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RY+世界卡~公益捐款，資助偏鄉弱勢學童案件說明
捐款月份 案例編號： 基本資料：

案件說明：

106年1月 106-00145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 AXXXXX7512

106年1月 106-0006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7023

106年2月 106-01371

106年2月 106-01355

需補助金額明細

陳生等15人均為家境清寒學生，家中均為低收入戶，105學年度上
學期參加本校課後輔導學藝活動，無力繳交活動費用。懇請善心
教育生活費
人士捐款，讓孩子安心就學。
學生狀況：父母聽障人士，離婚，學生與母親及外祖父母同住，
家計依賴母親在家刺繡維持生計。導師簡評：如家長所述。
教育生活費、餐費
本校1-6年級陳00等8名清寒貧困學生，每位個案學生均為經濟弱
勢，父母親收入不穩定，致在校繳不出教育學習費，希望善心人
學雜費
士支援捐助教育經費，以利他們安心就學。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國民小學 / pXXXXX9928

個案屬於中低收入戶子女，父母離異，目前由母親照顧，家中有2
名子女在學，經濟困頓。
教育生活費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國民小學 / NXXXXX3701

該生為單親家庭，母親目前在鄉公所擔任臨時約聘清潔工，收入
微薄。該生尚有兩個妹妹在國中就讀，家中經濟拮據，開學後所
教育生活費
需講義教材費用懇請各界惠予協助。

106年2月 106-01335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 GXXXXX3296

106年2月 106-01221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 NXXXXX1226

父母離異，由祖父母照顧。祖父打零工維持家計，但又因要洗腎
，經濟堪虞。
教育生活費

106年2月 106-01205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 NXXXXX7719

個案為單親家庭，母親撐起家中重擔。母親目前又臨失業困境，
經濟入不敷出，一家三口需要外界給予協助。
學雜費

106年2月 106-01127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 NXXXXX6637

106年2月 106-01113

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 / PXXXXX6387

106年2月 106-01087

106年2月 106-01058

106年2月 106-00959

106年2月 106-00786

106年2月 106-00781

106年2月 106-00780

個案來自單親家庭，母親要撫養3個小孩，大姊為小學2年級、妹
妹就讀幼稚園。母親努力兼差好幾個工作，仍入不敷出。急需外
學雜費
界給予協助。
個案為外配單親家庭，母親罹患鼻咽癌，在家休養無法工作。目
前學雜費1124元需要外界協助。
學雜費
該生為中低收單親家庭，母親在外租屋獨力扶養，每月薪水除了
支付房租外，還有基本開銷要承擔，四個子女皆未成年，生活困
教育生活費
苦，亟需各界伸出援手相助。

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 OXXXXX2545

該生為單親家庭，媽媽糖尿病已二年了，常住院而且無法工作，
二哥領有殘障手冊就讀他校高三，家中經濟來源主要為外婆及大
學雜費
哥，學雜費請各界協助伸予援手。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 GXXXXX8513

該生單親，母親在餐廳打零工，收入不穩定，每個月薪資大約一
萬元左右，生活清寒。
教育生活費
該生天資聰穎，但體弱多病，需學校伸出援手。

新竹市北區舊社國民小學 / OXXXXX7652

來自單親家庭，由母親獨力撫養，兩人從桃園搬到彰化，目前寄
居在彰化朋友家中。母親雖然在工廠上班，但薪水微薄，且領有
中低收入戶證明。該個案放學後，家中無人照顧，所以亟需社會 教育生活費
上的善心人士提供資助，讓他可以上課後照顧班。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國民小學 / HXXXXX9850

個案為單親家庭，由父親獨自扶養，父親打零工維生，工作不穩
定，個案回家後時常要幫忙洗衣服、倒垃圾、打掃，生活十分獨
教育生活費
立。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國民小學 / NXXXXX3023

個案是單親家庭的學童，與妹妹的扶養監護權都歸屬父親，但父
親已另在外面再組家庭，且又生了兩名幼兒，父親的收入不多，
並沒有提供個案和妹妹的生活費。平常兄妹兩人的食衣住行都是
由爺爺奶奶負責的，爺爺奶奶收入不豐，且有房屋貸款，又要支
教育生活費
付兩個孫子的開銷，經濟吃緊。該學童回家因無人督促，所以常
常沒寫功課，盼社會上的善心人士能捐款資助，讓他能上課後照
顧班。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國民小學 / NXXXXX1300

106年2月 106-0027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2699

106年2月 106-0022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SXXXXX1386

106年2月 106-0018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2205

學生狀況：單親獨立扶養3子，薪水微薄。導師簡評：家境困難。
學生在校表現均優，認真負責、熱心服務，在校受到師生肯定。
教育生活費、餐費
課餘打工貼補家用，非常懂事。
學生狀況：單親家庭，經濟重擔由母親承擔。導師簡評：在校表
現極為優秀熱心公益，尊師重道，但家庭經濟壓力沉重。
教育生活費、餐費
學生狀況：父親為輕度肢障，以計程車為業，主要經濟是由母親
做小夜班。導師簡評：父母2人收入供應一家5口長輩及扶養2子開
學雜費、餐費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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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世界卡~公益捐款，資助偏鄉弱勢學童案件說明
捐款月份 案例編號： 基本資料：

106年3月 106-02327

106年3月 106-02126

106年3月 106-02120

案件說明：
需補助金額明細
賴同學來自南投縣,是中低收入戶,父親患有氣喘且高齡57歲謀生不
易,母親在家開小吃店,由於當地人口外流所以生意不佳,收入十分
拮据,家裡有一個哥哥讀高中,一個弟弟讀國中,都需要教育費用所
學雜費、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 MXXXXX5892 以經濟十分困窘,賴同學目前住校,導師王老師表示,賴同學家境清
教育生活費
寒,仍能樂觀進取,需要善心人士的幫助讓賴同學能繼續順利就學,
謝謝您!
古生父母離異，由父親一人撫養古生和妹妹，收入不穩定，有經
濟上的困難。家中經濟屬弱勢家庭，提出申請希冀以利就學。
學雜費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 / KXXXXX3396

古生家裡為低收入戶,父母離異，由父親一人撫養古生和姊姊，收
入不穩定，有經濟上的困難。希望幫古生申請學費減免，以及班
學雜費
級簿本費的補助。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 / KXXXXX5390

106年3月 106-02041

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 LXXXXX2287

106年3月 106-01998

臺中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 BXXXXX3786

106年3月 106-01913

106年3月 106-01889

106年3月 106-01778

106年4月 106-03341

106年4月 106-03312

106年4月 106-03243

莊同學來自低收入戶,且為身心障礙學生,父親工地打零工維生,每
月1萬5千元,且須養活一家6口,莊同學就讀高職,須要繳交較多註冊
費(午餐費,書籍費,課業輔導費等)由於家長真的無力負擔需要善心
教育生活費
人士幫助午餐費及交通費,導師陳老師表示莊同學家境實屬清寒,需
要善心人士的幫助讓他能繼續就學.
列冊低收入戶，又是單親家庭，母親從事美容工作收入微薄，需
付房租還有撫養兩名在學的孩子，處境艱難，亟需補助!
教育生活費
該生為莫拉克受災戶,在風災流失大部分茶園，現居於工寮，只能
以零工補貼家用，且該生父親因髖骨手術也無法從事粗重工作，
家中又有年老祖母及高哥哥，家庭收入左支右絀，實有困難，請 教育生活費
予補助。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 QXXXXX8636

李生本為清寒家庭，現與母親同住，並以母親半日清潔工作所賺
取之收入維持家計，但近日母親因車禍無法外出工作，家中亦無 學雜費、
其他長者可協助照顧母親，家中目前失去經濟來源。
教育生活費

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 OXXXXX0818

該生家住阿里山鄉，目前是住宿生，父母在山上從事務農的工作
，收入不固定，家中三名子女皆就讀本校，因同時負擔子女教育
費、住宿費等，開銷龐大，希望申請補助費用，減緩該生家中經 教育生活費
濟的壓力。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 QXXXXX4519

因父母離異，由母親獨自撫養小孩，母親工作不穩定，且工作時
間不固定，遭受經濟上的限制無法給予孩子更多的教育機會．
期盼藉由教育儲蓄戶的幫助，透過社會資源以促進孩子接受更多 教育生活費
照顧的機會．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學 / SXXXXX7946

小美為原住民生家中為列冊低收入戶，父母離異，父親臨時工收
入不穩定，母親患有憂鬱症，該生及小一弟弟目前由外婆照顧，
教育生活費
生活困苦亟待以補助 。

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 HXXXXX965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SXXXXX8832

106年4月 106-0324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SXXXXX3350

106年4月 106-032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TXXXXX4615

105學年度第2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父親自幼因病逝世，經
濟重擔全在母親，最近奶奶因病無法行走，需開刀治療，家境更
加沉重，尚須扶養2子就學，學生正找打工機會貼補家用。導師簡 餐費
評：家計依賴母親，經濟確實不好。
105學年度第2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收入不穩，2子在學，入
不敷出。導師簡評：原住民學生，家住山區，較為偏遠，父親過
餐費
世，經濟困難。
105學年度第2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單親，家計依賴母親，
扶養2子在學生。導師簡評：希望協助學生安心上學。
教育生活費、餐費
曉晴，單親家庭，去年五月母親身亡，讓原本單純家庭陷入無依
狀態。目前，孩子與隔壁親阿姨有照應，但阿姨自己有家庭需要
學雜費
照顧、自己成了阿姨新的責任與負擔。

106年4月 106-03033

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 / BXXXXX6742

106年4月 106-02980

學生家庭具低收入戶証明，本身為身障。家中僅父親工作，母親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 LXXXXX1540
健康狀況不佳，家中三名子女均在學。經濟壓力大。
餐費

106年4月 106-02889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 / HXXXXX3702

1.高小朋友為原住民族，家裡母親1人要獨力扶養3名小孩，家庭
經濟狀況困難。
2.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低年級課後班補助方面，有補助原住民、
家境清寒領有證明與身心障礙三類，但於補助學生人數每30名須
教育生活費
有1名由學校自籌經費(30名內自籌1名、60名內自籌2名，以此類
推)。
3.本次因高小朋友本校需自籌相關費用，因此提案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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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世界卡~公益捐款，資助偏鄉弱勢學童案件說明
捐款月份 案例編號： 基本資料：
106年4月 106-02677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LXXXXX2405

106年4月 106-02676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LXXXXX1846

106年4月 106-02675

106年4月 106-02673

106年4月 106-02672

106年5月 106-03751

案件說明：

需補助金額明細

阿蓁為身心障礙學童，母親是外籍配偶，學習能力較低弱，需要
課照協助學習，但無力繳交課後照顧費用，若承蒙補助，對該生
教育生活費
及其家庭助益良多。
小宓來自低收入戶，學習能力較弱，需要課照協助學習，但無力
繳交課後照顧費用，若承蒙補助，對該生及其家庭助益良多。
教育生活費
小蓉來自低收入戶，課業學習表現落後，需要課照協助學習，但
無力繳交課後照顧費用，若承蒙補助，對該生及其家庭助益良
教育生活費
多。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BXXXXX7162

小臻來自低收入戶，隔代教養，祖父年事已高，祖母行動不便，
需要課照協助學習，但無力繳交課後照顧費用，若承蒙補助，對
教育生活費
該生及其家庭助益良多。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LXXXXX8803

阿捷為身心障礙學童，定期接受輔導課程，需要課照協助學習，
但無力繳交課後照顧費用，若承蒙補助，對該生及其家庭助益良
教育生活費
多。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LXXXXX5591

田生個性乖巧懂事，在校內有申請資源回收室工讀生的工作賺取
微薄薪水貼補家用。因家庭僅父親有工作但不穩定，需支應三個 教育生活費、
小孩學習及教育相關生活費，請善心人士多多協助。
學雜費

國立龍潭高級中學 / FXXXXX7495

鄭生個性乖巧懂事，在校內有申請保健室工讀生的工作賺取微薄
薪水貼補家用。因父親父親受傷長期休養僅母親有工作，需支三
教育生活費、
個小孩學習及教育相關生活費、交通費即透支，請善心人士多多
學雜費
協助。

106年5月 106-03749

國立龍潭高級中學 / HXXXXX7078

106年5月 106-0374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 HXXXXX5750

小祥父母離異，跟著爸爸生活，父親在打零工，哥哥在工作，姊
姊和小祥均在就學，經濟狀況不佳，希望社會援助，讓小祥穩定 教育生活費、
就學。
學雜費

106年5月 106-0373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 HXXXXX0827

小陳家中經濟來源只有父親一人，但父親必須負擔爺爺、奶奶、
大伯及2位小孩的生活，爺爺目前中風，家中的經濟壓力沉重。希 教育生活費、
望社會援助，讓小陳穩定就學。
學雜費

106年5月 106-0373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 HXXXXX0827

106年6月 106-03979

106年6月 106-03262

106年6月 106-03260

106年6月 106-00278

106年6月 106-00274

106年6月 106-00267

106年6月 106-00266

小婷為單親家庭，單靠母親支撐家中經濟，家中有3名就學中的孩
子，家裡經濟壓力沉重，希望社會予以援助，讓小婷穩定就學。 學雜費
小恩患有罕見疾病，原發性肉鹼缺乏症代謝異常，身體極為虛弱
，平時已需氧氣機維持生命功能，目前肺部已有一半纖維化，肺
部容易積痰，為在學校學期階段能有更安全的照護，需購置一台
代收代辦費
電動拍痰機。因家庭為低收入戶，無力支應，所以需有其他善心
人來協助購置。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國民小學 / VXXXXX2769

105學年度第2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單親，臨時工無固定收
入，無房屋，暫居親友家。導師簡評：學生白天上班認真，已升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HXXXXX9898
教育生活費
為組長，經濟需協助。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TXXXXX478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TXXXXX062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1740

105學年度第2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父親過世，家計由母親
和哥哥津貼支出，扶養3子在學生，負擔沉重。導師簡評：學生語
言障礙，哥哥智能障礙，父親過世，全家寄居阿姨租屋處，母親 教育生活費
全聯工作扶養3子在學生。
105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需求。學生狀況：單親家庭，由母親獨立
扶養1子，但母親身體不好，經常需就醫，做清潔工收入有限，生
教育生活費、
活清寒。導師簡評：父親已逝，單親，依靠母親打零工維生，生
學雜費
活困苦，學生在校用功有禮，盼獲捐款助該生專心向學。

105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需求。學生狀況：父母皆為重度殘障人士
，家計依賴父親幫人按摩，但生意時有時無，為低收入戶。雖然
教育生活費、
殘障人士子女身分可獲政府學雜費全額減免，但午餐及其它就學
餐費
費用仍無著落，盼獲善款助其向學。

105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需求。低收家庭，一家4口，父母收入有限
，學生及其兄長租屋在外就學，生活開銷大。導師簡評：學生來 教育生活費、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BXXXXX5238
自低收家庭，盼獲餐費捐款助其向學。
餐費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2136

105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需求。學生狀況：母親是唯一經濟收入，
在水餃店工作還兼窗簾加工和端菜工作，才能維持家計。扶養2子
，弟就讀私立費用更高，經濟吃緊。導師簡評：母親身兼數職獨 教育生活費、
立扶養2子，家中經濟拮据，為低收家庭，盼獲補助減輕母親負 餐費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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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世界卡~公益捐款，資助偏鄉弱勢學童案件說明
捐款月份 案例編號： 基本資料：

106年6月 106-00250

106年6月 106-00249

106年6月 106-00234

106年7月 106-04276

案件說明：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EXXXXX734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SXXXXX8726

需補助金額明細

105學年度第1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單親家庭，由父親打零
工扶養3子，收入不穩定。導師簡評：父親一人當臨時工負擔全家
教育生活費、
經濟，薪水低且入不敷出，為核定之中低收入戶，盼獲捐款幫助
學雜費
學生就學。
105學年度第1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家計由母親承擔，兼2職
日夜工作，撫養2在學姊弟與身心障礙的奶奶。導師簡評：學生母
教育生活費、
親非常辛苦，已為加計盡最大努力，但收入仍有限，屬低收入戶
餐費
庭，盼獲捐款紓困助學。

105學年度第1學期待援案例。學生狀況：單親家庭，家長扶養2子
皆就學，房租等經濟負擔重。導師簡評：中低收入家庭，經濟負 教育生活費、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RXXXXX2489
擔沉重。盼獲學校午餐費及學用品補助。
餐費

臺南市立安順國民中學 / DXXXXX1219

本校李**等28人，其中20人家境弱勢，且又是本身身障或身障子
女，另8人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無力支付本學期暑
假課輔費，一年級3人，每人1280元，二年級11人，每人1860元， 教育生活費
三年級14人，每人1860元，合計共50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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