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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勤勞清寒興學金申請要點 2證明書 3申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4貴枝登
入系統的帳號密碼 5.前次獲獎學生名單（如有獲獎生才提供） 6.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主告：謹檢送本會 109 學年度下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要點，請查照。

言兌明：

一、本會設立「慶寶勤勞清寒獎學金」靜、由「公益信託王長庚社會福
利基金」贊助，使高級中等學校清寒學子享有平等就學機會，提
供優秀清寒學子獎學金獎勵，鼓勵其在校努力求學提升學業成
績，進而提升未來競爭力。

二、本會為持續資助優秀清寒學子，請貴校鼓勵曾獲本項獎學金之學
生優先申請，並提供貴校前次獲獎學生名單供學校參考（亦可使

用前次帳號密碼登入查詢）。

三、本次靜、提供 109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申請，實施對象為高級中等
學校清寒學生（申請人所屬戶籍為主管機關核定之低收入家庭），
申請資格、獎助金額及須檢附資料詳見申請要點。

四、本次採用線上申請系統，請貴校承辦單位依檢附之帳號密碼至慶
寶勤勞基金會網站（ht甲：／／www.prodiligence.org.tw）進行申請資料
登錄及上傳作業（詳見線上申請象統使用步驟說明），並於截止日

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前完成。

五、本會已建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中s://reurl.cc/ZOa061）及官方網

站，歡迎點閱。

＠洞口le…on
正本：各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教育部、各縣市政府
粉絲專頁



慶寶勤勞清寒獎學金申請要點一高級中等學校

一、實施單位：本獎學金由「財團法人慶寶勤勞社會福利 J慈善事業基

金會」頒佈發放。

二、贊助單位：「公益信託王長庚社會福利基金」。

三、申請對象：高級中等學校（含進修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三年級

學生。

四、申請條件：

（一）申請人持有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家庭證呀。

（二）各項成績標準如下：

類另rj 要求標準 言兌明

學業 109學年度下學期平均成績80 分
（智育） （含）以上且無任一學科不及格。

提行
109學年度下學期操行成績80 分 無操行成績者，以

（含）以上，且德行評量無小過（含 評語無負面評語為
（德育）

）以上之處分。 標準。

109學年度下學期體育成績70 分
若無體育成績（非必

I區站豆 τ月~ 修或選修課程）則無
（含）以上。

須提供。

（三）其他條件要求：

1. 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學籍者。

2. 於申請本獎學金時，未領取其他社福團體（不包含政府單位）

任何形式獎助學金或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3. 其學金發放日仍在學之學生。

五、獎助標準：每人每學期 10, 000元整，於每學期結束後重新審定。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間： 2021 年9 月 15 日～2021 年10 月 13 日。

（二）每校推薦人數以2名為限（日問部及進修部合併計算），需經本

基金會審核合格後依排名發放（最終發放名額依本基金會核定

為準）。

eE.E.- 



（三）請學校承辦單位收齊申請學生資料並確認無誤後，依檢附之帳

號密碼至慶寶勤勞基金會官方網站（prodiligence.org.tw）登錄

及上傅申請資料，線上申請系統使用步驟請見附件說明 1 如有

任何問題請來信 diligencefoundation@gmail.com 或來電

(02)2712-2211#6978 。

（四）本獎學金一律由學校統一申請，不接受學生個人申請。

七、應上傳之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請至官方網站下載）：

（一）學生證正反面影本（j頁蓋110學年度上學期註冊戳章）或在學證明。

（二）申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三） 109學年度下學期之成績證明書（影本需加蓋學校公章）。

（四）未領取其他社福團體任何形式獎助學金或師資玲育公費助學

金證明書。

（五）經主管機關核發於獎學金申請年度內有效之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且申請人必須為該戶內成員。

（六）最近三個月申請之全戶戶籍膳本一份（或新式戶口名簿）。

（七）身心障礙手冊影本（申請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請提供）。

八、獎學金發放：獎學金一律由學校代為發放，各校於收到基金會獲

獎資料後，協助將學生獎狀、郵政匯票轉交獲獎學生，並請學生

於收據上領款人欄位簽名與填寫身份證字號、地址後，統一寄回

本基金會。

九、慶寶勤勞清寒獎學金相關訊息請至官方網站（http://www. prodilige 

nce.org.tw）或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reurl .cc/Z0a061）點閱。

十、歡迎點閱慶寶勤勞基金會（社福機構）工讀計畫紀錄短片【願意付

出，就是擁有】： htfps://youtu.be/6Lu1 CFVDKQM 。

也）開勞任言
CHING PAO P.O. C~3,·'uj: ~ = J:_,r': 

官方網站 粉絲專頁 紀錄短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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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寶勤勞基金會清寒獎學金申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一、財團法人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

因辨理獎學金申請作業需要，需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

資料，包含姓名、身分證號、籍貫、生日、性另1J 、學歷、戶籍地

址、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家長姓名、年齡、職務及

其他足資證明或辨識個人身分文件等相關資料。

二、本基金會就申請人所填具之上述資料（含申請時填寫或緻交之資

料），僅供本基金會於營運地區及營運期間內辦理獎學金相關業務。

三、申請人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基金會請求

查詢、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

除等權利。

四、如申請人所提供之資料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申請人應確認

該第三人已知悉本同意書所載之相關事項及權利，並擔係已取得

第三人之同意授權本基金會依據本同意書之蒐集目的及使用期

限，使用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五、本基金會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本基金會辦理獎學金相關業務所必須，若

提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本基金會將無法受理獎學金辦理作業。

六、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本基金會需主動公

開受補（獎）助、捐贈者姓名及補（獎）助、捐助金額，若受補（獎）

助、捐贈者不願公開時，需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如經審核後確

定獲獎時，本人同意公告本人受贈相關資料（姓名及金額）。

七、本人已充分暸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此至文

財團法人慶寶勤勞社會福利惡善事業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

（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法定代理人：

（未滿十八歲學生須有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1 1 0 年 月 日



證明書

茲證明本校 （料） 年級

學生 於 110 學年第一學期申請

本清寒獎學金時，確實未領取其他社福團體任

何形式獎助學金及未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

特此證明

學校承辦單位蓋章：

中華民國‘ l 1 0 年 月 日



慶寶勤勞基金會獎學金申請保薦書（高級中等學校）

成績挂明學年度： 109 學年度下學期

I ·tUJ I 
身分
A世Z旦x. ＇切／'t

請︱戶籍︱口口口
t也士立

通訊︱口口口
士也士止

人 email 

家長姓名 年齡

就讀學校 學制

學校代碼 科系

年齡

2021 年月日

l 申請學生
編號（1~2) （由學院承揖

單位嘻寓）

出生日期︱ 年 月

電吉舌︱

手機︱

是否曾獲本獎學金︱口是口否

現狀

職務
與本人問靜、

入學 年月日︱年級
﹛申請2乎是

在畢年咀）

按附證件及相關證明

1.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詮明）

學業成績：

學校審查確認（符合者於口中打勾）

口註冊章齊全 口與原件相符

口各科學業成績全及格

分︱口已蓋學校公章

2.＼學校成績單
口學業成績 8Q＿分以上

口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
操行成績： ︱ 分︱

上之處分（如無成績請提供評語及獎懲紀錄）
體育成績： ︱ 分︱口體育成績 70 分以上（如非必修則無須提供）

未取得其他社福團體任何形式獎（助）學金及 ︱
3.\ ︱口已開立證明書
未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待遇證明書 I 

口第一款（省）、第 0 類（北）、第一類（高）

4.＼低收入證明影本（必備） ︱口第二款（省）、第 l 、 2 類（北）、第二類（高）

口第三款（省）、第 3 、 4 類（北）、第三、四類（高）

s.1 最近三個月之戶籍蜂本（或新式戶曰名簿） ︱口已提供

6.1 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l口已提供
7.1 身心障礙于冊影本（申請人領有身障手冊者請提供）︱口與原件相符（；｝川、備）

申請學主

簽名式蓋章

旦
回
H

－

F
Y
E劉
正

當
一
田
間
回

備註： I.本獎學金以曾獲獎學生為優先發放對象，每技推薦人數以 2 名為限。

2.本獎學金揖用線上申請系統，請學生將申請資料借妥復交由學校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3.本表格僅供學生校內申請使用，正式申請資料以線上系統為主，申請證明文件皆請以電子檔上

傅，無須寄白紙本資料。



是主勤勞獎學金線上申請

︱ 前台F獎學金時聖」

.／線上申請



（整車進申請 」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
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圓... 竺主三千二一一一全國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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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申請

至立草草，單：i];l;!i~學全空軍于焉，車主λB次~：~~空芸哥哥，著古記5：；＜~~草 ~：：；；：哥、草草安門泣聲，

2口19竺」云主 'I~吾盲實實主且全』聿毫

＇..＇主豆J;l;o~ ；;i主E T且是想三室主－，－型現 J

2小弓三T云玉，r毛主賣軍事這主 z 弓空事

立委﹔2遐想王室 ··:S'i' －＂＇主~＇$＇：：；，

l 獎學金申請 [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

2日1 弓，01/31 車道＝

2日19101131 主實＝ 〈歪歪〉

輸入該學校本次的帳號空鳴。



！獎學金申請 I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步驟一）
{> 吳學金申請

（有重苔，還有心 i量幸更有三·：.：；；：守主二里畫這于－﹜

C 認名單

本寶貴校承驚人會：

這諸軍車，： 27122211 

巴mail+: i niveach1u串fpg.com叫

請5宜之申請名單（本次讓平i1l2名﹜－

會叮捨叮咚昕一何抒情~吟敏暫時R~~￥~司﹒ S
w斗晶晶晶品已斗晶晶晶晶晶鼎~恥且指此蚓晶晶心主J

﹔若己有上目申請資料﹒這裡將會帶出上回所申請的學生資料

︱獎學金申請 ︱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步聽一）

詔書香入學室主主名、舅告單字琵

姓名

身分捏字Sot

一 一時- ,._,, -· 

. c 、‘「．．唔 2、干－' E 呵』 o:. j 

/I昕一

可點進「新增名單」

新道學主

C三三〉

i 都共有2名申請同學請在
~輸入獸欲申請點名單如

此一併新增﹒

一



！難學葦，掙請 ︱

宮
一
月

甲金畢莫忘

﹒獎學金申請可線上申請（步聽一）

（主！巨大：草哥 ：畫：畫畫 2月 ＝ ·e 之－：－月 4芸畫幸＇：－ ) 

Q 遠記名單

：器彈聽聽鶴聽
承辦人姓名．． 文詩 請確認勾選申請名單

（每次申請1良勾選2名）

女如貴校共有2名申請旬

學﹒請在此一併勾單。

連話還語，： 2712221, 

這達2章：直名單（本次頂事﹔直2吝）：

E·mail'": rn•1eacbu雪ipg.com. ,..., 

三j喜 E212111333 。 fr 

C三三〉

︱獎學金申請 ~－－：－ -- －~ ~1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步聽二）：請填寫申請學生相關資料

ι 獎學金申請

前一個步聽勾選的申請同學會

顯示在此頁茵﹒講是關並I真寫

G 支紅項建

可點選「＋ J ﹒展買票辜

百點選人」 吹起袁軍

舍身分控字立 杏出生年月日 ＊手機

自‘、、．『 ．國
正三



1獎學全申請 [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步驟二）：請填寫申請學生相關資料
＊是否領有勇心百章程

.~ 

- 
} 

空：這二雪旻心建支手弓書；z:

會資料蒐集告伺候幸？南軍奮

艦蓋亞盟
﹒若還沒填寫完 可先將自填寫的重豈料進行「藍存 J

暫存徨司再進行編單填寫﹒

若填寫完成後，可點還「確認送審 J

料送審﹒

點選「上步J ，司修改申請名單，

（但若名單一修改﹒原本所填寫的申請

資料﹒將會被刪除）

（裝學金申請 ︱

. 獎學金申請－線上申請（步聽二）：請填寫申請學生相關資料

E室主童在三奈，要這弓翼仁史書？

﹝萬聖•！ E司 ';l'.C空有工在空－：－，；上車璽這：丘，）

.，皇之且，.. ,I主Ll:8 。這封謂

‘ 
請以「校」為單位建審﹒

﹒進行字請資

*i墓審後將僅用E瀏覽﹒無法再
B資料己迋審！

＝；~，，耳車 J 望這哥董 事事，~，，， ..量之：主，士，直＝會重司手弓草E

修改資料﹒



獎助學金學校資訊

主題 2021年下半年清寒獎學金申請作業

學校名稱 私立慈幼工商

學校帳號 1092211419 

學校密碼 u,1zzxz 

47s I s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