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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05 年 1 月 18 日訂定 

107 年 3 月 6 日核定後修正通過 

一、 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為回饋社會、獎掖後進，特捐款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設置「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

士清寒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鼓勵並幫助本校家境清

寒及弱勢學生。 

二、 本獎助學金所需經費由捐贈款支應，捐贈所得款項全數收存入本校

校務基金專帳，捐款所得之本金永不動用，每學年使用基金孳息發

放獎助金。 

三、 本獎助學金由本校成立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核發相關事宜。前項

審查委員會由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及學生事務處生

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以下簡稱學務處生僑組)組長共五人組成，並

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四、 獎助對象 

本校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逢變故之學士班與研究所學生。 

五、 獎助金額與名額 

每學年學士班每名新臺幣四萬元，研究所每名新臺幣五萬元，名額

依當年度孳息收益調整。 

六、 申請時間 

每學年第二學期，由學務處生僑組公告受理申請。 

七、 申請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校學生。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 

3、家境清寒且家庭收入無法負擔就學費用，或家中突遭變故，致生活陷入困難。 

八、 申請應備文件 
1、獎學金申請書。 

2、前一學期成績單。 

3、國稅局前一年度家庭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 

4、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 

5、家境清寒證明、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證明或無力負擔學費事證說明。 

九、 審查及核發由學務處生僑組完成初審作業，並召開審查會議核定推

薦獲獎同學，簽准奉核後造冊核發。 

十、 本要點經捐款人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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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獎學生心得感言 

李同學 

很高興也很感謝貴單位頒發獎學金給我。今年因為疫情，頒獎典禮未

能如期展開，不過我有特別上網查訊獎學金的成立意旨，非常感恩與隨喜

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家屬的善心。從大學時期我就開始申請獎學金，

這是受我母親的影響，她非常熱愛讀書，但因為過去重男輕女、家境不好，

也因為鄉下資訊不流通，她並不知道獎助學金的存在，在家長的要求下，

她抗爭過幾次，最終還是被迫停止學業。我最近在想或許正是因為我母親

懷著我時，一邊半工半讀，所以使我也很愛讀書。然而，我母親為了供我

讀書，儘管身體差，咬著牙也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她自己未能完成，她希

望我不要因為家境而中斷。在我因為醫療疏失受傷的狀況下，我母親自己

身體也是各種問題，但她都強撐著工作賺取生活費跟醫療費，讓我好好養

傷跟讀書。我很難過未能幫上她，還給她帶來負擔，因此能得到獎學金我

真的很高興與感謝，尤其在疫情期間，大家都需要用錢的情況下，我們家

還能得到一筆獎學金。真的非常感謝您們以及在我申請獎學金過程中一切

幫助的人，謝謝！ 

陳同學  

我對於能獲選「109 學年度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

學金」深感榮幸且感謝，在去年家中遭遇更糟的意外後，能繼 108學年度

再次獲選，感謝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願意幫助弱勢家庭學子，

讓我們能減輕一些經濟壓力進而專注於學業上，自許全心學習成長後亦能

回饋社會。 

去年五月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母親，發生車禍意外不幸成為植物人，

對我及我的家庭帶來巨大的衝擊，不論是心理上的調適困難，抑或是更現

實的問題，在家庭開銷、醫療照護、法院訴訟等都面臨經濟上非常嚴峻的

情況，我很感謝「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及政治

大學，減輕了我繼續求學的成本，讓我選擇不放棄學業，繼續完成學業後

投入職場。 

我將完成碩士論文，期許順利地從政治大學財政所畢業後，能保有感

恩的心情，樂觀健康地面對每一個難關。 

 

 



 6 

 

林同學 

非常感謝與榮幸能獲得此獎學金，讓我在經濟艱困的生活環境當中，

有了莫大的幫助與鼓勵，真心由衷感謝。正因想專心準備畢業論文，快步

前往人生下個階段，因此決定辭掉下學期的校內工讀。但又因家庭的經濟

狀況不佳，為生活支出而苦惱的我，收到此獎學金的獲獎消息時，簡直欣

喜若狂，且十分感動與珍惜這份即時給予的溫暖。將來會好好善加運用此

筆獎學金，除了減輕基本開銷之外，更會好好地投資於學習上，讓自己能

有更穩健的步伐，繼續往心中的目標大步邁進。並帶著感恩的心，等待成

長茁壯的那天，也能像此獎學金的給予者般將愛傳遞下去，澆灌給需要的

人，一起點亮世界上陰暗的角落。 

林同學 

我是政大法研所碩士班二年級的林家妤，有幸獲得 109學年度紀念鄧

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我感到十分感激。這份獎助學金

對我的意義在於，從我升上研究所以來，因為父母先後退休，我接了數個

計畫助理與教學助理，以支應生活費、房租與學費，因而也將不少時間心

力消耗在學業外了；而接下來一年，我預計專注於論文撰寫，也已經減少

兼任助理的數量，這份獎助學金就像是及時雨般減緩我的經濟壓力。然而，

我也知道自己得到這份獎助學金，是不勞而獲的，畢竟我沒有為此付出了

什麼。接下來我也只能督促自己好好撰寫論文、期許我的研究對於學術研

究能夠提供一些貢獻，來降低這種不勞而獲感了。我也期待自己早日成為

幫助別人的人！ 

邱同學 

再次收到獲獎信件時，心情已不像上次的複雜，更多的是感激。求學

過程以來，除了家人之外，一直都還有許多的獎學金協助著，每筆獎學金

背後都是不同的人在支持自己，每每檢視自己求學過程，都會提醒自己能

夠繼續往自己所嚮往的未來前進，有多麼得來不易。 

原本因為媽媽受傷導致工作暫停，對於未來一年實習花費更感擔心，

加上弟弟也即將升上大學，家中負擔驟增，因此這筆獎學金對我來說意義

重大，能讓我在實習期間負擔實習費用，減少家中負擔，非常感謝鄧立登

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基金會，我也會帶著這份感激，於實習時努力學習，

朝自己想要的未來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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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同學  

今年是我就讀政大研究所的第一年，即使有學雜費減免，學分費對我

的家庭來說也是一筆很大的負擔。我和外婆從小相依為命，自從我來台北

讀書後，外婆省吃儉用就是為了多給我一些零用金，我也十分擔心外婆在

花蓮的生活會不會入不敷出，所以有時錢不太夠用時，就會吃少一點、少

出門一點來節省花費。 

然而很高興有機會獲得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

金，我將利用這筆獎助學金來貼補家用，讓外婆可以減輕生活的壓力，不

用再為了金錢一直煩惱；除此之外，很感謝能夠申請上這份獎學金，我也

會利用這份獎學金來繳納書本費和一些雜費，以增進自己的能力。 

黃同學  

首先，感謝學校的肯定，讓學生有榮幸能夠獲得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

劉治妹女士獎助學金，人在出生時便已決定家庭環境，但不論富有或貧窮，

只要有心為自己負責，我相信付出的努力都會讓未來變得不一樣。跌跌撞

撞的成長過程中，也接受了許多善心人士的幫助，並透過學生自我努力提

升能力，讓學生不愧於這份幫助，在政大，多元的生活輔助方案讓學生能

從困境中找到減輕負擔的方法，在排除困難後能更加用心於課業與學術，

期盼自己能在將來回饋於社會，成為伸出援手的下一個人。 

再次由衷感謝學校頒發此獎學金。 

曾同學 

首先，我要感謝所有老師和家人，感謝他們對我從小到現在就讀政大

金融研究所的關心和支持。我很榮幸在這學期中獲得「109 學年度紀念鄧

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這是我努力學習得來的成果，

是我人生一個新的起點。在今後，我會好好珍惜這一份榮譽，會更加努力

學習，讓自己未來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這個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只有更

好的，我相信，獲得這份獎學金之後，無論是生活品質亦是學習成果將會

越來越好。 

最後，非常感謝政治大學和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提供如此寶貴

的機會，本人會帶著這份祝福與支持繼續在學業上耕耘，謝謝！ 



 8 

 

曾同學  

    對於獲得「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這件事，

真的是令我感到意外又驚奇。起初只是抱著嘗試看看、沒有太大期望的態

度 ，但沒想到我通過了審查！這件事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重大，我要感謝

班上同學在我申請獎學金時一起幫我修改潤飾相關自傳，以及承辦人員的

辛勞。 

上了研究所之後，我發現到我視野更開闊了，在會計系的日子裡，擔

任教學助理使我成長很多，也讓我體會到將以前所學回饋給學弟妹的成就

感。每當自已期中助教評鑑被同學稱讚時，內心便有一種喜悅感。我也期

望自已將來能投入會計相關工作，一方面利用所學，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對

於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胡同學 

真心感激、並相當榮幸，能獲致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

獎助學金暨廖風德先生文藝創作獎學金，有了這筆款項，將給予個人莫大

的助益，除暫時使自身不多添家人額外的經濟負擔，也使我更有餘裕找尋

校外未有津貼的暑期實習，為己身職涯著想，並期待在未來支撐起自己、

回報給家人與社會。 

劉同學  

對我來說家庭經濟壓力一直是個沉重的負擔。父親早逝，家中的經濟

都是由母親一人支撐。但是她的收入也就勉強維持兩口家庭的基本生活。

至於其它的支出，就需要另外再想辦法。但儘管如此母親還是將我撫養長

大。在大學之後我開始負擔起更多的家計，花了不少課後時間在打工上。 

但這次鄧立登先生的善心，提供了我一個的機會，讓我可以緩解課業、

打工兩頭燒的情況。這份獎學金讓我未來能夠更專心在我的課業上。不但

可以減輕我生活的負擔，更可以讓我放心地規劃與實踐自己對未來的計畫。

我會盡我的力量，善用我在學校的所得，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心力，讓鄧先

生的善心能夠繼續傳遞下去。 

蔡同學  

我的家中有父母、兩個妹妹與我，由於特殊家庭背景，我們的想法較

同年的孩子成熟。在求學過程，我常透過校內外比賽來培養自己的實力，

大學時執行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後很幸運地進入政大就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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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但大學時打工存的錢不足以支付研究所的學分費，部分金額需家中協

助支付。然而，去年及今年疫情變化，家中收入受重大影響。妹妹們也都

還在讀書，學費是家中的重大經濟壓力。 

這筆獎學金或許對其他人不多，但對我家中的經濟壓力而言，是非常

大的緩衝，是我的及時雨，非常感謝這社會有人願意伸出溫暖的援手。希

望我將來可以做更多事，為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在築夢的路上，期許未來

的自己也可以勇敢前行並不忘初衷，將擁有的資源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朱同學  

非常高興獲得這份殊榮！學生家境清寒，父母年事高，在初入大學之

時，遭逢家庭經濟不濟及其他意外，暫時離開校園，在各職場打工見習，

同時準備轉學考，希望能往更高的殿堂求學。學生深諳半工半讀的辛苦，

時間不夠用、身心疲勞、讀書分心……等等；因此再返回校園時，學生便

省吃儉用，專注在讀書之上。這筆獎學金無疑紓緩了學生囊螢映雪之苦，

也將幫助我在接下來攻讀研究所的路程上能順利一些。學生自小接受過不

少獎學金的資助，我一直相信〈把愛傳下去〉的故事，無論石頭大小，丟

進水池裡都會泛起漣漪。或許我會如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一般，做

一顆有正面影響力的石頭；或許我就做其中一環漣漪，在人生未來的某時

某刻接力傳遞無私的鄧劉治妹女士愛心。 

陳同學  

非常感謝本次能夠獲得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此

筆獎學金給予我相當大的幫助，讓我能夠添置用品，以及減輕家中負擔。

家中長輩常常跟我說：「若是以後出社會，必要盡自身能力來幫助其他人。」

或許是家中長輩小時後便開始叮嚀，因此從國小到國中，我都會去幫忙照

顧、陪伴特殊兒童，也是有如此經歷，使得我大學在課業以及打工閒暇之

餘，便會去偏鄉地區帶小朋友參與活動，也透過課程參加 USR活動，去社

區陪伴孩童遊玩。最後依舊是非常感謝能夠獲得此獎助學金，我會充分利

用獎助學金，並且盡力透過自身能力來回饋社會。 

吳同學 

    您好，謝謝您提供獎學金，幫助莘莘學子。因為你們的幫忙，讓我可

以對家中的經濟狀況少一點擔心，並更專注在我的學業和未來發展上。過

去父親生意失敗，父母離婚、奶奶患病，很多時候都必須靠我自己在外打

工賺的錢支應所需，從上大學到現在已經兼職過三份打工。在學校，我對

於課業認真學習，除了外交本系之外也雙主修法律系，此外更參與系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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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排球隊長為系爭光，卻曾因為經濟因素差點退隊，甚至是休學，這些都

成為我求學生涯的隱憂。此時，您提供的獎學金就像一場及時雨，讓我不

再為經濟狀況擔心，未來也能在求學路上更順利地走下去。再次感謝您的

愛心！疫情期間，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吳同學 

鄧先生您好： 

學生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四年級吳聿涵，由衷感謝貴單位提供此

項獎學金，這次能夠獲得「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

我感到很榮幸，也非常感謝您給予我的慷慨資助，舒緩我的經濟壓力，讓

我能夠堅持自己的理想，朝目標持續邁進，也讓更多清寒家庭學生在學習

上能免除後顧之憂，在未來也能夠秉持著救助他人的心來回饋大眾。同時

謝謝每位辛苦地參與審核之人員，讓我們能夠享有這寶貴的資源。 

請您放心，您的每一分錢皆得來不易、每一份愛心也同樣彌足珍貴，

我們一定會善加利用，不辜負您的這份好意。 

楊同學  

步入在大學的第四年，一直仰賴許多的獎助學金以支應生活所需，而

這些熱心支撐清寒學子的善心人士，總能作為學生的後盾，可以減輕經濟

壓力以準備課業。真的很榮幸能夠獲得鄧立登先生和鄧劉治妹女士的獎助

學金，真的極為感謝！ 

一併期許自己，能夠在未來培養更多能力，而正是因為切身地知道獎

學金之於弱勢家庭的重要性，讓自己未來也能為社會多付出一點。如同本

獎助學金成立的意旨，能幫助需要幫助的家庭，讓有心於課業的學子能夠

無後顧之憂地繼續前進。如此方不辜負獎助學金創辦人的期許，希望自己

也能夠成為更好的人，更好地回饋這個幫助我甚多的社會。 

再次深深地表示感激。 

陳同學  

感謝鄧立登先生及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在大學四年，因為有這

份獎學金，讓我能夠專注在學業上，減少生活上的壓力，於我而言更是鼓

勵和肯定，這筆獎助學金對於我的大學生活有著很大的助益。這筆獎助學

金，不僅可以紓解家中的經濟壓力，讓我可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費用，也可

以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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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一個能充分探索自我的階段，讓我對自己的了解更多元，有很

多機會可以接觸各方面的知識，對於知識的了解也有更多的面向，但也時

常能感受到自我能力、知識的不足，需要再更加努力才行。 

因為您願意無私的付出，給予我偌大的幫助，讓我可以更精進自己，

期許將來能夠在專業領域內能回饋社會，做出對社會有益的事，促進社會

成為一個互助的社會。 

楊同學  

我是政治大學廣告系四年級的楊蕙瑄，今年非常榮幸也很感謝能夠獲

得『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補助資格，十分感謝兩位

對於政治大學清寒學生的支持及協助。面對疫情嚴峻的一年，在今年三月

初實習的公司因為受到疫情影響提早實習合作計畫，面對突然失去的工讀

收入，這筆助學金著實就如雪中送炭，給予我在生活上面很大的幫助。進

入大四即將進入社會，回頭觀看大學四年，我很感謝一路上給予我支持的

各位校友們，在我完成學業的過程給予很多助力，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

專心在課業之中，不必為生計而困擾。未來我期許自己也能和諸位一樣，

擁有能力時能夠將自己的回饋於社會，讓更多莘莘學子在學習的路途上擁

有更多協助，讓台灣社會更加美好、善良。 

羅同學  

感謝學校給予該機會能獲得獎學金，也感謝鄧立登先生以及鄧劉治妹

女士提供獎學金，此筆獎學金對於生活經濟幫助大，能減輕自身與家人的

負擔，目前面臨即將畢業，對於生活及未來經濟有一定擔憂，但出社會後

必定學習鄧立登先生以及鄧劉治妹女士的精神，將來有能力時回饋社會對

我們的幫助，獎掖後進，繼續提拔、鼓勵家境清寒及弱勢學生，讓經濟上

有困難的學生能夠較減輕壓力，好好學習，不必因經濟問題而影響學業學

習。再次感謝學校以及鄧立登先生以及鄧劉治妹女士提供獎學金。 

陳同學  

很高興能獲得「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非常感

謝鄧先生、鄧女士及其家屬，願意提供獎助學金給我。這學期是我在政大

的最後一年，在學期間受到校內校外的獎學金幫助，讓我得以在大四這年

達成出國交換的夢想，將於今年九月前往泰國交換。我預計將獎學金用於

交換的生活支出，減輕家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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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能獲得貴獎學金，讓我心懷感激，謝謝求學路上給予幫助的人，

也期許自己未來能將這份感謝，化為回饋學校和社會的一份助力，將善意

延續。 

林同學  

非常感謝學校和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提供我這個機會，

獲得這筆獎助學金，在疫情逐漸嚴峻的期間，能夠得到這份幫助對我而言

十分受用，我將會在生活和學習方面妥善且謹慎地利用這筆獎金，不辜負

捐贈者和學校的心意與幫助，希望未來的自己也能盡一己之力去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再次感謝。 

許同學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四年級的許慧漁，首先，由衷地感謝

貴單位給予這次獎學金的機會，真的大大地舒緩了我的經濟壓力。 

我的家庭經濟一直都不好，從小學開始就必須仰賴各界的幫助以維持

我與弟弟的學業和生活。而我也很努力的學習不辜負任何一方的努力。然

而，自去年開始家裡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讓我經常為了經濟而煩惱不已，

也盡量減少三餐與生活花費，所有的經濟來源皆源自於打工或爭取獎學金。

本來已經該畢業且正在工作的我，由於有雙主修資格而必須延畢一年以完

成學業，再過不到一個月就要真的畢業了，雖然覺得非常徬徨無措，但也

期待自己早日找到好工作，將過去所學化為技能運用於職場。 

雖然自己的家境並不如他人，但我了解其實還有許多人比我更需要幫

助，我已經是生活過得相當美滿的人。很感謝這份獎助學金的成立，讓我

與其他處於經濟、家庭背景等相對弱勢的人能夠多一分喘息的空間。此外，

我覺得自己實在非常幸福，雖然我的家庭背景特殊，但至少還有如「鄧立

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獎學金」等獎助學金得以申請，以及學校老

師們的關懷。這些愛都是幫助我通往未來人生的墊腳石，謝謝您們給我們

的幫助讓我們能更有餘裕地充實自我。在未來，我也期望自己能成為這樣

有能力扶弱的能者，使自己得到的溫暖流傳下去。 

劉同學  

謝謝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基金會所提供的獎助學金，不僅為我

減輕了在學期間的經濟壓力，也能因此將更多心力專注在課業以及課外活

動與實習上，探索其他知識與職業領域，開闊自身的視野。回顧過去，皆

是由於這些支持與幫助才能順利地度過充實快樂的大學生活，因此也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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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未來能成為給予幫助的角色，讓這個社會上需要幫助的學生都能夠

專心完成學業並盡情地體驗校園生活，因為這些體驗和學習的過程對於未

來職業發展甚至是之於人生都是不可缺少且影響深刻的重要時刻。在求學

期間看到了許多給予無私幫助的人們，因而促使自己更加努力，將這些善

意和幫助繼續在我們的社會上延續下去。 

王同學  

即便出生在一個家中經濟上比較困難的家庭對我而言仍然是一個平

凡又能給予無限關懷的家庭。與多數人不一樣，我的爸爸是馬來西亞華裔，

但因為自小父母離異，從我有記憶開始家裡就只有媽媽和哥哥，只有有時

候爸爸才會回家看看我們。也因為這樣，在求學的路上，媽媽為了不想讓

我和哥哥缺乏任何教育資源，拚了命兼差希望我們能夠好好念書。而也因

為這樣好不容易在上我和哥哥都上了大學之後，才能開始在讀書之餘打工

補貼自己的生活費好減輕家中的經濟壓力。哥哥在前年大學畢業之後，在

台灣工作一年後，決定離家去日本工作，除了增加自己的社會經驗，也希

望能夠幫助家裡減輕經濟壓力，而今年開始，媽媽因為眼睛疾病的關係，

而不能工作，因此，很感謝這次能夠再次獲得獎學金，能幫助我們家減輕

許多金錢上以及精神上的壓力，我心中充滿感謝，和我非親非故的學長姊，

願意提供一筆錢助我求學。我也很願意在未來待我出社會之後，再次將這

份關懷和幫助傳遞下去，並且會更加努力，不辜負期待及愛心，謝謝。 

黃同學  

真的非常感謝 EMBA 校友、馨昌公司董事長鄧傳馨學長設立這筆獎助

學金。在政大的這四年來，每年都能收受您的幫助，著實為我的求學生活

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能不必擔心家中的經濟狀況，專心向學。尤其是

這學期因為弟弟休學重考的關係，讓家裡失去了低收補助，經濟頓時陷入

窘境，幸虧有這筆獎助學金，讓我能安心度過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一段時光。

如今我即將畢業，期許我在未來有能力時，也能將這份愛心傳達給其他跟

我一樣需要幫助的同學們。 

陳同學 

感謝「紀念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給予的幫助，

在冠狀肺炎流行的近一年期間，由於母親工作性質的關係，家裡的經濟情

況受到疫情打擊的影響並不小，尤其近期疫情持續升溫，能夠得到這筆獎

助學金真的恰好是一場及時雨，能夠讓我在不用那麼擔心家中經濟的情況

下專心讀書、學習，持續精進課業，接下來我將把這筆獎助學金用在學業



 14 

 

的相關支出，希望將它發揮在對自己最有效益的事情上。最後，仍然要誠

心地說聲感謝。 

魏同學  

首先很感謝提供這份獎助學金的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讓我在

學習的環境中，有一個支持我及家裡經濟的力量；也很感謝學校的提名，

讓我有機會獲得這個獎助學金。 

入學以來，已經受到無數的經濟幫助，其中兩次便是鄧先生所提供的

獎助學金；透過所學，我也開始利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其他弱勢的孩童，希

望能將「助人」的這股力量繼續傳給其他需要的人，真的很謝謝鄧立登先

生及鄧劉治妹女士的協助，給我不僅是經濟支援，同時更教會了我傳承助

人的精神。 

莊同學  

2020年開始疫情影響許多，而現在時隔一年，疫情再度升溫，原先訂

定好的找實習、認真補習上課的行程都受到影響，在這個時候獲得鄧氏提

供的獎助學金，是很感謝的事情。 

謝謝您所提供的幫助，讓我在今年暑假仍能透過在家自主學習，而不

必太過擔心經濟上的問題，持續向學。 

盧同學  

我是公行三的盧思妤，很開心今年可以再次獲得這筆獎學金，去年獲

得獎學金後便告訴自己大三也要很努力維持住自己的修課成績，希望今年

申請時，能有足夠競爭力爭取到這筆獎學金。因為這一年來，爸爸的情況

還是一樣，無法工作賺錢，在少一個人能支應家裡開銷的情況下，我沒有

跟家裡拿生活費，而是兼了兩份工，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賺取每個月生活所

需的費用，有了這筆獎學金，就不用太擔心錢的問題。另外今年想運用這

筆錢去付考公職的補習費。最後，想好好感謝這筆獎學金的創辦人，讓家

裡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寬裕的學生，透過唸書的方式，擁有一個管道來獲得

經濟上的援助，在求學這條路上能和其他同學一樣，平順地走完。我內心

充滿感激並且絕對不會辜負創辦人的好意及創設這筆獎助學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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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同學  

上了大學之後，因為家裡經濟較拮据，我需要花很多時間打工賺取生

活費，減輕家裡的負擔，即使有想上的課、想參與的活動，都會因為要打

工，而排擠掉時間，縱使是政大的學生，擁有很多資源，但是我沒時間也

沒精力去運用，會對生活有很大的無力感，所以我真的很感謝有這個獎助

學金的存在，能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專注在學業上，也能讓我的父母不用總

是憂心我因為兼顧課業跟打工，而過於疲勞。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不浪費

時間，並懷著感恩的心，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也希望以後能學習鄧立登

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的無私精神，在有能力時，去幫助像我這樣需要幫助

的人，可以回饋給社會我曾經收到的溫暖。 

吳同學  

進入政大以來第二次獲得本獎助學金，對此感到非常榮幸，感謝審核

委員會的肯定。 

四萬元的金額對於清寒家庭來說著實不是一筆小數目，尤其在新冠疫

情的衝擊下，作為家中唯一穩定的收入來源，從事旅遊相關產業的媽媽也

因此受到了不少影響。在這樣艱困的情況下能夠獲得本獎助學金，無論於

我本身或是於我的家庭，都是難以言表的感恩之情。 

而自小生長在清寒家庭的我，也深知這樣的家境會帶來多少在自我進

修方面的阻力，社會上必定還有更多和我一樣掙扎的莘莘學子。在成長的

路上能夠獲得來自各方的資助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也期許自己能夠吸收

這樣的養分，待未來能力足夠之際，將這份感恩湧泉以報、回饋社會，發

掘更多那些不該被埋沒的星星。 

許同學 

非常高興能夠獲得此次的獎助學金，也謝謝審查委員的肯定。有了這

筆獎學金，不僅能舒緩家中因疫情而不穩定的收入，亦能讓我將其運用於

學業之上，去進行更多的自我精進。未來，我也將繼續抱持著積極、認真

的態度，去完成每一項事物，並且不辜負這份獎學金背後賦予我的期待。 

宋同學  

非常榮幸自己能獲得今年度的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

學金，這筆獎助學金對我意義重大。由於近期家中的經濟狀況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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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此次的獎助學金能讓我好好的專注於課業上，不必為金錢所困擾。非

常感謝能給我這次的機會，我會好好珍惜與運用。 

曾同學  

很開心可以獲得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學金，我計畫要將

這份獎學金用於就學相關的費用上面以及增進自己能力的事情上面，必定

會好好利用這得來不易的獎學金，也很感謝有這份獎學金，讓我在就學的

期間經濟壓力減少許多，雖然目前尚未有有能力可以回饋社會，但是我在

高中時曾有一位很尊敬的老師告訴我，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在未來

我有經濟的能力時，我必定會記得在求學過程得到許多人幫助，讓感謝化

為實際的行動，幫助像我一樣的學生，除此之外，做為另一種感謝的方式，

我也會好好努力經營自己的人生。 

楊同學  

首先非常感謝能夠獲得這份獎助學金，讓我家人不用時常因為家計所

苦，看著媽媽因為這份助學金不用太過操勞工作我也很開心，所以真的非

常感謝在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人。因為時常受陌生人的幫助，讓我感受到

世上仍是有許多美好的，我期許自己在不久的未來也能夠開始回饋社會，

可能先從小事做起，而後慢慢累積，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幫助我們人一

樣幫助其他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學生，讓他們能無後顧之憂的讀書，就

像如今的我一樣。 

張同學  

非常開心可以收到這份獎助學金，這陣子因為母親轉職的緣故，家庭

的主要收入暫時斷了來源，有了這份獎助學金也讓我和母親都可以得到一

段的壓力的緩解。而除此之外，在下學期的時候也因為學校宿舍床位大減

等緣故，導致在未來一年的時候無法居住在學校宿舍，必須到校外另尋租

屋處，在未來每個月的開銷無疑增加了一大筆。 

非常謝謝鄧立登先生和鄧劉治妹女士給予所有得獎學生的幫助，讓我

可以更專心在課業上課學習以及在職涯能力上的學習。預計未來會使用這

筆獎學金去購買一些語言學習的課程，並準備多益的測驗，讓未來在大三

大四的時候有機會申請到企業實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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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同學  

首先非常感謝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為家境清寒的學生提供獎

學金，對於需要負擔家計或家裡有其他困難的同學來說，有了這筆獎學金

就能夠多撥出時間來專注在課業或是未來職場準備上，不論對於生活壓力

或課業壓力都有很顯著的減輕及幫助。同時也感謝政大提供良好的學習環

境及獎學金諮詢服務。對於這次能夠獲獎實在充滿感激之情，希望未來自

己有餘力時，也能夠回饋社會，幫助同樣在求學過程中遭遇困難的學生。 

許同學  

很榮幸能獲得這筆獎學金，也謝謝鄧立登及鄧劉治妹女士的善心與幫

助，這筆獎學金對我和家裡而言意義重大，能暫時減輕我的經濟負擔，我

已經辭掉校外打工了，在接下來的日子我會更專注在課業上，希望能在學

業上更加進步。將來我有能力時，一定也不忘回饋社會，將這份恩情傳遞

下去。 

黃同學  

在得知獲得獎學金的當下，我的內心非常激動，很感謝校內的審查委

員能夠給予我幫助，更感謝設置此份獎學金的鄧傳馨先生，提供台灣眾多

經濟困難的學子在金錢上的援助，使莘莘學子們都能在無壓力的環境下勇

於追求夢想。 

  這份獎學金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家裡因為經營檳榔攤，受到社會衛生

觀念的引響甚鉅，又母親因為雙腳與脊椎受傷需要開刀，若又需負擔我在

台北求學的費用，對於家裡的經濟狀況來說必是一大難題。 

但有了這份獎學金之後，父母便不需要過多擔心經濟問題，我也更能

專注在自己的學業上。謝謝鄧先生，因為有你，這個社會才能持續向上，

我也將延續這份愛心，讓善繼續循環下去。 

潘同學  

致鄧立登先生與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及政治大學： 

由衷感謝獲得鄧立登先生與鄧劉治妹女士清寒獎助學金，也很感謝學

校的推薦，由於家境清寒，屬中低收入戶，北上念書需要的開銷對家裡來

說已經是龐大，又面臨疫情嚴峻的緣故，母親的身體狀況不佳，擔心會遭

受感染，加上政府的處分，因此面臨停職，家裡頓時沒有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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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慶幸次獎助學金的幫助，讓我和我的母親能暫時得到一些援助。

這筆獎助學金費用對我來說不只是項榮譽，更是生活上的救贖，若沒有這

筆獎助學金的援助，我們家恐怕各方面會面臨很大的衝擊，很感謝校友如

此的善良與慷西慨，在這次獎助學金的申請下，我學習到了非常多，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我也會更加努力向上，不會辜負學校以及校友的援助，

有朝一日我也會像鄧立登先生與鄧劉治妹女士之家屬一樣貢獻我的一部

分予這個社會。 

黃同學  

很感謝今年有機會獲得鄧傳馨先生所捐贈的獎助學金，這筆獎學金對

我的求學和家庭經濟狀況有很大的幫助，我會好好運用這筆獎學金在貼補

家用與學用品上，並希望自己未來有能力可以幫助其他經濟弱勢的學生，

對社會做出正面的貢獻。 

再次感謝鄧傳馨先生，雖然因疫情無法實際參與頒獎典禮，但希望未

來有天可以與你相見並傳達感謝之意。 

江同學  

我是一位來自台中市偏鄉的學子，上來台北念書最大的壓力大概就是

每個月的生活費，因為我的父母職業是務農所以收入其實非常不穩定，因

此一上大學我就四處找自己的收入來源，但為了顧及學業所以我並沒有去

打工我窮盡一切學校可用資源使自己勉強可以自足藉此降低父母的壓力，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獎助學金時，我便立刻去申請我原本以為自己的分數不

足以讓我獲獎，就在我幾乎忘了申請過這個獎助學金時，我突然收到一則

簡訊說我獲獎了，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情緒我非常激動跟身邊的同學分

享這份喜悅，此外，我還立刻打電話給父母一方面是跟他們分享這份喜悅，

另一方面是不要讓他們擔心獨自在台北生活的我，很遺憾頒獎典禮不能如

期舉辦，但我要在這感謝校方、鄧立登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讓我能夠好好

地在台北生活不用為生活費操心，最後我也希望自己未來功成名就能夠有

這個機會來回報給學校幫助與我有相同境遇的學生們。 

周同學  

其實收到通知，真的很意外，原本想說，學校可能有不少同學也在爭

取，或許自己能夠得獎的機會是渺茫的...可能只能用受寵若驚來形容當

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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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到獎助學金，確實讓我好好思考了該如何規劃之後的生活，因著

先前自己打工負擔生活費，雖說有點疲勞，卻似乎也不太能做什麼改變，

如今可以重新調整打工的時數，將更多的心思放在社團參與、學業安排以

及人際經營上，相信將來能夠有適當的休息與充實的收穫。 

感謝！ 

劉同學  

很感謝學校可以提供這個機會給我們，讓我順利取得了「紀念鄧立登

先生及鄧劉治妹女士獎助學金」的獲獎資格，也感謝學校老師的教導，讓

我有較優異的成績，而領取這份獎學金後，對家中的幫助實在非常巨大，

會將此好好利用在學習上，也會撥出一部份貼補家用，這次獲獎也將成為

我繼續努力下去的動力，未來我也會不斷充實自己，維持自己的成績，讓

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後，再回饋給予社會。 

林同學  

衷心感謝貴單位授予我這份獎助學金，一方面幫助我減輕家庭的經濟

負擔，另一方面也讓我在求學過程中較無後顧之憂，不須為了生活和課業

蠟燭兩頭燒。貴單位近年來對於家境清寒者或弱勢家庭極為重視，更不吝

於慷慨解囊，這份善意實在令人欽佩！我會牢記著「受人點滴，當湧泉以

報」的心情，珍惜這分得來不易的資源，日後待我有能力時，當不忘將此

善舉傳承下去。獲獎既是肯定，也是祝福，我會帶著這份善心持續在大學

階段累積自身專業能力，期許將來在相關領域彩繪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並將「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的愛心循環下去！ 

陳同學 

致主辦單位： 

首先，我得先特別感謝承辦單位以及學校和各行政單位，讓我有這次

機會能夠獲獎。 

其實，在獲獎前，沒有抱太大得期望，就是一如往常的將資料交出，

希望有人能看見我自身的狀況，給予一些幫助。一路以來，在讀書的路上，

曾遇過因為學費和生活費的不足，導致最後休學再重考。我也非常感謝上

天願意給我再一次的機會，在政治大學學習以及展現自我。 

而獲獎後，我感到非常的興奮和感激！在學習的道路上，有人願意給

予鼓勵和幫助我。我想這筆獎學金，必須得好好利用。可以在未來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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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無論是課業上的需要，例如：購買書籍、學雜費的補貼以及未來可

能申請出國當交換生等等的。 

希望未來我也能夠成為棟樑，像是主辦單位一樣，能夠盡一己之力，

補助學生們在學習的道路上，不需要擔心金錢以及其他等問題。 

感謝，再次感謝！ 

湯同學  

非常感謝您捐助這筆獎學金，這筆費用能幫家裡減輕不小負擔，我將

會運用它作為我學習的基金與部分生活費，好好充實自己、努力完成學業，

希望將來自己也有能力提供獎學金給努力不懈的莘莘學子，再次感謝您的

善良與大愛，祝福壽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