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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文向獎學金 

專案二：優秀在學生獎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10年 1月 31日第七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 

一、 目的 

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優秀學生向學，完成大學學業，培

育更多優秀人才，特設文向獎學金，並訂定本辦法為發放獎學金之依據。 

二、 獎助對象及內容 

凡設籍彰化縣永靖鄉，並就讀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公私立大學之學生，在校成績

符合本辦法所訂獎助標準者： 

(一) 一般生：每名每學年補助獎學金新台幣六千元整。 

(二) 清寒生：每名每學年補助獎學金新台幣三萬元整。 

三、 獎助期間 

(一) 本會將獎助每名學生至其完成大學學業。 

(二) 受獎助學生若於獎助期間學年成績未達標準者，次學年僅保留其獎助名額，

但不提供獎助學金，待成績恢復所定標準，再繼續提供獎助學金。 

四、 申請條件及限制 

(一) 設籍彰化縣永靖鄉。 

(二) 申請清寒生獎學金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三) 現就讀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公私立大學之學生，不包含研究所、空中大學、

軍警學校、在職班、進修部、產訓班、假日班、學分班及公費生。 

(四) 成績標準：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五分以上，且操行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

者；成績以五等第標示者，其轉換成績達八十分以上者(五等第成績以教育部

訂定之標準計算轉換分數)。成績證明以申請時間的前一學年為評估依據。 

五、 申請程序 

(一) 由本會函請彰化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及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永靖鄉公所等相關

單位協助公告，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 申請者應檢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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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向獎學金-(二)優秀在學生獎學金申請表及自傳(格式如附)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申請清寒獎學金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4. 在學證明(須蓋校章)/學生證(須蓋註冊章) (擇一提供) 

5.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單 

6. 1吋大頭照 1張 

(三) 申請人備妥以上申請文件，寄至文向教育基金會-台中辦公室(地址:台中市西區

台灣大道二段 220號 37樓)。 

六、 核撥程序 

(一) 申請案件之檢具文件未齊全者，由本會通知補件；限期未補或不符資格者，不

予受理及退件。 

(二) 申請案件經本會董事長核定後，個別通知受獎助學生，並公告獎助名單。 

(三) 獎學金之頒發，受補助學生依本會公告之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文向教

育基金會-本會(地址:永靖鄉獨鰲村一村巷 96號)親自領取；逾時未領，視同放棄。 

七、 受獎助學生義務 

(一) 本會每年將於官方網站公告獎助學金申請起訖日期及頒發日期，若未於規定日

期內繳交申請審核資料，將取消當期獎助學金領取資格。 

(二) 凡受本專案獎學金補助培育之學生，在不影響課業情況下，有義務配合參與本

會公益活動。 

八、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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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文向獎學金-優秀在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編號：110 年    

姓名  申請類別 □一般獎學金 □清寒獎學金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目前就讀學校  系所、年級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在校成績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學期排名 

 109 學年度 

(上下學期平均) 
   

審查檢附文件 

□ 1.申請表及自傳 

□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 3.1吋大頭照 1張 

□ 4.低收入戶證明(僅申請清寒獎學金者須提供) 

□ 5.在學證明(須蓋校章)/學生證(須蓋註冊章) (*擇一提供) 

□ 6.109學年(含上下學期)成績單 

□ 7.匯款帳戶影本 (*獎學金款項將匯至指定帳戶) 

(以下由基金會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補助 

 □ 未通過補助 
承 辦 人  

註： 

一、 表格內容皆為必填項目，請申請人確實填寫。 

二、 申請文件請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文向教育基金會-台中辦公室，地址：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
道二段 220 號 37 樓，資料不齊者將另通知補件，逾期恕不受理申請。 

三、 申請人之相關備審資料提供本會做為獎學金評審與核發之依據，相關文件當由本會嚴格保管與保密，恕不退還。 

四、 申請辦法請參閱本會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weshare.org.tw/ 

    洽詢電話：04-23288028  陳小姐 Email：love@weshar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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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獎學金-(二)優秀在學生獎學金申請人 自傳 

 

申請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自傳（請簡單介紹自己，包含家庭情況、家庭成員、自己的個性、優缺點、求學過程、

未來志向、未來憧憬…等） 

 

 

 

 

 

 

 

 

 

 

 

 

 

 

 

 

 

 

 

 

 

 

 

 

 

 

 

簽名: 

 

（本表格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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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文向獎學金 

專案三：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辦法 

民國 110年 1月 31日第七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 

一、 活動緣起 

青春年華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時期。有人選擇學業深造，也有人選擇創業，實現夢

想。如果能在進入社會前，透過實作、體驗或是其他生活經驗，來幫助自己認識

內在的「我」，將對未來的人生有更明確的方向。 

「文向教育基金會」希望透過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陪伴永靖青年學子發掘潛能，

進而實現自己的夢想。透過計畫執行，將心中的熱情、理念、創意付諸行動，創

造許多不可能的事，為自己寫下精彩的故事。。 

二、 目的 

1. 培養自信：透過計畫的完成，提升成就感與責任感。 

2. 開發潛能：鼓勵青少年多方面嘗試，探索自我，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開發

創造力。 

3. 社會參與：鼓勵青少年與社會產生連結，主動自發貢獻一己之力參與社會公益。 

三、 獎助對象及內容 

凡設籍彰化縣永靖鄉之在校大專學生，以個人或團隊方式(二人以上)提出申請；

團隊申請人需設籍永靖鄉，同時為計畫之聯繫窗口，個人申請與團隊申請不得重

複申請。 

經本會審核通過後，評審團依提案內容評估發放獎學金，總獎學金額合計 15萬元。 

1. 個人申請每案最高補助 5萬元。 

2. 團隊申請每案最高補助 10萬元。 

四、 申請條件及方式 

1. 個人及團隊申請人須設籍彰化縣永靖鄉，其他團隊成員則不限制戶籍。 

2. 檢附文件含報名表(詳附件 1)1 份、計畫書(含預算表，詳附件 2)一式 4 份，紙

本寄至 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20 號 37 樓  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收，並以 PDF檔格式 mail至活動信箱 love@weshar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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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審方式 

1. 初審：由本會董監事組成評審團，依各組書面資料評分，個人申請與團隊申請

各選出 1~4組進入複審。 

2. 複審(面試)：每組面試時間 15分鐘，請準備 3-5分鐘簡報，介紹自己及向學築

夢計畫，讓評審團了解同學的想法與執行方式，並由評審團針對現場發表及書

面資料進行提問。 

六、 評分標準 

項目 百分比 

創意性與執行力 30% 

預期成效與影響力 50% 

預算規劃能力 20% 

七、 繳交成果報告 

計畫最長為期一年，各組需於計畫執行結束後 15 天內繳交成果報告(需有文字紀

錄、照片、影像等執行過程及心得感想)，並參加成果發表會。 

八、 核撥程序 

複審通過，依同學申請計畫預算，分期核撥獎學金，保留 10%獎學金於同學參加成

果發表會後核撥。 

九、 備註 

1. 未獲選之計畫書本會不予發回或退還。 

2. 向學築夢計畫內容需屬於原創，不可抄襲、剽竊他人著作或計畫內容，如發現

不實，本會不予核撥獎學金，並追回已核撥之獎學金。 

3. 向學築夢計畫名額在評審團決議下可從缺。 

4. 獲向學築夢計畫補助之同學，同意基金會使用其肖像權及計畫內容，用於宣傳

用途。 

5. 獲補助者所領取之獎學金僅可使用於執行該組擬定之計畫，不得挪為他用。 

6. 基金會保留活動所有相關內容修改變更之權力。 

十、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文向獎學金-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申請表 
 

編號：110年 xx 

申請人資料 

姓名  申請類別 □個人組 □團體組(  人)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系所、年級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計畫類別 □個人夢想 □藝術文化 □環保議題 □公益服務 □其他          

計畫名稱  

團隊名稱 

(個人可不填) 
 

團隊成員資料 

序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1     

2     

3     

自傳及團隊介紹 

 

 



 

 

檢附證明文件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基金會審核 申請人簽名 

 

 

 

備註： 

1. 表格欄位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2. 本會初步審查，將剔除資料繳交不全、資格不符、延遲繳交者。 

3. 申請文件請於 110 年 10 月 31 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文向教育基金會-台中辦公室，地

址：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20號 37樓 

4. 相關資訊請詳【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辦法】，或洽文向教育基金會 陳小姐 04-23288028，

Email:love@weshare.org.tw，或官方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weshare.org.tw 

5. 基金會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不得隨意將個人資料外露。僅就同學向學計畫之相關

影音、文字、圖片等資料使用於本活動中，並不限媒體及表現方式進行重製、改作、發行、

公開發表、公開傳輸等行為，且得轉授使用。 

mailto:love@weshare.org.tw


 

計畫書 

撰寫說明 

一、 計畫名稱 

想一個與計畫內容相符的響亮名字，能讓評審在眾多計畫書中留下深刻印象。 

二、 夢想緣起 

是什麼樣的動機、原因讓你產生這個想法、夢想？請用適當的文字篇幅敘述。 

三、 計畫目標 

請依計畫內容分為短、中、長期目標，最長以 1年為限。如果目標跟所需時間沒有太大關係，

只需列點說明，不用分短、中、長期目標的方式填寫。 

例如：單車環島，短期目標，學習單車維修及保養；中期目標，規劃路線，安排食宿；長期目

標訓練體力及募環島經費。 

四、 計畫內容 (預計執行方式) 

根據擬定好的計畫目標，想想完成每個階段目標需要採取哪些行動？ 

例如：學習單車維修及保養，需要找老師安排上課，實地操作演練，列出預計上課日期、授課

內容。 

五、計畫時間表 

請為夢想計畫訂定一個明確可執行的時間表。 

六、預期效益 

具體描述此次計畫預計成果。 

七、經費預算表 

    預估執行計畫所需的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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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 

文向獎學金 

專案一：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10年 1月 31日第七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 

一、 目的 

財團法人文向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勵優秀學生向學，完成大學學業，培

育更多優秀人才，特設文向獎學金，並訂定本辦法為發放獎學金之依據。 

二、 獎助對象及內容 

凡設籍彰化縣永靖鄉，於當年度考取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公私立大學之學生： 

(一) 一般生：每名補助獎學金新台幣兩千元整。 

(二) 清寒生：每名補助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三、 申請條件及限制 

(一) 設籍彰化縣永靖鄉。 

(二) 申請清寒生獎學金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三) 當年度考取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公私立大學之學生，不包含研究所、空中大學、

軍警學校、在職班、進修部、產訓班、假日班、學分班及公費生。 

四、 申請程序 

(一) 由本會函請彰化縣內各高級中等學校及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永靖鄉公所等相關

單位協助公告，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 申請者應檢具文件 

1. 文向獎學金-(一)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表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 

3. 申請清寒獎學金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請向鄉公所申請) 

4. 當年度國內公私立大學之錄取通知單 

5. 1吋大頭照 1張 

(三) 申請人備妥以上申請文件，親送或寄至文向教育基金會-本會(地址:永靖鄉獨鰲

村一村巷 96號)。 

五、 核撥程序 



                                                                                                                                                                                           

第 2 頁(共 2 頁) 

(一) 申請案之檢具文件未齊全者，由本會通知補件；限期未補或不符資格者，不予

受理及退件。 

(二) 申請案件經本會董事長核定後，將於官方網站公告獎助名單。 

(三) 獎學金之頒發，受補助學生依本會公告之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文向教

育基金會-本會(地址:永靖鄉獨鰲村一村巷 96號)親自領取；逾時未領，視同放棄。 

六、 受獎助學生義務 

(一) 本會每年將於官方網站公告獎助學金申請起訖日期及頒發日期，若未於規定日

期內繳交申請審核資料，將取消當期獎助學金領取資格。 

(二) 凡受本專案獎學金補助培育之學生，在不影響課業情況下，有義務配合參與本

會公益活動。 

七、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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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向教育基金會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  名  種  類 
 □ 一般學生獎學金 
 □ 清寒學生獎學金 

編  號 （免 填） 

地  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錄取學校

及科系 

 
E-mail 

 

說  明 

填妥本申請表，連同錄取通知單(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 吋大頭照、低收入戶證
明(申請清寒獎學金者)裝於信封袋，請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前，寄送或親送至文向教育基
金會 - 會址：永靖鄉獨鰲村一村巷 96 號，TEL：0919-710195 

＊逾期不再受理申請。 

＊資格不符者，另以電話通知。其餘同學請於 10 月 1 日(週五)早上 10:00~11:00，至文
向教育基金會 - 會址：永靖鄉獨鰲村一村巷 96 號領取。 

(◎請注意：資格符合者，請依時前來印領獎學金，不另通知，逾時未領，視同放棄。) 

 

 


	文向獎學金-優秀在學生獎學金辦法
	文向獎學金-優秀在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文向獎學金-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辦法
	文向獎學金-青少年向學築夢計畫申請表
	文向獎學金-新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文向獎學金-新生入學獎學金申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