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頁 

因應新冠肺炎附錄 1經濟不利學生安心就學獎補助項目相關措施 

110 年 5 月 18 日修正 

經濟不利學生補助項目及因應措施一覽表 

補助 

項目 
補助項目及內容 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 防疫因應措施 

承辦人/ 

分機/Email 

項目

一： 

一般

及專

業證

照助

學金 

考照助

學金 
補助參加證照考試之檢定費或報名費。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料。 

2. 本學期請於 110 年 5 月 31 日（一）前將以下資料擲至教學資

源中心（大恩館 10 樓 1005 室）。 

(1) 正式繳費收據或發票之正本(此為請款依據無法歸還，若

有需要請自留影本)。 

    ※開頭需為本人姓名或中國文化大學(統編 29903203)。 

     ※收據或發票日期需為 110年 2月 1日起。 

 (2) 檢附考試或檢定相關報名簡章。 

3. 填寫考取證照或應試心得(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 

1. 收件時間延後至 110 年 6 月 15 日

（二）。 

2. 請申請同學將收據及簡章 mail 至承

辦人信箱，以利備查，待學校復課後

補交紙本資料。 教資中心 

恩 1005 室 

陳玟蒨小姐/17915/ 

cwq5@ulive.pccu.edu.tw 

證照講

座助學

金 

參加本學期教學資源中心辦理之證照輔導系列講座活

動至少一場次。 

※活動報名操作⟹登入學生專區→「校園活動報名」

→報名完成→於所報名之講座場次準時入場(講座開

始後 20 分鐘，將不開放進場，請同學準時出席)。 

※欲查詢證照輔導系列講座活動時間，請參閱教學資

源中心網站。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料。 

2. 填寫考取證照規劃書(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 

剩餘三場講座(5/18、5/21 及 5/26)改以

Teams 線上方式進行，相關網址會再公告

於教資中心網站及學校公告。 

項目

二： 

實習

學習

助學

金 

實習助

學金 

參加校內外各系所合作之相關企業實習。 

※每 8 小時計為一天，補助上限為 1,000 元/天。 

※有學分數的課程實習、綁定畢業門檻、企業給付實習

薪資者皆不採計。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料。 

2. 實習證明(格式須至本中心網站下載，並由企業或校內單位審

核) 

※實習期間採計為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5月 31日。 

3. 心得報告(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填寫)。 

1. 實習期間採計延後為 110 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6 月 15 日。 

2. 將資料以電子信件方式寄給實習單

位及系上後，將確認信轉寄至承辦人

信箱，以利備查，待學校復課後補交

紙本資料。 

教資中心 

恩 1010 室 

詹詠筑小姐/17907/ 

zyz12@ulive.pccu.edu.tw 
實習講

座助學

金 

參加本校辦理相關實習系列講座，辦理時間請參閱教

學資源中心網站。 

※每參加 1 場補助上限為 1,000 元。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料。 

2. 活動參與記錄（請至學生專區個人檔案截圖上傳至安心就學

獎補助線上表單，或向職發組申請參加證明）。 

3. 每場活動需全程參與且具有效出席紀錄，並拍攝照片兩張

（不得重複）。 

4. 心得報告(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填寫)。 

講座場次已辦理完畢 

mailto:cwq5@ulive.pccu.edu.tw


 

第二頁 

補助 

項目 
補助項目及內容 繳交資料及注意事項 防疫因應措施 

承辦人/ 

分機/Email 

項目三： 

創客學習助學

金 

參加華岡創客中心於 6 月 15 日前辦理之系列講座或不

同類型之教學工作坊兩場。 

※掃右下方 QR code 報名活動，完成報名後經電話通

知錄取成功方計入有效場次，恕不接受現場臨時報

名（講座除外）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前頁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

料。 

2. 每場活動需全程參與且具有效出席紀錄，並拍攝照片兩張

（不得重複）。 

3. 心得報告(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填寫)。 

目前已公告暫停辦理 5/17至 5/28的創客

活動，惟 5/25 兩場講座預計用線上教學

方式辦理。 

教資中心 

恩 1010 室 

林玉芬小姐/17912/ 

lyf17@ulive.pccu.edu.tw 

項目四： 

樂活學習助學

金 

擬定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計畫書，並搭配課表。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前頁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

料。 

2. 學習計畫書(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填寫)。 

既有作法即為線上，不需特別因應。 

教資中心 

恩 1005 室 

謝怡萱小姐/17906/ 

xyx9@ulive.pccu.edu.tw 

項目五： 

安心學習社群

助學金 

學生於課餘組成學習社群(每社群組成至少 4 人)，主動

複習授課內容並製作學習紀錄。 

※需同時申請項目四、樂活學習助學金。 

1. 請至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前頁右上 QR code)填寫基本資

料。 

2. 填寫 2 次學習紀錄表(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繳交期限第

一次為 4 月 30 日和第二次為 5 月 21 日。 

3. 心得報告(110 年 5 月 31 日前填寫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 

1. 學習紀錄全面改線上 Teams 討論，

並以截圖方式作為佐證。 

2. 心得報告繳交延後至 110 年 6 月 15

日（二）。 

教資中心 

恩 1010 室 

陳慕賢小姐/17905/ 

cmx4@ulive.pccu.edu.tw 

項目六： 

拔尖學習助學

金 

由學系推薦學生參與拔尖計畫。 

※細則已另行發函通知。 

1. 拔尖學習推薦表 (格式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 

2. 輔導紀錄表(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按月繳交)。 

3. 心得回饋(安心就學獎補助線上表單填寫)。 

1. 由各學系事先口頭告知教資中心拔

尖學習名單，推薦表待學校復課後補

交即可。 

2. 輔導方式請依線上模式進行。 

教資中心 

恩 1010 室 

陳安琪小姐/17908/ 

caq2@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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