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事務處 110 年度疫情期間助學措施(含教育部紓困專案)  

110.6.4 

一、校外住宿租金補貼(教育部紓困措施) 

措施 

參照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校外租金補貼額度，依受疫情影響學生租賃住宿所在縣市區域，每月酌予補助校外住宿租金

1,200 元至 1,800 元，一次核發 3 個月。(南投縣 1,350/月) 

資格 

1.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讀本校具有學籍者（不包括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 第 7 款對象）。  

2.由學校審核認定自 110 年 5 月 1 日起至 110 年 7 月 31 日止，學生本人或家庭成員經濟確實受疫情影響者。 

3.未申請 109-2「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金補貼」 

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 

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書、自述書、證明文件(詳見申請書)，送生輔組申請。(可親送、郵寄、或電子檔寄承辦人申請)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zeeOLa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石家祺約用助理員 

049-2910960 分機：2315 郵件：shiechia@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二、就學貸款(增貸生活費款項) 

措施 學生受疫情影響，憑學校核定申請書，可向臺灣銀行貸款「生活費」款項，每學期最高 4 萬元整。 

資格 
1.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讀本校具有學籍者 

2.由學校審核認定因受疫情影響，致家庭年所得應列計對象平均每月月收入未達 4 萬元。 

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 110 年 9 月 9 日(四)止 

申請方式 
1.檢附申請書、自述書、證明文件(詳見申請書)，送生輔組申請。(可親送、郵寄、或電子檔寄承辦人申請) 

2.持生輔組核定證明，至臺灣銀行依就學貸款流程貸款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xGGo7Z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楊崇宏約用助理員  

049-2910960 分機：2311  郵件：yxyang@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三、就學貸款(寬緩還款措施) 

措施 學生受疫情影響，可向臺灣銀行申請寬緩還款，每次 1 年、最多 3 次，期間免還本付息。 

資格 因疫情影響，致 109 年 1 月後每月收入新臺幣 3.5 萬元以下 

申請期限  

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書及應備文件，送交臨近臺灣銀行分行或掛號郵寄承貸分行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1YYMXQ 

承辦人 請洽臺灣銀行 

四、急難救助 

(一)教育部學產基金 

措施 由教育部專案核准者，核發急難慰問金 

資格 

1.適用對象為各級學校（包括進修學校）在學學生。但不包括就讀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空中進修學院與空中大學研究所碩士

班、 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或年齡滿二十五歲之學生。 

2.因其他家境特殊、清寒或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 

申請期限 
原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所屬學校提出申請，現因應新冠疫情政府停課之政策，申請時限不受停課天數之影響，得展延

或扣除相關作業期間工作天數之方式採計(最多不得超過 1 個月)。 

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書、證明文件送生輔組申請。(可親送、郵寄、或電子檔寄承辦人申請)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VEEmo6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羅淑君輔導員 

049-2910960 分機：2311  郵件：sclo@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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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急難救助(教育部緊急紓困助學金) 

措施 學校依校內機制評估學生家中經濟受疫情影響並給予學生紓困助學相關經費。 

資格 

符合下列兩項資格稱受疫情影響學生： 

1.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讀本校具有學籍者（不包括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 第 7 款對象）。  

2.由學校審核認定自 110 年 5 月 1 日起至 110 年 7 月 31 日止，學生本人或家庭成員經濟確實受疫情影響者。 

申請期限 發布後至 110 年 8 月 31 日期間向本校學務處生輔組提出申請，經學校審查通過後一次撥付予學生。 

申請方式 檢附申請書、證明文件送生輔組申請。(可親送、郵寄、或電子檔寄承辦人申請)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VEEmo6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羅淑君輔導員 

049-2910960 分機：2311  郵件：sclo@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五、服務學習 

(一) 生活助學金 

措施 

生活服務學習 6 月份彈性措施，如因受疫情影響學生無法在期間內完成時數，擬有以下 3 大彈性措施： 

1.本學期未完成的時數由各服務單位自行調配。(如於下學期開學前提返校服務或暑假期間服務) 

2.利用遠距工讀方式製作該服務單位的宣傳文宣。(如：公告橫幅) 

3.利用觀看線上課程影片並交心得報告(一篇 800 字)可補 2 小時的服務時數。 

資格 本校 110 年度進行生活助學金服務學習者。 

申請期限 
此 3 種彈性措施僅適用於 6 月份，若同學擬於 6 月份暫停服務，皆須與服務單位協調達成共識，並請於 6/10(四)前寄信告知

承辦人，以利記錄服務情形。 

申請方式 心得報告表單需以電子檔形式寄予服務單位，由各單位紀錄服務時數。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W33yZD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洪乙芹約用助理員 

049-2910960 分機：2313  郵件：ychung@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二) 復原力-行政服務助學金 

措施 

1.有關 6 月份彈性措施，如因受疫情影響學生無法在期間內完成時數，擬有以下 3 大彈性措施： 

(1)本學期未完成的時數由各服務單位自行調配。(如於下學期開學前提返校服務或暑假期間服務) 

(2)利用遠距工讀方式製作該服務單位的宣傳文宣。(如：公告橫幅) 

(3)利用觀看線上課程影片並交心得報告(一篇 800 字)可補 2 小時的服務時數。 

2.增加 7-8 月的行政服務學習。 

資格 
1.本校 3-6 月正在進行行政服務學習者。 

2.通過 109-2 復原力行政服務助學金申請者。 

申請期限 
1.如要 6 月暫停服務者須與服務單位協調達成共識，並請於 6/10(四)前寄信告知承辦人。 

2.如有意願申請 7-8 月助學金的同學，請於 6/20(日)下午 5 點前回覆線上調查表。 

申請方式 請電洽或電郵承辦人員 

公告連結 https://reurl.cc/bXXxDX 

承辦人 
學務處生輔組陳盈如專任助理 

049-2910960 分機：2315  郵件：ruru1455@ncnu.edu.tw 地址：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1 號學務處生輔組 

六、校內外工讀資訊： 

校內工讀 

1.近日規畫「校內工讀」改為有培訓制的「校內實習」，以提升本校工讀制度之品質。另參與此培訓課程本組將提供認證為復

原力獎助學金-多元學習助學金之學習時數。 

2.一般類型校內工讀，係由各單位視經費及實際需求聘用，此部分由各單位依實聘用，故請洽各單位詢問工讀需求。 

校外工讀 

自主有薪實習、公部門實習相關機會公告 

(學務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暑期公部門實習計畫公告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暨大打工版 NCNU_JOB 

(臉書粉絲專業) 

 

 

 

                                                                       ~學務處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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