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理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地

點：忠孝樓 4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張主任秘書立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如陳】
會議記錄：林姿汝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暨決議案執行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獎助學金共計 59 項提案，34 項提案照案通過，
核發校外競賽獎金總計新臺幣 91,500 元整；熱心公益獎金新台幣 135,000 元
整；另案簽請共計 22 個獎勵案，核發校外競賽獎金總計新臺幣 22,000 元整；
其餘 3 項提案不予敘獎。
二、上述提案獎金已匯入學生帳戶，並視疫情狀況擇期公開表揚。
三、學務長：上次會議 22 個提案，因主辦單位不願提供參賽校隊數，後來以專簽
辦理，校長裁示以最低獎勵 1 千元來鼓勵同學，專簽已通過結案，獎金已匯入
學生帳戶，以上和各位委員報告。
貳、主席致詞：
主席本為副校長，但因還在校外，所以由我代替來開會，而等下還有一個參訪的
活動，所以我們把握時間來開會。上次會議核發的獎勵金還蠻多的，學校很鼓勵同學
去校外參加比賽，獲獎後歡迎申請獎勵金。
參、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為節省紙張及提升開會效率，本次會議提供各委員書面會議資料及相關法規，
另現場亦備有申請案件完整書面資料及相關電子檔，請委員們協助審查並予
以學生鼓勵。
二、有關校外競賽獎勵金說明
（一） 將持續宣導「申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7 日前至本校競賽資訊管理系統提出申
請參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而申請獎勵者，得依獎勵金額標準
減半發給。」
（二） 依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事項辦理，獎勵金額未
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勵，不到 1,500 元以 1,500 元計，以
500 元為單位。
1

（三） 若學生所獲得的獎項不在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
要點」所認列的獎勵項目，不須送獎勵申請表。
（四） 惠請各單位申請校外競賽獎勵案，請將需檢附資料備齊後，再送件至承辦單
位，如學生參與競賽獲獎獎狀、競賽辦法、參與隊、校或作品數的相關證明、
獲獎隊、校或作品數的相關證明等資料。
（五） 競賽資料系統中，獎金領受人為必填欄位，團體組的獎金將統一匯給獎金領
受人代為轉發。
三、本次校外競賽獎學金各系所申請，分別為商管系 8 案、行管系 5 案、會資系 3
案、資管系 3 案、財金系 2 案、國貿系 2 案、企管系 2 案、休閒系 1 案及課
指組 4 案，共計 29 案。
表 1 各系所競賽獎學金之件數及建議獎勵金額總計
學院
商務管理學院
商貿外語學院
創新設計學院
課指組
系所/組 行管 企管 財金 會資 休閒 國貿 應日 應英 資管 多設 商管
2
件數
5
2
3
1
2
0
0
3
0
8
4
獎勵
金額 14,000 8,000 8,000 15,000 6,000 11,000 0
0 11,000 0 28,500 7,000
(建議)
合計

51,000

11,000

39,500

101,500

7,000

肆、提案討論
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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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2020 全球
計 9 校 19 隊，榮獲產品 1+產品 2 團體組冠軍，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創意微電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影競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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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2020 全球
計 9 校 19 隊，榮獲產品 1+產品 2 團體組亞軍，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創意微電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影競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5,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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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計 9 校 19 隊，榮獲產品 1+產品 2 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
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
分，本案獲團體組季軍計有 2 隊，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2
為 2,000 元。故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商管系等 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計 9 校 19 隊，榮獲產品 1+產品 2 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
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
分，本案獲團體組季軍計有 2 隊，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2
為 2,000 元。故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計 10 校 21 隊，榮獲五位設計師組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
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
分，本案獲團體組季軍有 3 隊，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3 為
1,333 元，依據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
資鼓勵，不到 1,500 元以 1,500 元計，以 500 元為單位。故建
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企管系主辦之「2020 全球創意微電影競賽」競賽，參賽隊數
計 11 校 18 隊，榮獲 XOCO 公司形象組團體組季軍，資料如
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
點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
分，本案獲團體組季軍計有 2 隊，故獎金為 4,000 元除以 2
為 2,000 元。故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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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
商管系 創意微電
影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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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
商管系 創意微電
影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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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
商管系 創意微電
影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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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
商管系 創意微電
影競賽

7

一、商管系等 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主辦之「
「2020
「2020 致
致青春，創未來」選拔大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18 校 46 隊，
榮獲科技服務創新組團體組金獎，資料如附件。
青春，創
商管系
未來」選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拔大賽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3

2,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2,000 元。

2,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2,000 元。

1,5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1,500 元。

2,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2,000 元。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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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主辦之「
「2020
「2020 致
致青春，創未來」選拔大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5 校 16 隊，
青春，創
榮獲創新產品設計團體組金獎，資料如附件。
行管系
未來」選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拔大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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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致理科技大學主辦之「
「2020
「2020 致
致青春，創未來」選拔大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5 校 16 隊，
青春，創
榮獲創新產品設計組團體組銅獎，資料如附件。
商管系
未來」選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拔大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休閒系等 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
大學、慈濟基金會宗教處主辦之「2020 Fun 教育‧桌遊教具
2020 Fun
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9 校 16 隊，榮獲團體組第一名，資
教育‧桌
休閒系
料如附件。
10
遊教具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服管碩一等 2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雄德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之
2020 全國
「2020 全國大專校院越南電商行銷企劃競賽」競賽，參賽隊
大專校院
數計 5 校 12 隊，榮獲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11 企管系 越南電商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行銷企劃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競賽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資管系 1 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桃園市財團法人祥儀慈善文教
基金會主辦之「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桃園小巨蛋)」競
賽，參賽隊數計 6 校 12 隊，榮獲機器人急速挑戰團體組第
一名，資料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資管系 1 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主辦之「亞
亞洲機器
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勤益科技大學)」競賽，參賽隊數計 6
校 31 隊，榮獲輪型機器人最速挑戰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
人運動競
創設學
件。
技大賽(勤
13
院
益科技大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學)
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5,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5,000 元。

亞洲機器
創設學 人運動競
12
院
技大賽(桃
園小巨蛋)

4

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2019 第八
一、財金系等 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台灣財富管理顧問之「2019
屆全國大
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理財規劃案例競賽」競
專校院
賽，榮獲團體組第三名，計有 7 校 27 隊，資料如附件。
14 財金系 北、中、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南分區理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財規劃案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例競賽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財金系等 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太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
2019 第七
司主辦之「2019 第七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保險規
屆未來之
劃大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8 校 65 隊，榮獲團體組第三名，
星全國大
財金系
資料如附件。
15
專保單健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診暨保險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規劃大賽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
企業總會、致理科技大學主辦之「2020 全國商務管理暨創新
2020 全國
商務管理
設計實務專題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8 校 60 隊(商業群)，
榮獲商業類群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16 行管系 暨創新設
計實務專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題競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行管系等 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
2020 全國
企業總會、致理科技大學主辦之「2020 全國商務管理暨創新
商務管理
設計實務專題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3 校 32 隊(管理群)，
榮獲管理類群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行管系
暨創新設
17
計實務專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題競賽
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一、國貿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台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主辦之「第
四屆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17
校 38 隊，榮獲團體組訂單獎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國貿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台
第四屆全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主辦之「第
國大專院
四屆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17
國貿系
校
B2B
跨
校 38 隊，榮獲團體組 GMV 獎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19
境電商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
賽
能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
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5,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5,000 元。

第四屆全
國大專院
國貿系
校
B2B 跨
18
境電商競
賽

5

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一、會資系等 3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主辦之
「2020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3 校 51
2020 全國
隊，榮獲團體組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20 會資系 會計實務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專題競賽
性競賽－國內專業級」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6,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6,000 元。

一、會資系等 7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主辦之
「2020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3 校 51
2020 全國
隊，榮獲團體組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21 會資系 會計實務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專題競賽
性競賽－國內專業級」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5,000 元，以資鼓勵。

5,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5,000 元。

一、會資系等 6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朝陽科技大學會計系主辦之
「2020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3 校 51
2020 全國
隊，榮獲團體組第三名，資料如附件。
22 會資系 會計實務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專題競賽
性競賽－國內專業級」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2020 俄羅
斯阿基米
23 資管系 德國際發
明展

2020 年新
北市專業
英文聽寫
能力與詞
24 行管系 彙能力大
賽-第六屆
新北市英
文菁英盃
2020 年新
北市專業
英文聽寫
行管系
能力與詞
25
彙能力大
賽-第六屆
新北市英

一、資管系 5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創新發明學會、國際創新
發明聯盟總會主辦之「2020 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競
賽，參賽隊數計 25 國 520 件，榮獲團體組銀牌，資料如附
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提請
性競賽－國際級-B 類」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委員會討論
20,000 元，以資鼓勵。
三、因主辦單位無法提供獲獎隊數相關證明，擬建議提送獎助學
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四、於網路上查詢此競賽，軍總醫院護理創新團隊獲「金牌獎」
、
「銀牌獎」
，以及僑光科技大學獲 3「金牌獎」
、3「銀牌獎」
。
一、行管系 1 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2020 年
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寫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六屆新北市英
文菁英盃」競賽，榮獲專業英文詞彙項目資訊科亞軍，因主
提請
辦單位無法提供參賽類別之隊伍數，資料如附件。
委員會討論
二、本組依獲獎名單初審參與僅 3 校 11 隊，擬建議提送獎助學
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三、因主辦單位不願提供獲獎隊數相關證明，擬建議提送獎助學
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一、行管系 1 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GLAD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之「2020 年
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寫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第六屆新北市英
提請
文菁英盃」競賽，榮獲專業英文詞彙項目資訊科季軍，因主
委員會討論
辦單位無法提供參賽類別之隊伍數，資料如附件。
二、本組依獲獎名單初審參與僅 3 校 11 隊，擬建議提送獎助學
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6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 金 額 為 20,000
元。

本案以專簽方式簽
請獎勵。

本案以專簽方式簽
請獎勵。

提 送件
單位
案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文菁英盃 三、因主辦單位不願提供獲獎隊數相關證明，擬建議提送獎助學
金審查委員會議討論。
一、學生會等 20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主辦之「109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競賽，
參賽隊數計 34 校 34 隊，榮獲科技大學組團體組卓越獎(等同
第一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109 年大
性競賽－全國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專校院學
10,000 元，以資鼓勵。
26 課指組 生會成果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
競賽暨觀
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
摩活動
本案獲團體組卓越獎計有 3 隊，故獎金為 10,000 元除以 3 為
3,331 元，依據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不到 1,500 元以 1,500 元計，以 500 元為單位。故建議
本案獎勵金額為 3,500 元。
一、豔陽國際志工社等 8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109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競賽，參賽隊數計 36 校 36 隊，
榮獲服務性社團科技大學組團體組優等(等同第二名)，資料
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性競賽－全國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109 全國
8,000 元，以資鼓勵。
大專校院
27 課指組 學生社團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
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
評選
本案獲團體組優等計有 6 隊，故獎金為 8,000 元除以 6 為
1,333 元，依據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不到 1,500 元以 1,500 元計，以 500 元為單位。故建議
本案獎勵金額為 1,500 元。

109 全國
大專校院
28 課指組 學生社團
評選

109 全國
大專校院
29 課指組 學生社團
評選

決議
(助)金額

一、財金系學會等 9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109 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競賽，參賽隊數計 40 校 40 隊，
榮獲自治性社團科技大學組團體組甲等獎(等同第三名)，資
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性競賽－全國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6,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
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
本案獲團體組甲等計有 8 隊，故獎金為 6,000 元除以 8 為 750
元，依據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議事
項辦理，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鼓
勵。故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凌韻吉他社等 8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109 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競賽，參賽隊數計 20 校 20 隊，
榮獲年度最佳社團特色組團體組佳作(等同第二名)，資料如
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性競賽－全國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8,000 元，以資鼓勵。
三、依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第七點
備註規定，獲獎名次有 2 隊(含)以上，獎金依獲獎隊數均分，
7

3,5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3,500 元。

1,5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1,500 元。

1,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1,000 元。

1,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1,000 元。

提 送件
單位
案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2020 第三
屆全國智
30 企管系 慧商務創
新創意競
賽

109 學年
度第 1 學
期生活助
31 生輔組

建議獎勵

競賽項目

學金申請
名冊提請
審查乙案

修正本校
「熱心公
32 課指組 益獎金作
業要點」

本案獲團體組佳作計有 10 隊，故獎金為 8,000 元除以 10 為
800 元，依據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獎勵金額未達 1,000 元者，補足至 1,000 元以資
鼓勵。故建議本案獎勵金額為 1,000 元。
一、企管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流通管理
系主辦之「2020 第三屆全國智慧商務創新創意競賽」競賽，
參賽隊數計 15 校 80 隊，榮獲團體組季軍，資料如附件。
二、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
台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三、惟依據本校學生參加學術或專業性技藝能競賽獎勵實施要點
第五點(申請人須於參與競賽 7 日前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
單位同意，給予參賽核備，未經核備自行參加校外競賽申請
者，則依獎勵金額標準減半發給，本案未於競賽前 7 天提出
申請，故依本校規定，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00 元，以
資鼓勵。
一、依據本校「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詳如附件
1。
二、次學年度「生活助學金」共計 55 位學生申請，彙整表詳如附
件 2。
三、依據本校「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規定，審核方式
以學生弱勢身分及家庭收入為排序依據，並依收入較低且學
生家庭現況困難者優先補助，名單經本組初審確認身分無誤，
擬以一學期補助 50 名為限，依補助名額依序遞補，並設置備
取名單。擬請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查。
一、依據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
會會議紀錄決議辦理。
二、本案修正重點，係將第 5 點第 1 款獎勵名額修正得視實際狀
況調整之，及修正附件 3 熱心公益獎金評比配分原則表。
三、本修正案擬於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2,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2,000 元。

120 萬

依決議公告獲獎名
單並由出納組協助
發放獎學金

無

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 送件
單位
案

1

競賽項目

建議獎勵
審核單位意見及提案說明

決議
(助)金額

一、國貿系等 4 位同學代表學校參加中華國際經貿研究學會、台北
第四屆全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主辦之「第四
屆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競賽，參賽隊數計 17 校
國大專院
國貿系 校 B2B 跨
38 隊，榮獲團體組成果報告獎第二名，資料如附件。
境電商競 二、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第 9 類「校外學術或專業技能
賽
性競賽－國內專業級競賽」
，如獲通過，建議頒發獎助學金新台
幣 4,000 元，以資鼓勵。

柒、散會（下午 15 時 20 分）

8

4,000

照案通過，核發獎
勵金額為 4,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