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系 同學 

 

  首先再次感謝學校、校長、薪傳獎助金的審查委員們授予我這份重要

的獎助金，每個學期都在期待著這一刻，因為這是攸關著我下一學期是否

需要過著極拮据生活的關鍵。 

 

  因為家裡只有媽媽一個人支持家裡的經濟，加上沒有抽到宿舍，必須

在外面租房子，所以完全沒辦法負擔我的學雜費以及我在台北全部的支出，

對現在的我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平常兼了兩份打工加上雙修和實習電台的

充斥著我的課表，平常省吃儉用，卻連打工的收入卻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支

撐生活費和房租。 

 

  在跑行政流程之中，很感謝我的導師及系主任義不容辭的幫我簽註意

見，讓我能夠順利的完成申請文件。以及感謝學務處承辦的相關人員，感

謝學長姐給予我和其他在學校裡與我有相似境況的人這個機會，去改變我

們自身的處境，不僅可以不讓家人擔憂，甚至可以稍微減輕家裡的負擔。 

 

  薪傳獎學金讓我們可以不用再時常苦惱下個月的生活費在哪裡，或是

盤算下個月要打多少小時的工，才能吃得飽，錢夠用，讓我有更多時間可



以好好完成學業，以及實習電台的任務。 

 

  我真心的感謝學校老師、學長姐及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並且永遠

心懷感恩。在未來時，我會繼承這份愛心，將自己的能力貢獻於社會，並

行有餘力時，去幫助母校裡、社會上與過去的我有相似困境的人，讓這份

愛傳下去。謝謝薪傳持續性對我的協助，謝謝！ 



中文系 同學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政治大學薪傳學生助學金，以紓解家中龐大的經濟

壓力，減輕父母負擔，往後也較有充分的時間安排課業；在半工半讀忙碌

的生活中聽聞此消息感到萬分欣喜，能夠獲得這個機會由衷地致上謝意。 

   

  從大二開始，我便在課餘時間打工以負擔自己的生活開銷，因而無法

顧及學業，成績不甚理想，以往在申請獎助學金時有一定難處，因此又必

須憑藉更多的工讀收入來維持生計，而這次幸運地獲得幫助真的感到十分

開心，也讓我往後在學習的路途上能夠走得踏實些。 

 

  這筆助學金將會作為學費及部分生活費使用，一部分預存起來以繳交

就學貸款，剩下的部分作為生活開銷，我會妥善運用此筆助學金，調整自

己的時間並努力奮發向上，不辜負貴單位的期望，也會從事志工服務來回

饋社會，幫助社會上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如同「薪傳」此二字所代表的意

義一般，將良善的力量散播給其他人，形成社會的正向循環。 

 

  最後，對於學習過程中曾幫助我的師長及同學，以及給予我這個機會

的各位校友、師長們，誠摯地致上十二萬分謝意。 



公行系 同學 

 

  首先，這次能獲得校內提供的薪傳獎助學金，在得知獲獎的當下心裡

十分感動，因為自己知道學校經費有限，也有許多相同需要幫助的同學們，

所以抱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情申請，最後沒想到能獲得獎學金的獲獎資格，

真的必須十分感謝校方的積極籌辦，老師們的耐心審核，還有畢業校友們

的慷慨解囊，讓像我一樣的家庭孩子們，不需為學費、書籍費與家計支出…

等額外花過多的心力去煩惱，往後能安心將課業準備好，專注在自己的責

任義務上。 

 

  申請獎助學金的目的是希望能改善家裡的經濟條件，畢竟在現在的社

會，每天所花費的支出越來越多，物價也比過去幾年來的高，單靠一點微

薄的收入要負擔龐大的家計壓力，著實辛苦萬分，雖然我會利用額外的課

餘時間，從事打工的活動，以期添補家用，但每月能賺取的金額確實不多，

因此，在學校常常會為了節省開銷，而衡量每一餐的預算，盡量能在小地

方省錢，即便偶爾感到辛苦，卻因為有了助學金的幫助而有了不同的心境

感受，舒緩長期的經濟困窘，也讓我重新找回勇於追尋夢想的勇氣。 

 

  帶媽媽到日本旅遊一直是我心裡的願望，我和她都很喜歡日本的



風景民俗和當地文化，因此這學期我開始接觸日語學習，由於是擴大輔系

的課程，必須繳交額外的學分費，所幸有獎助學金的添補，剛好解決這個

煩惱，不然真的可能就得因為金錢上的拮据，而被迫放棄想學的東西，那

麼就太可惜了!期望有朝一日，但願是不久的將來，能將日文學好，有自己

的能力掙錢，帶著媽媽到那個東北的美麗國度，來一趟旅行。最後，感謝

薪傳獎學金的辦法，我會存著珍惜的心，妥善運用所獲得的，幾年後出社

會，同樣會以感恩的立場回饋學校。 



外交系 同學 

 

  這是第二個年度獲得薪傳獎學金，因為薪傳獎學金，讓我可以幫忙減

輕家裡的負擔，對於我而言，真的是很大的鼓勵，除了可以補貼生活費，

還有學校課業中需要的教材費、學分費等。 

 

  今年是在政大的第四年，雖然在課業方面負擔較輕，但也因此能擔任

課程助教和研究助理，跟著老師學習研究方法等，生活非常充實。隨著在

政大生活的日子愈來愈多，對於這個學校也愈來愈有感情，回想自己在這

裡的生活經驗，除了知識的增長之外，也學會了如何適應一個不同的環境，

心理層面的成長尤其明顯，在這個校園裡，感覺自己的改變、成長，它會

是生命中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知道薪傳獎學金是由畢業校友的捐助而來，這樣的立意，讓人覺得振

奮，一種傳承的感覺，鼓勵著莘莘學子，我會記得薪傳獎學金給予我的幫

助，並繼續在學業及生活上努力，努力地充實自己的內涵，讓自己更具有

競爭力，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回饋學校。 

 



企管系 同學 

 

  真的非常感謝薪傳獎學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大學最後一年得到這

筆獎學金的幫助。家中為單親家庭，由母親一人獨自撫養我與姐姐，原本

媽媽在賣場中的寢具店工作，至於我與姐姐則皆藉以助學貸款的方式就學，

至於生活費方面就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加以補貼。不過在今年很不幸的，母

親原來公司因合約與賣場發生問題，導致臨時撤櫃，媽媽因而失去了工作，

導致家裡頓失去了原本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母親年齡與身體狀況的限制，

使尋找工作成為一大難題，所以目前母親乃尚未找到工作。父親因長期居

於外地，且因無固定收入，所以也無法提供我們母女三人基本的生活費

用。 

 

  自從媽媽喪失工作後，家裡突然陷入了一大經濟難題，幸好有貴獎學

金的幫助，讓我們在這次的難關中得到非常大的幫助。當我得知獲得此獎

學金時，當時的心情有如在灰暗中看到一道曙光般的興奮，心中也充滿了

無數的感謝。由衷感謝薪傳獎學金的幫忙，讓我在這次的難關中減輕不少

經濟方面的煩惱，讓我能集中精神專注於更多校內外活動的表現，由衷感

謝。 

 



地政系 同學 

 

  當得知自己獲得薪傳獎學金的時候，非常感動及感激！謝謝學校

給予這份薪傳獎學金，在我最需要幫助、家裡經濟方面最艱困的時候，獲

得這份獎學金，帶給我及家人非常大的幫助，心中也湧上一股暖流，而家

中經濟狀況也能因此獲得些許喘息機會。薪傳，是一種愛的循環，謝謝眾

多學長姊的協助，讓家中發生急難的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不至於因為

經濟方面的考量而捨棄學業。還記得曾經高三暑假要升大學時，因為家中

經濟因素以及妹妹念私校護專的關係，教育開銷大，和家人煩惱著我即將

上大學的種種開銷，而能獲得這份愛、溫暖，真的減輕了我及家人許多的

經濟壓力，也讓我能更專注於課業上，期望自己能在大學時期習得更多專

業知識，將來能因此找到一份工作，改善家中的經濟環境，並且有能力成

為資助薪傳學生的其中一員，因為這份愛所帶給我的幫助及溫暖，是很實

際的，在我的生活方面讓我度過許多難關，我想，薪傳不僅僅是給予我物

質方面的援助，在精神及心理方面，也給予我許多鼓勵及打氣，使我更有

能力及信心往前走，因為我親自感受到這份愛，所以當我有能力的時候，

我也想將這份愛傳遞給跟我一樣需要幫助的學生，將薪傳的精神傳遞下

去！ 

 



地政系 同學 

 

  收到獲獎通知，內心真的十分激動，但更多的是感動，從高中以

來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家中經濟一直不太好，但是我明白父母無論如何

都會籌錢讓我繼續升學，但我卻不希望總是由他們辛苦賺錢供我花用，也

因此自高中起我便開始打工，籌出自己的生活費用，半工半讀固然辛苦，

我不服輸的個性卻讓我成績始終保持得不錯，也順利考上了心中的第一志

願，在大學生活中，為了維持生活，我仍繼續找尋著工讀的機會，隨著課

業越來越繁重，工讀好像也無法負荷了，感謝薪傳獎學金的協助，幫助我

能分攤家中經濟還能兼顧課業，減輕上大學的壓力。感謝系導師、系主任

的幫忙，能得到學校的推薦，以及學校行政單位人員對我的協助與關心，

讓我知道了一些申請獎學金管道能暫且填補一下經濟缺口。 



地政系 同學 

 

  由衷的感謝各位學長姐的幫助，也謝謝審查委員們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得到這筆獎學金。 

 

  家裡的經濟從國中開始就每況愈下，隨著兩個弟弟妹妹長大，狀況更

加吃緊，經常家裡氣氛都因為錢而凝重；所以從申請上了大學開始，除了

半工半讀自立生活外，每個月我也會多貼補媽媽一些小錢，因為我明白家

中開銷對打零工的媽媽一個人來說真的是一大重擔。但卻也導致我自己大

一時曾落得課業、人際兩頭空的局面，也常常有一餐沒一餐或靠沖泡式飲

品度日，所幸後來發現了學校設有許多助學管道，讓我稍有喘息的空間能

專心在課業上，也能放心自在的參與系上活動。 

 

  今年第三度獲得薪傳獎學金，而今年我也已經大四了，非常感念薪傳

獎學金給了我大學生活極大的幫助。大學生活倒數計時，我也該認真的面

對現實生活，對未來訂立好一個能夠幫助家人也能夠讓自己穩定、安心的

目標，所以我決定放棄繼續攻讀研究所或是出國交換的夢想；今年的獎學

金與母親商議後，會讓我保留比以往多一部分，用在準備國考的花費以及

預備畢業後尚無工作時的生活費， 謝謝薪傳獎學金的幫助，讓我能更無



後顧之憂的向前賣力衝刺，希望日後能金榜題名，幫助家中狀況更加寬

裕。 

 

  真的很感謝學長姐的慷慨熱心，讓我能有更多時間學習並充實自己，

期許我也能憑藉著受到的幫助和自身的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回饋給學

弟妹們，不負「薪傳」的美意與精神。 

 



法律系 同學 

 

  接獲錄取薪傳助學金的消息，欣喜之情無以復加，喜在對家中經濟能

盡一點棉薄之力，喜在自己在學業上的努力獲得肯定。非常感謝審核的老

師們給我這個機會獲取薪傳助學金，這筆助學金對我們家來說無疑是雪中

送炭，讓我們家自從父親生病以來不曾停歇，又加上奶奶過世而增劇的經

濟壓力得以稍微減緩。使我可以不用煩惱這學期的學費、書籍費，以及維

持生活必須之食宿費，而更加專心於學業上，努力創造更好的成績，得以

愈來愈進步。 

 

  這筆錢我會拿來使用在書籍費及學雜費上，這學期課業加重，費用負

擔也增加了不少，另外還有雖省吃儉用，但因台北物價過於高昂，所以也

是一筆不小開銷的基本生活費。多餘的部分我會給弟弟買參考書，他即將

參加大學學測，需要的各類複習、練習考卷及自修等大量的書單，使我們

家也為了接踵而來的費用傷神好久，幸好有這筆助學金的即時出現，解決

了我們家的燃眉之急。若還有剩餘，我會將它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也

可以用在之後的學費上。 

 

  謝謝薪傳助學金給我的幫助，使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專注於學業上，



日後若在社會上得以有立足之地，滴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用一己之力

回饋母校，繼續幫助和我一樣身處清寒家庭，卻絕不放棄學業的學弟妹們，

延續薪傳之名，將愛與關懷繼續傳遞下去。 

 



法律系 同學 

 

  這次能夠申請到薪傳獎學金，對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助益，不只實質減

輕了我經濟上的壓力，得以騰出更多時間專注在課業上，同時也形成我精

神上強而有力的支持，為此我衷心感謝。 

 

  因為必須自行負擔在台北念書的生活費用，除了打工以外，獎學金便

成了我非常重要的經濟來源，惟申請獎學金是立於被動審核的狀態，結果

如何往往無法預知，只能盡一切努力以求符合資格。而這次的獲獎，為我

接下來幾年的政大生活開啟一條穩定的求學路，讓我能付出更多心力於課

業上，不再擔心經濟的需求。此外，因為家裡偶爾會有金錢上的急用，獲

得這筆獎學金之後，將連帶的使家中的生活條件更加穩定。 

 

  將來拿到這筆獎學金後，我預計留下足夠應付這學期一切開銷的額度，

剩下的便存入銀行，交由媽媽保管，以供全家使用，並希望在畢業後參加

法律系的國家考試時，也能派上用場。 

 

  同時我非常渴望在將來經濟穩定、成家立業後，也能夠付出我能力的

最大值，來回饋給更多與我一樣需要幫助的學子。求學的一路上受到的幫



助實在太多，唯一能夠做的，便是秉持著同樣的精神回饋給學校與社會，

並期待能促成一種正面的連鎖反應，使所有弱勢的學子，都能夠一齊成長

向上，並且將這種精神永遠傳承下去。 

 



政治系 同學 

 

  首先想謝謝學長姐對於需要幫忙的我們，給予如此大的幫助，在收到

消息得知續領的消息時真的是喜出望外。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想朝自己

立定的志向邁進─在畢業後進社會企業工作，甚至是創業！因而最後一年，

必須投注相當多的時間在這方面：應徵社企流的冬季實習、參加ＴｉＣ１

００商業競賽、參加創新創業營等等，這些知識和經驗的累積都需要用時

間和金錢來做交換的，因而能否領到獎學金、減少打工時負擔就成了對我

來說最關鍵的因素。 

 

  記得自己大一時，想參與的活動好多、想充實的學問好多，在政

大想把握的機會真的太多太多，但當投入太多時間在打工賺取生活費時，

蹉跎掉了寶貴的大一歲月讓我比其他學生都晚開始探索自己的志向，所以

常常很羨慕其他同學可以心無旁鶩地學自己想學的事務，而不用衡量是否

會衝突到打工時間。從大二開始領獎學金後減輕了不少負擔，也投入自己

更多時間在學習上，最終有幸能立社會企業為我的一大志向。再次感謝學

長姐們，薪傳獎學金可以免去我就學貸款的壓力，減輕家人的負擔，而扣

除掉部分生活費的其餘費用我也都妥善地運用，因為既不想辜負你們的美



意，也期許自己往後能有一番成就，記住今天受惠於學長姐們，往後行有

餘力勢必回饋社會，也回饋政大往後的學弟妹們，謝謝。 

 



教育系 同學 

 

  從小我的家庭經濟狀況就不是那麼的理想，中小學也是靠學校的獎助

學金和其他的一些清寒補助管道才能順利地完成學業，而且非常不幸的就

在中學快畢業的時候，祖父中風了而導致半生不遂不能工作，因此父親必

須將原本就不是很夠用的收入支付在祖父的醫療費上，所以在經濟上根本

沒有辦法支持我到臺灣唸書。就在中學畢業後，等待赴台的期間，我便出

社會打工，利用了將近幾個月的時間以賺取赴台留學第一年的生活開支、

機票錢以及其他的各項學雜費。到了大學幸虧有老師們的協助給了我不少

工讀的機會，讓我能賺取部份收入來支付我日常的開銷，但這也造成我工

讀課業兩頭忙，由於工讀時數有限所得生活費亦不多，必須省吃儉用，扣

除各項日常生活費用後所剩無幾，不足以應付每學期的學雜費。學生真的

非常高興能夠獲得這份助學金的幫助，在很大程度上它減輕了我的經濟負

擔，這對我來無疑實在是雪中送炭。非常感謝老師們的評選，因為這份助

學金解決了我新學年的學雜費問題，減輕了我很大的經濟壓力好讓我不需

在為新學年的學雜費煩惱，讓我能夠沒有後顧之憂並把更多的時間專注在

課業上，以便考取更好的學術成績以感謝大家對我的協助。 

 



統計系 同學 

 

  我的家中成員有父母及兄一人，國三時一場車禍撞走了我和父親的健

康，留下了對方無照駕駛的萬惡加諸於我們家，父親成了中度殘障患者，

家計就因為不斷的復健、回診和父親喪失的工作能力而每況愈下。我目前

接兩份打工；父親因車禍受傷在家休養；母親患有糖尿病的她每天都要注

入胰島素，而且幾乎每天都要加班，目前加入職業工會論件計酬，收入時

好時壞；哥哥剛從研究所畢業，正在找工作，求學期間也是靠著獎學金及

工讀貼補生活費。 

 

  很感謝薪傳獎學金幫助家裡減輕負擔，畢竟在台北讀書，一個月生活

費沒有個七八千塊是不夠的，母親本來就賺不多了，還有房租、水電費、

保險費雜七雜八的支出、補習英文考取證照的費用等等，如果有這筆獎學

金加上打工薪水，我可以不用再跟家裡拿錢，甚至可以拿回家貼補家用。

大家聽到我的故事都說我很獨立，但我覺得應該說我很幸運，相較之下，

有些社會弱勢卻無法得到這些資源，所以我們應該抱持感恩惜福的心，待

未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帶來一個沒有苦難的社會。 

 

  一筆一筆的獎學金不只是經濟上的援助，更是讓我認清自己的定位，



這幾年接受了這麼多幫助，以後自己有能力一定要回饋社會！從前總是在

課本上看到人世無常，現在我也可以警惕他人把握當下，只要不做壞事問

心無愧，老天一定會照顧我們家的，也就抱持著這種信念度過了最艱辛的

兩年，接下來的人生也要好好走下去！ 

 



統計系 同學 

 

  這是我第二次有榮幸能夠獲得薪傳學生助學金的補助，但心中所充滿

的感激之情卻是有增無減。還記得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為沒有注意到薪

傳助學金的申請訊息而錯過了申請期限，也因此必須常常提心吊膽地注意

學務處、或者是系上網站的訊息，深怕錯過任何一個可以獲得補助的機會。

上了大學二年級之後，因為有了薪傳助學金的幫助，我才得以減少尋找獎

助學金「搜尋成本」，進而花費更多的心力專注於課業上。 

 

  十分感謝所有學長姐、也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感謝幫助我的行政

人員。希望總有一天，當我出社會工作之後、當我小有一番成就之後，我

也能夠成為那一群幫助學弟妹的學長姐們一樣，貢獻一己之力，提供給那

些或許與我有著相同困境的學弟妹們必須的資助，使得這份「愛的循環」

能夠永無止境的延伸下去！ 



斯語系 同學 

 

  我們家是單親家庭，一直以來，都是靠著媽媽的薪水度過生活。媽媽

是一位工人，每天必須上 12 小時的班，有時候還得上大夜班，休息的時

間及母女相處的時間實在是少之又少。看著她這麼辛苦的為了這個家庭付

出，所以我從國中就開始半工半讀，做過無數的工作，也同時兼了好幾份

打工，才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費及學費，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我的爺爺奶奶住在離台北很遠很遠的地方，因為家裡經濟因素的關係，

使得我無法時常探望年邁的他們，只能以通電話及看照片的方式減輕思念，

現實因素讓我好幾次萌生了放棄學業的念頭，想直接出社會找工作賺錢，

但是又不想辜負自己的努力及家人對我的期望，所以我努力的撐著，只為

了能好好的讀書。 

 

  非常感謝薪傳學生助學金，讓我有機會獲獎。我知道，這筆助學金不

是為了讓我去買更漂亮的衣服，也不是為了讓我去隨便揮霍。對我來說，

它有著更大的意義。我一定會好好善加運用這筆助學金，好好的完成我的

學業，減輕家裡的負擔，回家抱抱許久不見的爺爺奶奶。 

 



  即使生活過得很辛苦，但我還是很感謝自己出生在這個家庭，雖

然不富有，但是在心靈上，我擁有了很多家人的愛及關懷。所以我從不埋

怨自己的家庭，也努力的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每一天，也希望自己以後也可

以成為一個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人！ 



新聞系 同學 

 

  向來在人文領域執牛耳的政大，除了在專業知識上栽培我，也用身教

告訴我，人文關懷的核心價值。從這次薪傳助學金中，深刻感受到這份真

摯的情感。 

 

  首先真的非常感謝政大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因為要準備研究所而無

法打工的這一學期，獲得薪傳助學金，宛如大旱過後的及時雨，解決我在

台北求學的經濟困頓。因為父母經商失敗，家中經濟從我小四，遂開始盪

到谷底，隨後低檔盤整好一陣子，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有一點起色。但

家中有年近九十的外婆要照顧，而且妹妹也來到台北唸書，在開銷持續擴

增情況下，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在我大學時期，平時都依靠打工，來

補貼自己的生活費，而這學期因為要好好專心準備研究所，便沒有打算打

工，因此生活開銷的財務缺口，就決定要用獎學金來填補。因此相當感謝

審查委員願意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更專注在學業上，不用再為開拓財

源而煩惱不已。 

 

  「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用這一句話期勉自己，未來有朝一日，

有能力之後，必定要效法學長姐無私付出的人文精神，幫助更多如同我經



濟困頓的學生，讓他們能無後顧之憂地安心讀書，更甚者為這個國家和社

會貢獻一己之力，建立良善的循環，讓這個人文精神持續發光發熱。 

 



會計系 同學 

 

  能夠得到這次的獎學金，感到非常的高興。知道自己上學期因為忙碌

於各個大型營隊，除了政大的新生定位營之外，還到偏鄉小學傳遞體育的

種子，為小朋友們舉辦體適能服務營隊，成績方面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

依然能夠獲獎，真的非常感恩。但是我認為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讓自己

能夠奉獻給社會，比起成績，做一個能夠貢獻給社會的人來說，我更加的

開心。 

 

  大三是會計系的分水嶺，各種課業壓力隨之而來，為了不讓家裡擔心，

也讓家裡的兩位妹妹可以依靠家中的經濟來源，我必須經濟獨立，但壓力

卻隨之而來；打工的時間因為忙碌的課業而減少，加上這個學期需要應付

未來的出國考試，讓我漸漸的力不從心，幸好有這份獎學金的支持，讓我

得以繼續走下去。 

 

  得到這份獎學金之後我一定會好好的運用，除了支付平時的生活開銷

外，更重要的是讓這份獎學金發揮最大的價值，因此我將會運用這份獎學

金準備未來出國必要的 GMAT 以及托福考試，因為我知道，只要自己能夠

更加的優秀，就可以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有了更大的影響力，就可以幫助



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或者其他具有優秀資質的人們。 

 

  我期望自己能夠變得更好，從個人做起影響周邊的人，從周邊的

人讓這個社會更加進步，乃至整個國家社會，我願意將自己奉獻，因為我

曾經得到別人的幫助，真的非常感恩這份獎學金的支持，會繼續努力成為

一個對社會有幫助的人! 



會計系 同學 

 

  感謝學校再次給我這助學金，上學期成績沒有達到標準，我也很自責，

我期許這學期必達到標準順利畢業，不過學校還是願意給我這筆助學金，

讓我能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沒有後顧之憂，今年已是大四學生，恨不得

馬上畢業去工作幫助家裡，家裡的情況越來越惡劣，父親養育我們三個小

孩，我跟大弟大四了，小弟高二，生活經濟壓力已經到了極限，不過這也

是最後一年，需咬著牙關度過，等到畢業我跟大弟就能分擔家裡的負擔，

使父親減輕點壓力，使需供小弟生活讀書，雖然我們畢業後還有就學貸款

的壓力，不過也可以供自己生活，多餘的幫助家裡，希望能盡快改變家裡

的經濟環境。 

 

  最後真的還是要在謝謝提供獎學金的學長姐們，這真的對我們家現在

來說真是一個止血包，現在大四課業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不過也需把時

間分配在打工上，而最近開始在校園徵才，我也努力地在面試，希望一畢

業當完兵能直接工作，盡快幫助到家裡，我會用我接下來的時間繼續努力，

不浪費政大學長姊的恩惠，畢業後有餘力也要像學長姐們一樣幫助後輩，

使許多人能專心在學業上，沒有顧忌，接著讓這份愛和精神傳承下去，給

更多的人，再次感謝薪傳基金會。 



資科系 同學 

 

  這ㄧ年來，我真的想對政大學務處生僑組的老師們以及我在資科系的

導師、教過我的老師們表達無盡的感謝。我感念政大所給我的一切，從專

業知識的培養、做人的基本道理甚至是家庭困境的即時協助。你們所給予

的諸多幫忙，讓我倍感溫暖、也打從心底期許未來能回饋於你們與政大。 

  還記得在一年級下學期末，每天研讀、準備期末考的時候，某天晚上

正同朋友搭公車回山上宿舍途中，隨著爸爸突然的電話打來，我的眼淚無

法止住的滑了下來，爸爸和媽媽離婚了...。即使他們時常為了家裡的經濟

吵得不可開交，過程中爸爸也因誤交到壞朋友欠了許多債務又被對方抹黑，

使得爸媽的感情產生更多嫌隙、最終惡化至決議離婚。但我從來沒想過這

一切會來得這麼突然，這麼措手不及。但是隨著家裡經歷了變故，我似乎

變得更成熟了，因為，身為長子的我，必須肩負了更多的責任! 

  之後監護權歸了母親，媽媽也一人隻身從雲林至台北過新的生活，看

著媽媽每月辛苦以勞力在鍋貼店工作，非常省吃儉用，每天早出晚歸超過

12 個小時的辛苦付出。而爸爸在雲林也過著每月收入很不定的音響裝設工

作，甚至今年五月他與朋友開的店因經營不善而倒閉，那時真的很擔心爸

爸的壓力。 

總之，我非常謝謝政大的老師們給我這個機會、有幸申請上"政大薪傳



獎助學金"，這對我們家突如其來的變故幫助非常大。除了減輕家中爸媽經

濟上許多的壓力外，也許可以不再像以前必須為了學雜、生活費，把課餘

時間都盡量排滿工讀來分擔媽媽的辛勞。我打從心底地更發憤圖強來讓自

己大學畢業後，成為目標志向遠大且有能力貢獻社會的人，藉自己的力量

去幫助、嘉惠更多清寒家庭或是有難需要協助的人們，傳承這份薪傳! 

 



資科系 同學 

 

  很開心自己可以獲得薪傳獎助學金，這個獎助學金帶給了我很大的幫

助，從大二到現在大四，因為這筆獎助學金，在學習這條道路上，我可以

不用花太多心思考慮自己的學費問題。除了能夠減輕家裡的負擔，為家中

的氣氛注入希望之外，我甚至可以運用這些資源去輔助自己的課業，像是

申請雙主修或其他學程，放心的選擇那些從前不敢選擇、那些需要學分費

的課程，勇敢的探索更多知識並拓寬自己的視野與道路。 

薪傳獎助學金為我的生活帶來了重大的改變，我深深的感謝學校以及學長

姐們給予我的這份幫助。大學生介在學生與成人這兩個兼具不同責任與義

務的角色之間，對我的父母來說，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希望我

可以透過學習得到在社會中生存的能力，但是同時他們卻也被教育所需的

成本所壓迫著，看著這樣辛苦付出的父母，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為這個情

形帶來一些改善。然而，要在不犧牲原本的學習時間或者不影響自身學業

的前提下達成這個目標並不容易，但是很幸運的，我看到了薪傳獎助學金

的資訊並毫不猶豫地遞出申請，而這應該是我在大學期間做的最正確的決

定之一。 

 

  我相信薪傳獎助學金為許多來政大學習的學生都有著不凡的意義，即



使畢業我也不會忘記這份恩情，期許未來我也會成為有能力幫助學弟妹的

學長姐，將這份感動繼續傳承下去。 

 



歐語系西文組 同學 

 

  非常開心這學期能夠續領薪傳助學金，因為如果沒有薪傳助學金的幫

助，未必能夠順利的走入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和完成對自己所設定的目

標。因為為了支付學雜費和所有的生活開銷，打工的時間遠比上課的時間

多了好幾倍，原本根本沒時間去社交和參與社團活動。但感謝薪傳的幫助，

讓我能夠多出一些時間投注在社團活動的經驗累積和雙主修上，讓我畢業

後的大學回憶至少還有些美好的片段，不至於會全被打工的片段所淹沒。

因此對我來說這筆助學金不只是一筆能緩解經濟壓力的急救金，更象徵了

在學期間能擁有更多的時間來充實自己。為了支付學雜費和日常開銷，有

時間空檔就一定得塞滿工讀，只能利用夜半天黑以後的時間進修課業，還

常因此被室友抱怨，但也無可奈何，對我來說，時間就和金錢一樣無法奢

求。大學也終於走到了最後一年，從一開始茫然的大孩子，到現在即將出

社會成為一個能夠完全獨立自主的經濟個體充滿了期待，而這一切如果沒

有薪傳對我的幫助，不可能讓我成為現在的我，真的真的非常感謝被賦予

的一切機會與幫助。 

 

  最後再次萬分感激薪傳委員們和師長們，給予我如此大的幫助，

讓我在面對繁重的課業和拮据的經濟壓力下，還能夠有勇氣去面對，去實



踐心中未築的夢。未來有所成，必將飲水思源，銘記薪傳，回饋政大。 

 



應數系 同學 

 

  很感激薪傳助學金的設立，得以讓我在求學之餘，能有一筆獎學金幫

助我的生活，也讓我在大四時，能夠少接打工，在認真唸書準備研究所的

同時，能讓我不必擔心金錢的問題，最後很開心最後研究所推甄有好的結

果，這一切都得感謝有這一筆獎學金當我的後援。 

 

  在政大也已邁入第四個年頭，再過不久就要畢業，帶著畢業的一絲惶

恐，回憶起政大的點點滴滴，政大在我求學生涯上給我很大的幫助，不論

是獎學金上的援助及校內資源的利用，政大都相當豐富，期許未來學弟妹

們能夠好好珍惜這樣的資源，並好好藉由大學四年充實自己，為自己未來

做一番規畫。而我也期許自己未來有能力能回饋母校政大對我的幫助，以

及應數系對我的栽培。在應數系真的學到不少東西，有些相對艱澀，但這

些知識在未來就讀研究所階段是相當實用的，紮實的數理分析，能夠在研

究上有相當良好的應用，若有機會我也想將數學的好，推廣給大家知道，

讓社會更認識數學的應用。 

 

  政大是一所很棒的學校，讓我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去，我希望今日我也

政大為榮，未來能讓政大以我為榮。 



韓文系 同學 

 

  首先感謝薪傳獎學金的再次協助，幫助我分攤家中經濟，減輕上大學

的壓力。上大學後就開始半工半讀，直到爸爸的身體狀況無法負荷時，經

濟問題開始迎面而來。然而，去年底爸爸不敵病魔去世了，對我以及整個

家庭都是相當大的打擊。 

  單親家庭的經濟負擔很重，但很感謝系導師、系主任的關懷與幫忙，

以及學校行政單位人員對我的協助與關心，讓我知道了一些申請獎學金管

道能暫且填補一下經濟缺口。 

  在政大除了學習了許多專業知識外，也學習了很多人文、社會等經驗，

所以大學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珍貴的地方，但是家中發生變故後，開始

擔心學業的問題會給家中帶來壓力，我知道讀大學這件事對家裡來說是一

個負擔，更別說是出國交換了。雖然生活物質上不充裕，但精神支持上很

豐富，家人並沒有因為家計的問題讓我放棄讀書這條路，心裡對於家人有

些抱歉，但我知道以自己的能力想改變目前家裡情況最合適的方法就是讀

書這條路，所以讀大學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也是個寶貴的機會。 

  不過有了政大校友的愛心傳承，減輕了一些經濟壓力，這筆獎學金真

的幫助我許多，而我也會妥善運用獎學金，讓生活支出不再成為家中負



擔。 

  由此可知＂回饋社會＂對於需要幫助的人是一個相當大的動力，我也

期許自己在政大好好學習之後，能夠在未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才，回饋給

政大，就像畢業的學長姐一樣，幫助需要協助的學生，使他們不要放棄學

業，放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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