證或鑑定合格證明；參加比賽之成績優異證明文件。
七、 自傳(簡述家庭背景、學習計畫、生涯規劃及未來如何回饋社會等)。
八、 「返鄉服務切結書」。
九、 申請人存摺影本乙份。(只受理郵局存摺)
 文件為必需檢附文件，不可缺一。
 除戶籍騰本、清寒證明、中低收入證明、學業成績單需正本外，其他證明皆可
影本並蓋申請人私章即可。
 請依序列表。
柒、申請期間:
104 年 9 月 1 日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捌、申請程序:
一、 索取「奬助學金申請書」:
(一) 本會官網下載「奬助學金申請書」。
(二) 選擇所屬之鄉公所索取。
(三) 本會辦公室索取:
土坂辦公室: （089）760037；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 4 鄰 58 號
大武辦公室: （089）792246；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民族街 41 號
二、 準備文件: 填寫「奬助學金申請書」(詳細填寫)及備齊應附文件。
三、 送件: 將「奬助學金申請書」連同備齊應檢附文件繳交本會或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96692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村 4 鄰 58 號
並註明「奬助學金甄選委員會」收即可。
 請申請人務必確認申請文件完整後，才可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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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申請項目及奬勵方式:
一、 高中組: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二萬元整(一學期一萬元)及奬狀一幀，共 8 名。
（含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
二、 大學組: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四萬元整(一學期二萬元)及奬狀一幀，共 8 名。
(含專科四年級至五年級)
(其中 2 名學生由台東原住民嘉蘭災難自救協會提供推薦)
三、 研究所以上: 每名每學年度生活費伍萬元整 (一學期二萬伍仟元) 及奬狀一幀，
共 4 名。
 奬助學金一次發給，於每學年公布錄取名單後，匯款至受奬人之提供帳戶內，
並行文通知受奬人及頒奬活動時間。
 以上奬狀一幀由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提供。
 各項名額因受申請人數及審核作業影響，如未達該組之決選名額，一律以從缺
處理，不得替補。
拾、甄選方式:
一、初審: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4 年 10 月 10 日。由「甄選委員會」進行申請人之資格
及證明文件審查，審查合格者，始得參加複審。並以公告及行文通知申請人。
二、複審:由「甄選委員會」於初審結果公告時說明複選日期等事宜，並執行以下之查核:
(一) 家庭現況訪查。(甄選委員會推派 1 至 2 人，協同專案管理訪查)
(二) 返服情況。(針對前次領取奬助學金並參與返鄉服務者)
三、決審: 由「甄選委員會」召開「愛在南迴奬助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
，就申請人各項
資料作成錄取與否決議。
四、由美國康德基金會作最後錄取名單確認。
拾壹、奬助名單公佈:
各奬項於 104 年 11 月 15 日本會官網公告。
拾貳、奬助學金頒發方式:
由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舉行頒發儀式。
(確切頒發日期會另行通知得奬者)
拾參、奬助學金得奬主權利及義務:
一、返鄉服務: 於當學年度之寒假、暑假期間，由本會安排適當之服務地點及工作，
服務總時數 100 小時，服務成效及紀錄將列為下一次申請奬學金之重要參考。
二、另，連續 2 年獲得奬助學金之得奬主實為本會「志願服務隊」隊員。應參加志願
服務隊安排之社會服務工作。
拾肆、注意事項:
一、申請前，請詳閱本奬助學金申請辦法內容，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二、申請人如有逾期申請、資格不符、資料不全（未蓋證明章）
、資料填寫不實，均不
予受理。
三、申請人之申請資料恕不退還。申請者，將一律視為「同意提供資料(包括繳驗證件)
供主辦單位審核，包括: 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
。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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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使用於本次奬學金之相關事宜中。
四、 於領取奬助學金期間，重覆領取其他奬助學金、提供偽造資料、以詐術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獲本奬助學金等自始不具備領取奬助學金資格者，如經查核屬實，本會
將取消資格，並追回已領奬助學金。
五、如有任何爭議或未盡事宜，概由美國康德基金會及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
關懷服務協會共同依實際情況決定或補充之。
拾伍、本辦法需經本會甄選委員會討論通過，經陳核理事長後，呈報美國康德基金會鑒核後
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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