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學年度校外獎學金公告  

註：1、拿到公告後，請向同學們宣布並張貼於班級公佈欄。 

2、符合資格者，記清楚獎學金名稱，至訓育組玫吟領取申請書。 

3、超過申請期限即不再受理，請注意掌握時間，本獎學金公告將陸續發放。 

 名稱 申請類別及資格 申請文件及辦法 金額 申請期限

1 
行天宮急難
濟助 

1、『家庭急難濟助』：因急難變故

而導致生活發生困難者 

2、『學生急難濟助』：因家庭經濟

突逢變故而影響就學中之國

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之學生 

3、『醫療急難濟助』：因罹病必須

至醫院治療而醫療費用支應有

困難者 

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進

行申請，且同一項目於其變故發

生之六個月內以濟助一次為原

則。 

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 

※必備－ 

1、轉介申請書   

2、全戶戶口名簿或近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影本     

3、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   

  （無則免附） 

※選項－ 

1、子女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2、身障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3、重大事故證明資料：如疾病 

   診斷書、死亡診斷書、醫療 

   或喪葬費用收據影本、重大 

   災害證明…等。 

依實際狀

況發給 

只要家中

在六個月

以內，遭

逢緊急變

故以致生

活陷入困

境，檢附

相關證明

文件以及

申請書，

即可提出

申請 

2 

中華民國心
臟病兒童基
金會心臟病
童獎學金 

1、於該基金會合約醫院接受外

科手術或內科侵襲性心臟病

治療的學生 

2、前學年，操行及學業成績優

良，無任何學科不及格者 

3、合約醫院名單：共有二十八家

醫院，請至下列網址查詢

http://www.ccft.org.tw/in

dex01.htm 

1、申請書(請至訓育組領取) 

2、醫師診斷證明書 

3、學校正式成績單 

4、身份證或健保 IC 卡影本。 

5、自傳 

6、回函收件人姓名、聯絡電話及

地址 

 

4000 元 9/25 止 

3 

宜蘭縣政府
優秀學生獎
學金 

1. 設籍本縣之高中職校之學生

（不含夜校、補校已享受公費

待遇之學生) 

2. 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之學生

可提出證明者享有優先錄取

之待遇 

3. 學業平均成績、操性成績需八

十分以上  

僅開放網路分兩階段申請，以其

他方式申請者，不予受理，請同

學親至 

http://rff.ilc.edu.tw/prise/

first.htm 網址登錄申請 

（8/15~9/20） 

3000 元 9/20 止 



 名稱 申請類別及資格 申請文件及辦法 金額 申請期限

4 
大寮鄉優良
學生獎學金 

凡設籍本鄉國民中學以上之學童

或父母（監護人）其中一人連續

設籍本鄉滿四月以上具有左列情

形者，均得申請獎學金 

1、鄉公所列冊有案低收入戶，  

   子女學業成績達申請標準者

   應優先錄取 

2、學業成績，高中平均七十五分

   以上、高職平均八十分以 

3、操行成績在七十五以上者得

   提出申請 

1、寫申請書並附繳前學期成績

單正本 

2、戶籍謄本 

3、在學證明書（如學生證影

本）。 

1500 元 9/25 止 

5 

高雄縣補助
清寒優良獎
學金 

1、設籍本縣六個月以上 

2、市鄉鎮公所登記之低收入戶

其子女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

上，操行成績 75 分以上 

3、五、在校學業成績 80 分以

上、操性成績需 75 分以上 

4、已領他項獎學金者不得申請

5、凡學業成績有一科以上不及

格者不得申請 

【低收入戶有 27 個名額，一般

名額 53 名】 

1、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2、前學期成績證明 

3、學生證影印本或在學證明書 

4、身份證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 

  本 

5、低收入戶者須檢附低收入戶證 

  明 

2000 元 9/25 止 

特殊才藝獎學金： 

1、先天性顱顏患者 

2、文學、音樂、美術、語言、體

育或科技方面獲個人校際以

上比賽前三名 

5000 元 

優秀獎學金： 

1、 先天性顱顏患者 

2、 智育總成績 80 分以上 

5000 元 6 

財團法人羅
慧夫顱顏獎
助學金 

助學金： 

1、先天性顱顏患者 

2、家境清寒者，智育 60 分以上

1、本會申請書 

2、學校96學年度成績單（包括上、 

   下兩學期）正本或蓋有學校章戳 

   之成績單影本 

3、申請特殊才藝優秀獎學金者可免 

   繳學校成績單，但須附上得獎證 

   明 

4、全戶戶籍謄本影本（曾獲本獎學 

   金者可免繳） 

5、醫師開立之診斷證明書（曾獲本 

   獎學金者可免繳） 

6、申請助學金者須提供全戶綜合所

得歸戶清單及財產歸戶清單 

7、自傳乙篇（含生涯規劃），一千 

   字以上，以稿紙書寫或電腦打 

   字。 

(1)自傳：初次申請者提供，請說

明 

   顱顏缺陷的部位、家庭概況及 

   成長過程 

 (2)感想：曾領獎一次以上者提 

   供，請敘述就學狀況、參加此活 

   動及得獎感想 

4000 元 

9/15 止 



 名稱 申請類別及資格 申請文件及辦法 金額 申請期限

7 
財團法人星
隆獎學金 

1、機械科學生 

2、全年智育成績 80 分以上為正

取，78 分以上為備取 

3、德育成績 80 分以上，體育 75

分以上（殘障者體育成績不在

此限） 

1、申請書乙份(請至訓育組領

取) 

2、96 年度學期成績單影印本、

在學證明書 

3、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

印本乙份 

2500 元 

10/25 止

本校 5 個

名額 

8 
財團法人賑
災基金會 

重大天然災害災區受災家庭子女

1、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係
為天然災害災區受災家庭證
明乙份。 

2、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
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但
家境清寒貧苦者得由學校開
具證明。 

3、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4、在學證明乙份。 
5、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乙份。 
6、相關證明文件（其他足資證明

確實就學困難之文件）。 
7、印領清冊 

8、申請辦法及申請單亦可上網至

http://www.rel.org.tw/下載 

9、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10000 元 10/5 止 

9 
財團法人連
德工商發展
基金會 

經學校保送或考試錄取國立大學

（一般大學以及技術學院）工商

學系日間部(四年制)並取得入學

證明者，其高中、職學業成績及

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1、前一學期在學成績單、操行證

明及學習心得報名 

2、在學證明 

3、從事社會公益服務工作時數

24 小時並取得志願工作單位

證明 

4、受獎同學應參加每學期舉辦

之座談會及聯誼會，並親自領

取獎學金，未能到場者應事先

聯繫並於事後擇期 

5、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15,000 元 9/30 止 

10 
財團法人東
光教育獎助
金基金會 

1、領有殘障手冊之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 

3、操行成績甲等 

4、未領任何獎學金者 

1、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2、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3、前學期成績單 
4、傷殘手冊影印本(正反面)或公

立醫院傷殘證明乙份 

8000 元 9/25 止 

http://www.rel.org.tw/


 名稱 申請類別及資格 申請文件及辦法 金額 申請期限

11 
財團法人台
北市李連來
公益基金會 

經學校保送或考試錄取國立大

學（一般大學以及技術學院）工

商學系日間部(四年制)並取得入

學證明者，其高中、職學業成績

及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1、前一學期在學成績單、操行證

明及學習心得報名 

2、在學證明 

3、為培養同學回饋社會之心，領

取獎學金同學每學期應從事

社會公益服務工作時數 24 小

時並取得志願工作單位證明 

4、受獎同學應參加每學期舉辦

之座談會及聯誼會，並親自領

取獎學金，未能到場者應事先

聯繫並於事後擇期 

5、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6、本項助學金與財團法人連德

工商發展基金會獎學金，請擇

一申請 

15,000 元 9/30 止 

12 
基隆市清寒
獎學金 

1、設籍本市六個月以上現，家境

清寒符合本條甲、乙各款之標

準且未享有公費待遇亦未領

其他獎學金者均可申請 

2、甲：成績標準 

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操行成績甲等（八十分以

上）。體育總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 

各科成績必須在六十五分以

上 

3、乙：家境清寒標準 

經里辦公處證明家境清寒或

列為貧戶經區公所證明者 

1、填繳獎學金申請表一份。 

2、繳送前學年成績證明書（正本） 

3、繳送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4、里辦公處清寒證明書 

5、未享有公費待遇及未得其他 

獎學金證明書，由校長在在 

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書 

上加註並蓋章證明即可 

 

3000 元 9/30 止 

13 

古嚴普濟會清

寒優秀學生獎

學金 

1、設籍高雄縣市之學生 

2、因家庭變故或經政府列冊低

收入戶之子女 

3、前學期學業成績 85 分以上，

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 

1、 前學期成績證明書乙份 

2、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乙份，因

家庭急難變故個案，須付清

寒證明文件乙份 

3、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乙份

(或在學證明書) 

4、 戶口名簿影印本乙份 

5、 參與公益活動時數證明 

5000 元 9/10 止



 名稱 申請類別及資格 申請文件及辦法 金額 申請期限

14 富邦原住民 

1、國內經政府立案的公私立高

中、高職、大專院校原住民學

子 

2、家境清寒需助學者 

3、資賦優異或具特殊才能者 

4、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 

 

1、申請表格乙份 (分高中、高

職、大專三組) 

2、自傳乙份 

3、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乙份(須蓋

有註冊章) 

4、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乙份 

5、教師推薦信乙份 

6、前一學年上、下學期成績單

（需蓋學校證明印鑑）如高一

新生須附國三成績 

7、資賦優異證明：（無則免附）

如有特殊才能則請附上鑑定

證明、比賽得獎證明、 專業

人士推薦證明、學校資優證明 

8、其他相關證明：如清寒證明、

參與社團活動、社區服務、部

落服務等証明，或擁有富邦青

少 年 發 聲 網 

(www.youngvoice.com.tw)線

上會員資格等 

10000 元 10/5 止 

15 
張榮發基金
會清寒學生
助學金 

1、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如

父母親或負擔家計者因病

重、或家庭遭受重大天然災害

等情形，致無力繼續就學者

2、就讀公私立高中職（不包括夜

間部、建教生、研究生） 

3、前學期成績總平均 85 分以上

（新生之成績標準，前畢業學

校最後一學期成績） 

4、德行成績需無曠課紀錄及記

過處分者，且日常生活綜合表

現或服務學習等有特殊表現

獲具體事蹟者，得出具學校蓋

章之相關證明文件 

1、申請表（一式正反面） 

2、全戶戶籍謄本影本 

3、清寒證明正本及全戶申報所

得稅證明 

4、家中成員罹患重大疾病者，請

檢附公私立醫院之診斷證明 

5、前學期成績單正本 

6、日常生活綜合表現之證明文

件 

7、本學期註冊費用單據正本（若

影本需學校蓋章） 

5000 元 10/5 止 

16 
財團法人台
北行天宮助
學金 

國內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學校學

生，因家境清寒或家庭變故者 

1、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需蓋

有學期註冊章） 

2、進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 

3、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 

4、災難、變故或重症證明：如身

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死

亡證明、醫療診斷書、服刑或

重大災害證明 

【上述 3、4 項得依實際狀況

提供】 

 9/25 止 



17 
台中縣清寒
優秀學生獎
學金 

1、申請人或家長設籍台中縣六

個月以上 

2、鄉鎮市公所列冊之低收入戶

3、總平均 80 分以上 

1、申請書：須經就讀學校初審資

格無誤 

2、低收入戶證明：各鄉鎮市公所

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 

3、前學期成績 

4、在學證明：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或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 

5、未請領其他政府獎學金證明 

  

18 
紅心向日葵
獎助學金 

1、父母親在監服刑（含羈押被

告） 

2、獎助學金申請可分為 

（1） 品學兼優獎學金 

（2） 特殊才藝獎學金 

3、申請表正本一份（需貼兩吋脫

帽近照乙張） 

4、學生證影本正反面（或在學證

明） 

5、申請人父母九十八年度在監

（所）服刑（羈押）證明文件

影本乙份（必須 98 年 12 月

31 日仍在監服刑者） 

6、可證明申請人與子女親屬關

係之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正

本、戶口名簿影本或子女身分

證影本） 

7、自傳（600 至 1000 字以內） 

8、師長推薦函（親友、長輩亦可） 

9、感謝文（通過獎學金複審獲獎

者，需付 500 字感謝文，文中

應提及贊助單位及協辦單位） 

  

19 
南方文慈基
金會獎助學
金 

1、設籍高雄縣六個月以上，未領

取公費或其他獎學金 

2、家庭經濟困頓，致有無力註

冊，或有學業中斷之虞 

3、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 

1、申請表 

2、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在學證明 

4、前一學期成績單 

3000 元 10/5 止 

20 
鳳信有限公
司獎學金 

1、設籍高雄縣，為鳳信電視有效

戶 

2、具有低收入戶資格（非必要條

件）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每一用戶/地址以申請一件為

限】 

1、用戶身分證影本 

2、申請學生身分証或戶口名簿

影本 

3、成績單正本或影本（需加蓋學

校章） 

4、獎學金申請單 

5、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文件（非必要） 

 

2000 元 9/23 止 

21 
高雄縣原住
民獎學金 

1、設籍高雄縣，具原住民身分

2、智育、德育成績 70 分以上 

1、申請書（照片乙張） 

2、學年成績單 

3、足以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戶籍

謄本或戶口名簿乙份 

4、郵局存簿封面影本切結書 

3000 元 10/11 止



22 
百名癲癇之
友獎助學金 

1、患有癲癇之朋友，家境清寒，

規律接受治療，且經醫師出具

診斷證明書者 

2、前一年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

以上 

3、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 

4、出具家境清寒證明文件 

5、未領有軍公教子女教育補助

者 

1、獎助學金申請表（請導師務必

填寫推薦內容，並簽名，否則

恕不受理） 

2、在學證明 

3、成績單（若用影本，須加蓋教

務處章） 

4、癲癇日誌：包括發作型態、次

數、腦波檢查結果、抽血血中

濃度數據、發作日期、服藥狀

況之紀錄等資料 

5、就醫紀錄證明：醫師證明表 

6、申請時請檢附各地病友團體

推薦函，或參加地方社團活動

證明（可加分） 

7、申請學聲自傳表（特教班學生

可由家長或導師代筆） 

8、申請表最下方的申請人必須

由學生本人或家長簽名 

【除第六項資料外，缺一不可】 

3000 元 10/25 止

特殊才藝

優秀獎學

金 

凡特殊才藝（文學、音

樂、美術、語言、體育、

科技）獲個人校際以上

比賽前三名（不包括校

內舉辦之比賽） 

4500 元 

優秀獎學

金 

高中職智育成績分以

上 
4500 元 

升學獎學

金 

高中職考入公私立大

學者 
6500 元 

助學金 
高中職智育成績 80 分

以上 

1、申請書 

2、成績單正本（影本需加蓋學校

戳章） 

3、自傳（初次申請者），六百字

以上，請用稿紙書寫或電腦打

字，說明受傷經過、受傷部

位、家庭概況及求學經驗 

4、損傷證明文件（足以證明損傷

事實之全身照或醫師診斷證

明書，嚴重外傷需附照片） 

5、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6、申請特殊才藝者，免繳學校成

績單，但須附上得獎證明影本 

7、申請升學獎學金者，需於入學

該學期提出申請，申請時免繳

成績單，但須於入學註冊後附

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書 

 

3500 元 

9/25 止 

23 
陽光社會福
利基金會獎
學金 

備註： 

1、申請者需具備中華民國之國籍，且為『顏面損傷或重大燒傷』之學生 

2、顏面損傷指唇額裂、顱顏畸形（含小耳症）、腫瘤病變（含血管瘤）、灼燙傷、嚴重

外傷、美容後遺症及皮膚病變（含魚鱗癬症、胎記、太田母斑）導致顏面損傷者，

其頭、頸、臉部需有明顯可見之損傷或疤痕者 

3、 



      

立賢基金會
清寒獎助學
金 

1、 前學期智育成績在班上排名

10％者 

2、 在某領域（文學、音樂、藝

術、語言、體育、科技等或

其他）展現高度潛能與興

趣，經由校方或老師發掘並

推薦者 

3、 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變，仍

於逆境中展現美好品德者，

可經由校方或老師推薦申請

此項獎學金 

3000 元 

24 

立賢基金會
莫拉克風災
助學金 

家中受到莫拉克颱風影響，以致

經濟需要援助的高中職學子 

認定標準： 

1、班級導師認定及推薦者 

2、地方主管機關出具受災證明

【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1、申請書 

2、自傳（簡述家庭情況、個人興

趣、志向及家中受災狀況，或

任何你想讓基金會了解關於

你的事情，字數不限，無須制

式） 

3、老師推薦函 

4、前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免

附） 

5、學生證影本 

6、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家

長失業證明（無則免附） 

7、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0000 元

9/23 止 

25 
台北縣原住
民獎學金 

1、設籍台北縣 4個月以上 

2、具有原住民身分 

3、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學業成

績 70 分以上 

1、申請書、學生證影本 

2、前一學期成績單 

3、公所之低收入戶證明 

8000 元 9/25 止 

26 
雲林縣清寒
優秀獎學金 

1、設籍雲林縣六個月以上 

2、家境清寒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體育成

績 70 分以上 

1、申請書、戶籍謄本 

2、清寒證明（低收入戶證明或導

師、訓導主任出具清寒證明） 

3、學期成績單（應說明未有公

費） 

4、在學證明 

1000 元 9/28 止 

27 
嘉義市清寒
優秀獎學金 

1、設籍嘉義市六個月以上 

2、家境清寒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操行成

績 80 分以上，體育成績 75

分以上 

1、申請書 

2、戶籍謄本 

3、清寒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 

4、前一學期成績單 

5、在學證明 

6、未請領任何其他政府獎學金

證明 

3000 元 10/28 止

28 
澎湖縣清寒
優秀獎學金 

1、設籍澎湖縣六個月以上 

2、具低收入戶資格 

3、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1、申請書 

2、低收入戶證明 

3、戶籍謄本 

4、前一學期成績單 

5、在學證明 

6、未請領任何其他政府獎學金

證明 

2200 元 10/11 止

29 
臺中市清寒
優秀獎學金 

1、設籍台中縣六個月以上 

2、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3、家境清寒（以具有低收入戶資

格者優先考量） 

1、申請書 

2、戶籍謄本 

3、低收入戶證明 

4、前一學期成績單 

1800 元 10/11 止



4、 5、在學證明 

6、未請領任何其他政府獎學金

證明 

30 
漁村優秀原
住民學生獎
學金 

1、居住漁村，且父母中有 1人具

有漁會甲類會員資格 

2、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學業成

績 75 分以上 

1、申請表一份、前學年成績單 

2、足證明具原住民身分註記之

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父母中有一人具有漁會甲類

會員資格之證明一份 

4、自傳 600 字一份 

5、曾參與漁村社區服務或是獲

得優良事蹟之相關證明資料

（本項為評分項目之一，請盡

量提供） 

5000 元 10/25 止

31 正泰獎學金 

1、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

等學校綜合職能科之在校學

生 

2、曾修習金屬材料、熱處理等相

關專業知識，學業成績與操行

成績優異者 

3、或有意投入金屬材料、熱處理

等相關工程領域者 

4、獲得獎助後，將要申請加入

「台灣金屬處理學會」成為會

員，參與學會的各項活動 

5、申請學生須檢附保證書 

6、具清寒身分者，請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1、申請書 

2、保證書 

3、已完成學年之全部成績單 

4、自傳（內含對「特殊鋼之認識」

文一篇，約 500 字）一份 

20000 元 9/28 止 

32 

原民會辦理
莫拉克風災
原住民災害
助學金 

凡設籍或居住於莫拉克風災災區，因風災導致父母死亡、自有住

宅全倒（或半倒），或經認定為家庭生活困難之受災原住民學生 

1、父母死亡者 

（1） 申請人戶口名簿或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 

（2） 死亡證明書           （3）學生證影本 

（4）申請書乙份            （5）領款收據 

（6）申請學生之郵局或金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父母雙亡

30000 元

父母一方

死亡

15000 元

11/20 止

1



 

2、自有住宅全倒或半倒者 

（1） 申請人戶口名簿或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 

（2） 鄉鎮市公所開具之房屋損毀證明正本及影本一份（初審

機關檢驗後，於影本蓋「與正本相符之戳章，正本發還

申請人」） 

（3） 房屋所有權狀、房屋稅籍證明、或原有建物水費、電費

收據、戶籍證明等任一項證明文件影本 

（4） 學生證影本 

（5） 申請書一份 

（6） 領款收據 

（7） 申請學生之郵局或金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15000 元

  

3、家庭生活困難之受災戶原住民學生  

（1） 申請人戶口名簿或近三個月之戶籍謄本 

（2） 學生證影本 

（3） 申請書一份 

（4） 村里長開具之家庭生活困難受災戶證明 

（5） 領款收據 

（6） 申請學生之郵局或金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3000 元 

 

33 

TVBS 補助 88
水災受災高
中職學生助
學金 

補助範圍 

1、因 88 水災，父、母或監護人

一方死亡、失蹤或重傷 

2、自有房屋倒塌或不堪居住 

3、經學校認定受災嚴重，學生生

活確有困難者 

1、申請表 

2、戶籍謄本 

3、受災證明 

4、學生證 

12000 元  

34 
台北市教育
局清寒學生
午餐補助 

1. 設籍台北市，領有「台北市低

收入戶卡」 

2. 或家庭突遭變故始經濟陷入

困境，致無法順利就學 

1. 申請表 

2. 收據 
4500 元 10/10 止

35 
新竹市清寒
優秀獎學金 

1. 設籍新竹市六個月以上 

2. 德智體育成績 80 分以上，無

不及格科目 

3.  

1. 申請書 

2. 成績單 

3. 清寒證明 

4. 學生證 

1000 元 10/25 止



36 
新竹縣清寒
優秀獎學金 

1. 居住新竹縣六個月以上 

2. 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3. 德行成績 80 分以上 

4. 體育成績 80 分以上 

5. 無不及格科目 

6. 未享有公費之清寒優秀學生

1. 申請書 

2. 成績證明書 

3. 清寒證明 

4. 學生證 

1000 元 10/10 止

37 
嘉義縣清寒
優秀獎學金 

1. 設籍嘉義縣六個月以上 

2.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3. 操行成績 80 分以上 

4. 體育成績 70 以上 

5. 未享有公費之清寒優秀學生

1. 申請書 

2. 成績單 

3. 低收入戶者檢附證明 

4. 學生證 

1000 元 10/10 止

資格對象 補助標準 

受扶助家庭或受災

居民 

1. 第一級：住家淹水，家具輕微

毀損，一、二天整理後便考恢

復正常，補助金額依萬完以內

2. 第二級：住家淹水，家具嚴重

損毀，短期內無法恢復正常生

活，補助金額一至二萬 

3. 非本會扶助家庭申請急難救

助，依照本會依般急難救助申

請程序辦理 

喪葬補助（需為家

扶家庭） 

罹難者每名補助 30000 元，若全家

罹難則不予金錢補助，但協助其喪

葬事宜之處理 

短期經濟扶助（一

般受災家庭） 

1. 家中有 18 歲以下之兒童，雙親

健在，但受風災影響，無法正

常工作，可成為短期扶助家庭

2. 家中有 18 歲以下之兒童，家中

主要負擔家計者因風災罹難或

致殘，中心將予以開案扶助，

則依照本會一般扶助家庭辦

理，若不符資格者，則可納入

短期扶助家庭 

 

38 家扶基金會
88 水災災區
重建協助計
畫 

因 88 風災，致有下列情形者 

1. 受災房屋毀損 

2. 遷村無法居住 

3. 父母罹難或受重傷 

4. 短期無經濟收入 

受災學童扶助金 

（案童及一般學童

均可） 

高中職每學期每名 10000 元 



房屋租屋津貼（受

扶家庭及受災居

民） 

1. 家中有 18 歲以下兒童，因房子

受損，短期無法居住 

2. 最高補助每戶每月 5000 元，補

助以一年為限 

39 

財團法人行

天宮急難濟

助 

1.『家庭急難濟助』：因急難變故

而導致生活發生困難者 

2.『學生急難濟助』：因家庭經濟

突逢變故而影響就學中之國

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之學生 

3.『醫療急難濟助』：因罹病必須

至醫院治療而醫療費用支應有

困難者 

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六個月內

申請，且同一項目於其變故發

生之六個月內以濟助一次為原

則。 

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 

※必備－ 

1.轉介申請書   

2.全戶戶口名簿或近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影本     

3.低收入戶證明或清寒證明   

  （無則免附） 

※選項－ 

1.子女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 

2.身障手冊或重大傷病卡 

3.重大事故證明資料 

依實際狀況

發給 

只要家中

在六個月

以內，遭

逢緊急變

故以致生

活陷入困

境，檢附

相關證明

文件以及

申請書，

即可提出

申請 

40 

財 團 法 人
台 北 行 天
宮助學金 

國內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學校學

生，因家境清寒或家庭變故者 

1.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需

蓋有學期註冊章） 

2. 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 

3. 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 

4. 災難、變故或重症證明：如

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

卡、死亡證明、醫療診斷

書、服刑或重大災害證明 

【上述 3、4 項得依實際狀

況提供】 

8000 元 3/8 前 

41 

財團法人
賑災基金

會助學金 

1. 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災區受災

家庭【指申請日期起算前三

年災害發生時，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鄉(鎮、市)業

經成立災害應變中心為認定

標準】 

2. 前一學期成績及格 

3. 未享有公費待遇、未領軍公

教子女教育補助費 

【建教班學生不得申請】 

1. 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係

為天然災害災區受災家庭

證明乙份。 

2. 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

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

但家境清寒貧苦者得由學

校開具證明。 

3. 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4. 在學證明乙份 

5. 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乙份 

6. 相關證明文件(其他足資證

明確實就學困難之文件) 

7. 切結書 

10000 元 3/8 前 



42 

家 扶 中 心
「 莫 拉 克
風 災 學 童
助學金」 

1. 受災房屋損毀 

2. 遷村無法居住 

3. 父母罹難或受重傷 

4. 短期無經濟收入 

1. 申請表(必備) 

2. 受災證明(必備) 

3.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必備) 

4. 學生證影本(必備) 

5. 重建或修繕估價單付款單

據 

選備之證明文件： 

死亡、醫師診斷、助學貸款、

中低收入戶、失業、村里長證

明、風災水災之後農田流失證

明、農畜牧受災證明 

10000 元 3/18 前 

43 

東 光 教 育
獎 助 金 基
金會 

1.領有殘障手冊之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 

3.操行成績甲等 

4.未領任何獎學金者 

1.申請表(請至訓育組領取) 

2.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3.前學期成績單 
4.傷殘手冊影印本(正反面)或

公立醫院傷殘證明乙份 

8000 元 3/25 前 

44 

大 寮 鄉 優
良 學 生 獎
學金 

凡設籍本鄉滿四月以上具有左列

情形者，均得申請獎學金 

1、鄉公所列冊有案低收入戶，  

2、學業成績，高中平均七十五分

以上、高職平均八十分以 

3、操行成績在七十五以上者得

   提出申請。 

4、寫申請書並附繳前學期成

績單正本 

5、戶籍謄本 

6、在學證明書（如學生證影

本）。 

1500 元 3/2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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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縣 補
助 清 寒 優
良學生 

清寒獎學金 

1. 設籍高雄縣 6個月以上 

2. 市鄉鎮公所登記之低收入 

3. 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4. 操行成績 75 分以上 

5. 未領取他項獎學金 

優良獎學金 

2. 設籍高雄縣 6個月以上 

3. 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4. 操行成績 75 分以上 

【一年級請註明如德行評量】 

5. 未領取他項獎學金 

  【學業成績有一科不及格者 

    不得申請】 

1. 前學期成績單【需正本，影

本要加蓋學校印信】 

2. 戶口名簿影本 

3. 學生證影本 

4. 低收入戶者需檢附低收入

戶證明【需正本，影本要加

原單位印信】 

 

 

2000 元 3/2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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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清
寒 優 秀 獎
學金 

1. 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操

行成績 80 分以上 

2. 具滴收入戶資格，或領有學校

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但以低

收入戶為優先核發對象 

1. 申請書 

2. 戶口名簿影本 

3. 低收入戶證明 

4. 學生證影本 

5. 前一學期成績單 

2000 元 3/25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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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提 文 教
基 金 會 清
寒 子 女 助
學金 

3. 每學期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4. 操行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5. 未領取任何助學金者。 

6. 家庭經濟有困難，需要協主

者，經老師查證屬實。 

1. 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須加

蓋校印或學校戳記) 

2. 學生證影本及在學證明書 

3. 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 

4. 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

本 

5000 元 4/15 前 

48 

財團法人台

北關渡宮八

八水災助學

專案 

1. 八八水災受災戶 

2. 檢具政府單位證明文件 

3. 同戶以一人申請為限 

備妥下列資料，依序號順序排

列後，訂書機裝訂於左上角 

1. 申請表乙份 

2. 98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生証

正反面影本乙份(正反面請

印在 A4 紙同一張，不需裁

剪，並力求清晰) 

3. 本人之戶口名簿正反面影

本乙份(請縮小影印，正反

面在同一張紙上) 

4. 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出

具之災害證明文件 

5000 元 

財 團 法

人 台 北

關 渡 宮

八 八 水

災 助 學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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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揚實業股

份公司「勁梅

獎」、「勁梅校

長獎」 

1. 持有鄉鎮區公所出具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者 

2. 家庭突遭變故，生活陷於困難

者，經學校導師出具證明，並

檢附事件說明者 

3. 家境清寒致有無力完成註冊

或有中輟之虞，經學校導師出

具證明者 

4. 家長非自願性失業，經濟頓失

依靠，經導師出具證明，並檢

附事件說明者 

1. 申請表 

2. 成績單 

3. 學生證或學生在學證明 

4. 戶口名簿影本 

5. 各項申請文件請依照：低收

入戶、家庭突遭變故、其他

清寒或災變證明文件之順

序裝訂 

2500 元 

巍 揚 實

業 股 份

公司「勁

梅獎」、

「 勁 梅

校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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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芳瑾社會

福利慈善基

金會寬心助

學計畫 

1. 負擔家庭主要經濟者，因死

亡、罹患重大傷病、失蹤、

入獄服刑、非預期失業或其

他意外，致家庭經濟陷入困

境者 

2. 因經濟弱勢、隔代教養、單

親家庭或遭受家庭暴力，使

學生或家庭成員生活產生危

機者 

3. 具有學習熱忱經導師推薦之

學生，並符合上述情形 

1. 申請表格一份 

2. 生活記事一份（須由學生親

手填寫） 

3. 全戶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4. 成績單，操行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或經校方肯定為優

良者始受理申請 

5. 學生家庭所有人所得清單

及財產歸屬清單（國稅局申

請） 

6.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影本(如無則免) 

7. 各項檢定證明、比賽得獎證

3000 元

~5000 元 

林芳瑾

社會福

利慈善

基金會

寬心助

學計畫 



明、專業人士推薦證明、校

方資優證明(如無則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