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勵學基金
─108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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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基金設置辦法
民國108年1月9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照顧本校弱勢學生，使其在學期間可安心學習，鼓勵勤奮向上，積極參與校內各類輔

導與服務機制，達到提昇自我能力及回饋社會目的，特訂立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成立扶助弱勢學生勵學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專戶，經費來源為企業、基金會或校

友等之指定捐款及教育部補助款，專款專用於扶助本校弱勢學生。

第三條 本基金扶助之弱勢學生，對象如下：

• 低收入戶學生

• 中低收入戶學生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之原住民學生

• 未符上述資格但有實質需要並獲導師推薦之學生

第四條 本基金之勵學措施包含課業輔導、職涯輔導、軟實力培育、服務實踐及其他扶助弱勢學

生之措施等項目，相關施行與發放細則另訂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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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計畫

職涯領航員

職涯培力

*基礎輔導

職涯探索與平台應用
職涯定向

職能提升
職涯檢核

職涯產業鏈結

職涯實踐

勵學基金-職涯輔導1/4



勵學基金職涯輔導2/4
類別 培育目標 執行項目 點數

*基礎輔導

職涯探索

與工具應用

A.啟動產業國際人才平台

A-1.Linkedin 探索與介紹

A-2.用Linkedin展現與眾不同的歷程

A-3.Linkedin 典範講座

6

B.完成適性測驗，並參加解析講座 3

職涯定向 C.項目二擇一

1、履歷自傳講座 2、職涯規劃書講座

10.5

職涯培力 職能提升 D.參加就友室培力活動20小時以上

職涯及產業趨勢講座、職涯工作坊、企業參訪多元學習課程與

活動

30

職涯檢核 E.參加職涯檢核考試(面試/簡報/成果影音)，指標如下:

1.生涯探索能力 2.產業趨勢(科系出路)了解

3.生涯規劃與履歷自傳 4.面試與口語表達

20

師友計畫 職涯產業鏈結 F.完整參加師友計畫

*參與計畫活動含:導師拜師典禮/企業參訪/面試活動/成果發表

*企業導師面談:3次

45

職涯實踐 職涯實踐 G.職涯宣導員-學習任務15小時(含培訓2小時)

*職涯宣傳組:每週繳交職涯議題文章，輔導老師確認上傳FB並

分享。

*課程與綜合活動組:參與職涯活動及課程服務寫場次活動報導。

(時數依活動時數認列，且不可與培力活動同時認列)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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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職涯學習完整性（見學習目標欄位），擬進行兌換方式如下：

勵學基金職涯輔導3/4

申請方式
下載「東海大學酷幣APP」（Android、iOS系統皆可），依個人帳密登錄，
上傳個人大頭貼，即表示申請完成。

積點與兌換方式
1. 點數由ＡＰＰ系統線上累積。
2. 各個項目的積點機制依網頁公告內容為主。
3. 符合校內勵學身份資格者，可將T（時間）幣轉換為G（實質）幣。
T幣1點=G幣1點，Ｇ幣1點可折算勵學基金150元，每月進行結算。

1. 項目A+B 需完成AB兩項後一起兌換

2. 項目C 參加完C學習活動該項可單獨兌換

3. 項目D 完成２０小時培力該項可單獨兌換

4. 項目E 完成檢核該項可單獨兌換

5. 項目F 完成該項全數任務可兌換

6. 項目G 完成15小時任務可兌換

6

補充說明
為配合課程/活動開設及同學參與之彈性，於該年度可同時參與基礎輔導與其他階段，
但兌換需依照辦法之兌換原則辦理。



勵學基金職涯輔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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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勵學職輔園地LINE
最新訊息立馬收到!

如有問題歡迎至校友會館二樓就友室或
04-2359-0121轉28406 梅鄉老師。

職涯方案活動列表
(就友室最新消息)



{"A?":"B","a":4,"b":1934706041,"c":"DADkkl501Ig","
d":"PROD","A":[{"A?":"I","A":432.94606566745813,"
B":157.25592746883012,"D":1605.48814506234,"C":
539.0539343325418,"a":{"B":{"A":{"A":"MADkkyqy9t

U","B":1},"B":{"A":-291.6495588355041,"B":-
3.410605131648481e-

13,"D":1605.4881450623402,"C":891.588421400927
6}}}}],"B":1920,"C":1080}

勵學基金領袖培力1/4

為鼓勵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與培育課程，學習自我探索與實現團體價值，並成為僕人領袖，

規劃軟實力培育計劃，培育計畫主要分為Level 0(L0)、Level 1(L1)與Level 2(L2)三階段，

於「博雅學習歷程資訊平台」與「社群實踐」紀錄學生學習軌跡與時數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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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基金領袖培力2/4

類別 說明
點數上限
（點）

勳章

L0

大學入門 全程參加四天大學入門活動，並完成大學生基本素養測驗。 10

大學引導 選擇任一大學引導課程，並完成課程取得學分。 18

基礎培力

校內開放全校學生參與之課程與活動（不含說明會與其他積點項目之課程、活

動）。一學期最多10小時，每位學生在校期間以申請兩學期為限。依博雅學習平

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2計點。

20/學期

1. 主要對象：

L0 東海大學全體學生。

L1 有意願進入學生領袖社群擔任基層幹部或正在擔任基層幹部之學生。

L2 各學生領袖社群擔任中階幹部或有意改善各社群現況並接受CORE 2培育之中階

幹部、住宿主題村成員與幹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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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說明
點數上
限（點）

勳章

L1

CORE 1
核心課程

東海風
欲進入學生領袖社群擔任基層幹部，需參與之先備課程。

18

進階培力
參與學生發展暨領袖培育中心為基層幹部開辦之課程。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際
課程時數*1.5計點。

15

社群專屬
課程

Alpha Leader
準幹部期間需參與之社群暑訓，與成為幹部後的回訓。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際課
程時數*1.5計點。

84 ◎

棟長
準幹部期間需參與之社群實習、研習營，與成為幹部後的學期間培訓。依博雅學習平
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勞作小組長
準幹部期間需參與之社群見習、實習、實作培訓，與成為幹部後的學期間必修和選修
培訓。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勞教家族幹部
準幹部期間需參與之社群培訓、實作研習與培訓，與成為幹部後的學期間必修和選修
培訓。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社團幹部
準幹部期間需參與之幹部培訓，與成為幹部後的學期間必修、選修培訓。依博雅學習
平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社群實踐

ALPHA
於實踐場域進行大學入門期間之新生服務任務。

45

◎

棟長
於實踐場域進行一學年，並完成住輔組所規定之實踐任務。

60

勞教家族幹部
於實踐場域進行一學年，並完成勞教處所訂之實踐任務。

60

社團幹部
於實踐場域進行一學年，並完成所屬職務所訂的實踐任務。（幹部職級不同有相對應
的點數，由課外組另訂之）

60-80

學習成果

心得回饋單
撰寫制定的L1社群實踐學習心得回饋單，並經社群老師審核通過。

10

成果影片
製作L1社群實踐之學習心得影片，並通過核准上架「故事平台」。

20



11

類別 說明
點數上
限（點）

勳章

L2

CORE 2
核心課程

創新啟動營
有意參與學生社群轉型創新，並協助社群輔導單位共創價值，方能接受此培育活動，需全
程參與12小時。

18

WORKSHOP
須先完成創新啟動營培訓，才能參與此工作坊，需全程參與6小時。

9

培訓與輔
導

主題式課程培訓
參與學生發展暨領袖培育中心或各學生領袖社群與住宿主題村開設專屬中階幹部之培育課
程。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36

◎

轉型創新實戰營
有意參與學生社群轉型創新，並協助社群輔導單位共創價值，方能接受此培育活動，需全
程參與12小時。

18

戶外冒險領袖培訓
參與學生發展暨領袖培育中心為中階幹部舉辦之戶外冒險活動。依博雅學習平台認證的實
際課程時數*1.5計點。

36

業師顧問輔導
根據各學生領袖社群需求，聘請業師顧問輔導中階幹部場域實踐專案。依博雅學習平台認
證的實際課程時數*1.5計點。

18

場域實踐

場域實踐
於各實踐場域擔任一學年中階幹部，並完成輔導老師認證之專屬實踐任務。

待訂 ◎

場域創新
於各實踐場域進行一學年之轉型創新實踐規劃與執行，並協助社群輔導單位完成共創價值
之實踐任務。

待訂
◎

學習成果

成果發表會
於成果發表會分享學習成果。

10

心得回饋單
撰寫制定的L2場域實踐學習心得回饋單，並經社群老師審核通過。

10

成果影片
製作L2場域實踐之學習心得影片，並通過核准上架「故事平台」。

20

學習評量
對學習成果進行學習評量。

10



1. 完成各社群於Ｌ1、L2所要求的課程及實踐任務可獲得不同階段勳章或證書。

2. 所有課程、活動，皆需於活動報名系統報名，並經「博雅學習歷程資訊平台」認

證。

3. 已領有工讀金之社群實踐任務，時數不列計T幣點數。

4. 每學年至多認證2種學生領袖社群身份。

5. 心得回饋單與成果影片，格式與內容呈現需符合實此施細則之規範。

6. 如108學年度擔任社群基層幹部，並於107-02參與準基層幹部與L1核心能力課程

培訓，點數可認列。

勵學基金領袖培力3/4

申請方式
下載「東海大學酷幣APP」（Android、iOS系統皆可），依個人帳密登錄，上傳個人大頭貼，
即表示申請完成。

積點與兌換方式
1. 點數由ＡＰＰ系統線上累積。
2. 各個項目的積點機制依網頁公告內容為主。
3. 符合校內勵學身份資格者，可將T（時間）幣轉換為G（實質）幣。
T幣1點=G幣1點，Ｇ幣1點可折算勵學基金150元，每月進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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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基金領袖培力4/4



勵學基金課業輔導1/2

※ 受輔者限符合勵學同學申請；輔導者無限制

• 輔導者(Tutor):前學期學業成績班排名前20%者，或該科班成績班排名前10%經任課老師推薦者

• 受輔者: 該科重修、該科被預警或上學期班排名後40%的學生

類別 條件 點數(T幣)

受輔者

輔導獎勵：依實際接受輔導時數計算，每學期至多3科，每科最多30小時 1小時1點

及格獎勵：該學期至少接受輔導16小時且成績及格 16點

進步獎勵：受輔者學期班排名進步10%以上 30點

輔導者

輔導獎勵：依實際擔任輔導時數計算，每學期至多輔導3人/科 1小時2點

及格獎勵：受輔者該學期至少接受輔導16小時且成績及格 16點

附註:
1.課輔科目：僅供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一中文、學系必修科目提出申請；通識、實驗、體育、
軍訓科目不予補助。

2.輔導獎勵以教務處成績系統公告時間計點。
3. 同一時段僅接受1對1輔導。 14

※如有其他情事請另洽生輔組。



勵學基金課業輔導2/2

線上PO履歷 進行媒合 上傳課輔規劃 開始輔導

輔導者

線上選擇輔
導者

進行媒合 上傳課程照片 回饋與評量

受輔導者

申請方式
下載「東海大學酷幣APP」（Android、iOS系統皆可），依個人帳密
登錄，上傳個人大頭貼，即表示申請完成

積點與兌換方式
1.  點數由ＡＰＰ系統線上累積。
2.  各個項目的積點機制依網頁公告內容為主。
3.  符合校內勵學身份資格者，可將T（時間）幣轉換為G（實質）幣。
4.  T幣1點=G幣1點，Ｇ幣1點可折算勵學基金150元，每月進行結算。15



勵學基金學習型實習

運用虛擬貨幣平台累積T(時間)幣，轉換為G(實質)幣，兌換比率按當年度基金
情況公告。

類別 說明 點數(G幣)

全學期實習 全學期參與無支薪實習 200

學期間實習 學期間邊上課邊參與無支薪實習 50

暑假實習 暑假期間參與無支薪實習 100

寒假實習 寒假期間參與無支薪實習 50

實習獎勵 各類實習期末成績達85分者，額外獎勵總點數10% 總點數10%

核發原則：

1. 實習類別定義：有學分之專業實習課程。

2. 若該實習已獲取其他津貼或薪資，則不再予以補助。

3. 在學期間各類別實習每人僅可申請1次，唯全學期實習若是學年課程每人可申請2次。

核發時程：

1. 實習開始時，經系所認定為無支薪實習或檢附相關審查資料者，給予30%補助。

2. 期中評量後繳交相關評量資料，通過審核給予30%補助

3. 實習完成後繳交相關評量資料，通過審核給予40%補助。

16



※申請前需經系所認定為
無支薪實習或檢附相關審
查資料。

17



勵學基金各系專業服務實踐

類別 條件 點數(G幣)

執行期間
於學期間依實際計畫執行時數以紙本簽到表計算，每月至多25小時，
並分別於期中、期末考後2週內繳交成果反饋。

1小時1點

附註: 
1. 每位學生於在學期間以申請兩學期為上限。
2. 補助比率按當年度基金情況公告

申請方式

1.  專案計畫申請由師生共同討論，學習內容應包含：學習目標訂定、學習時數紀

(簽到表)、指導方式等等，並於當學期公告截止日前提出專案計畫申請。

※學習目標訂定參考: (1)深度學術研究 (2)協助課室經營 (3)實作課程帶領…等。

2. 每名專任教師帶領一名學生進行專案計畫。

3. 補助將按月給付，學生需於每月繳交紙本簽到記錄表；並於期中、期末考兩週內

分別繳交計畫進度說明與反饋至生輔組，未繳交者視同計畫未完成將停止給予補助。

4. 學生或指導老師若於中途停止專案執行，請於當學期期中考後一週內提出。

5. 執行期限依當年度規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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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餐對味好食研究所

(5)校友會館夏瑪廚房

(6)超商（僅限餐飲品項）：7-11東儷門市(女宿)、7-11校友

會館門市、7-11管院門市、萊爾富便利商店。

類別 條件 點數(G幣)

輔導學習
線上填寫勵學基金輔導答問，透過答問使學生進一步

了解勵學基金精神與各項輔導措施。
11

備註：

1. 點數提供折算後以街口支付帳戶核撥金額。

2. 108學年度計算基準：1點G幣折算為150元。

申請方式

1. 學生確認符合申請資格後，至線上填寫「勵學基金輔導答問」，並註冊及開通街口支付帳戶，

經生活輔導組審核後統一由街口支付帳戶核撥。

2. 餐食補助使用說明：

(1) 餐食補助僅限本計畫合作店家營業時間內使用。

(2) 因應活動規劃，補助請於當年度截止日期前使用，逾期無效。

(3) 活動詳情請參閱學生資源中心網站或勵學基金Line@

3.  108年餐飲兌換券合作店家：

勵學基金餐食補助

(1)花餐：卡小姐焗烤、卡小姐炸物飯捲、素食部、牛肉

麵、鍋燒麵、炒燴飯、健康滷味、韓臣辣炒年糕、對味好

食研究所、冷飲果汁吧、湯圓豆花店、佳佳快餐、森鮮。

(2)男餐：丼滋咔滋、水玥。

(3)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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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口支付-東海大學T-eat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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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4,"b":1934706041,"c":"DADkkl501Ig",
"d":"PROD","A":[{"A?":"I","A":432.9460656674581
3,"B":157.25592746883012,"D":1605.48814506234
,"C":539.0539343325418,"a":{"B":{"A":{"A":"MADk

kyqy9tU","B":1},"B":{"A":-
291.6495588355041,"B":-3.410605131648481e-

13,"D":1605.4881450623402,"C":891.58842140092
76}}}}],"B":1920,"C":1080}

勵學基金服務實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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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條件
點數上限

(T幣)
勳章

服務培訓
課程

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完成本校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課程或台北Ｅ大數位學
習網線上課程

0

進階課程 完成本校辦理之志工進階訓練課程。
18

服務任務訓練
參與服務單位相關課程，每小時給予1.5點，每學期最
高給予10小時。

15

服務活動

參與服務

A.參與經核定之校內志願服務，當學期服務達10小時。 15

B.完成A之後，須加入校內志工團隊且完成志工基礎訓
練課程，並再服務20小時。

30

C.完成B之後，每再服務一小時給予2點，最高給予20
小時。

40

持續服務
D.當學期每週至少服務4小時，持續服務至少15週，並
獲得輔導老師推薦。

20 ◎

學習心得

Ｅ.撰寫制定的學習心得回饋單，並經志工團老師審核
通過。

10

Ｆ .製作服務實踐之學習心得影片，並通過核准上架
「故事平台」。

20

寒暑假服務隊
Ｇ.學生參與經核定之寒暑假校外服務隊，全程參加行
前訓練並出隊，每日以8小時計，行前訓練給予1倍點
數，出隊給予1.5倍點數。

80

課業輔導
Ｈ.非勵學同學擔任課業輔導項目輔導者，依實際輔導
時數計點。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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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基金服務實踐2/2
1.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實體課程每年9-10月於校內開設，亦可於台北e大數位學

習網線上受訓取得學習證明。課程相關資訊：

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voluntee/02_unit_servic.php?SID=248

2.若該服務活動已獲取相關津貼，則不再於此重複計算。

3.若該服務活動屬學分課程，或已作為其他機制之認列，則不再於此重複計算。

4.參與服務Ａ+B+C歷程每學期限申請一次。

5.完成持續服務者，可獲得一個勳章。

6.服務不得重複獎勵，如點數已申請床位者不得再累積此機制的點數。

申請方式
下載「東海大學酷幣APP」（Android、iOS系統皆可），依個人帳密登
錄，上傳個人大頭貼，即表示申請完成。

積點與兌換方式
1. 點數由ＡＰＰ系統線上累積。
2. 各個項目的積點機制依網頁公告內容為主。
3. 符合校內勵學身份資格者，可將T（時間）幣轉換為G（實質）幣。

T幣1點=G幣1點，Ｇ幣1點可折算勵學基金150元，每月進行結算。28

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voluntee/02_unit_servic.php?SID=248


29

http://csld.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54&sid=59

http://csld.thu.edu.tw/web/page/page.php?scid=54&sid=59


說明會回饋單
https://forms.gle/gzqVEUcdoRBMkQLe6

30

https://forms.gle/gzqVEUcdoRBMkQLe6


勵學基金Line群組
請大家加入，不漏接第一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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