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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急難助學金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學號  

系  所 

年  級 
 

家長 

電話 
 

郵局局號  學生手機  

郵局帳號  身分證號  

事件原因 
（請敘述家庭背

景、成員及主要經

濟來源狀況、急難

事件時間及地點及

需求等） 

 

 

 

 

 

 

 

 

 

 

 

 

教學單位 
導 

師 
 

系所

主任
 院長  

因情況緊急 

支應 
 

□借支 受款人:______________ □支票取消劃線 

□墊款 墊款人:______________ 

主計室  

校長 
(授權代理人) 

（金額 5萬元以下由院長決行；5萬以上 10 萬以下由校長決行） 

備註： 

1. 奉核借支(墊款)後請檢據核銷，借支款項因故未能如期清償時應由借款人負責歸墊 

2. 建議申請同學先向校方申請急難救助金待核定後再向本學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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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理學院學生急難助學金補助評估表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同學好: 

   填寫此評估表的目的是希望承辦人員評估同學目前狀況並協助選擇合適之補助，非申請之步

驟。為求個人隱私，此份資料學院將謹慎保留，絕不外露。請同學依實際情形，安心填寫。 
個人資料 

戶 籍 地           市（縣）聯 絡 手 機  

身 份 別 一般生原住民僑生軍公教子女身心障礙生其他：                

在學相關資料：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分，操性       分 前一學年學業成績      分，操性      分 

2.是否有不及格科目：有 沒有  3.其他優異表現：                                      

其他扶助情形： 

家境證明：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家庭 村里長清寒證明 重大災害證明  

          家長近半年非自願性失業證明 家長失蹤、失連證明 其他：                  

就學補助：就學貸款   減免優待，減免＿    ＿＿元 申請類別：                   

公費補助 

獎助學金：其他獎助學金，金額＿＿      ＿元 名稱：                    

工    讀：校內工讀，月薪：＿＿＿       ＿ 校外工讀  月薪：＿＿＿       ＿ 

急難救助： 教育部學產基金_______ 行天宮急難救助______    其他______ 

發生事件者之保險別：健保 勞保 公保 農保軍保 農保 漁保 商業保險  

其他_____________ 

家庭狀況 

一、家庭成員：﹝含父母、同住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它相關成員﹞ 

稱謂 姓名 年齡 就業 / 就學 存  / 歿 健康狀況（是否領有重大傷病卡或殘

障手冊等） 

收入（元）

父       

母       

       

       

       

       

二、家庭經濟狀況： 

1.收入：工作總人數：          人 就學人數           人 

月總薪資          元，最近一年政府補助＿＿＿＿＿元，其他副業＿＿＿＿＿元 

2.月支出：學雜費＿＿＿＿＿元，生活費＿＿＿＿＿元，醫療費＿＿＿＿＿元，其他＿     ＿元

三、其他狀況： 

1.家中近期是否發生其他重大變故(請說明)：                                             

2. 是否有在校工讀之意願：有 沒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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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由承辦人員填寫 

檢附相關附件 符合申請項目審查 

□ 死亡證明書(除戶證明) 

□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 學生證、身分證影本 

□ 存摺影本 

□ 重大傷病卡 

□ 清寒證明書（                     ） 

□ 醫療院所之診斷證明、住院證明或繳費收據 

□ 遭遇事故或災害之證明或非自願性失業證明 

□ 成績單 

□ 其它（                    ） 

□1.因本人傷病住院，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2.父母有重大疾病，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3.家逢變故，致經濟中斷。 

□4.生活困難遭遇不可抗拒事故或人為因

素，致生活、經濟蒙受重大損失。 

□5.新貧、近貧。 

□其他： 

訪談結論: 

 

 

 

 

 

 

 

 

 

 

訪談日期：             訪談人：  

備註 

 

 

 

家庭樹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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