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順位

案例編號

基本資料

1

109-01942

宜蘭縣立員山國民中學
SXXXXX0227

2

109-02355

臺南市立海佃國民中學
人數:共131人

本校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學區十二里住宅密集，人口眾多，舊部落僅有溪頂寮，餘均為外移人群組
成之新部落。地域上雖屬臺南市區，但因外來人口眾多，組成份子複雜，許多家庭屬於低收、中低
收、單親、外配子女或隔代教養，加上部分家長從事低薪勞力工作，入不敷出，經濟況狀不佳。也
因為家長忙於生計，導致疏於管教。對這些家庭的孩子來說，學校教育幾乎成為他們僅有的教育學 課後輔導費
習提供者，為了提升學生的教育、文化水準，降低家庭功能不足造成的影響，學校積極開設課後輔
導課程，加深加廣學生的教育學習。這學期經濟弱勢需協助的學生共131人，希望各界能給予協助，
讓學生的教育歷程更加順遂。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人數:共7人

1.郭生是台南市南區清寒家庭，原本由母親獨力扶養，後來改嫁，然繼父亦無能力負擔郭生學習相
關費用，且母親因個人因素，工作受限，近期因家庭迎來新成員，使得支出增加，期盼各界善心人
士能予以協助。
2.楊生是台南市下營區清寒家庭，父親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工作，兄、姊雖有工作，其收入卻無
法協助分攤家庭經濟，全靠母親每月約萬餘元的收入，供給三人生活所需，生活極為拮据，期盼各
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
3.謝生是台南市學甲區單親清寒家庭，謝生由父親獨力扶養，父親擔任保全工作，收入十分微薄，
且家中亦有年邁的祖父、母需要扶養，期盼各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減輕謝生家庭負擔。
4.王生是嘉義縣義竹鄉清寒家庭，父母分居，由父親獨力扶養，父親職業為司機，收入微薄，期盼
各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
5.黃生是嘉義縣布袋鎮清寒家庭，父、母親近期失業，暫時擔任臨時工，維持家庭生活所需，且尚
有一位弟弟就讀國中，期盼各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
6.陳生是台南市麻豆區單親清寒家庭，與外公外婆同住，由母親獨力扶養，一家四口，且住宅是向
當地人承租，需繳納租金，經濟十分拮据，期盼各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
7.馮生是台南是下營區清寒家庭，父親因工作意外，以致殘障，目前尚無穩定之工作，母親為作業
員，全家經濟負擔僅靠母親之收入，除須負擔兄妹三人求學所需外，馮父之復健費用亦是一筆額外
的支出，期盼各界善心人士能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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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953

4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9-00883
IXXXXX1929

5

109-00858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RXXXXX9628

6

109-00867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RXXXXX0633

7

109-00861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RXXXXX8893

8

109-00860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RXXXXX0580

9

109-00865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DXXXXX6773

10

109-01309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CXXXXX7562

11

109-01262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CXXXXX3412

12

109-01293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TXXXXX2312

13

109-01243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CXXXXX6288

14

109-02029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2765

15

109-02034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4645

16

109-01978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3405

17

109-02037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FXXXXX2857

18

109-02070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8455

19

109-02068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HXXXXX0759

20

109-02063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4173

21

109-02061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4666

22

109-02064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5653

23

109-02269

24
25

案件說明
需補助金額明細
該生的父母離異，育有四名子女，但該生的爸爸一直都有債務上的問題，所以從小常常搬家躲債，
且爸爸日前因工作上的問題，被抓進去牢獄關。
媽媽不希望孩子們繼續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生活，所以帶著孩子們從宜蘭回高雄外婆家住，外婆年事 餐費
已高也需要人照顧,媽媽的早餐店的工作是時薪又不穩定，哥哥目前高三輟學打工中，姐姐也是半工
半讀，但仍然入不敷出，期盼能夠透過補助，幫助該生順利安心就學。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LXXXXX9792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109-02234
LXXXXX5020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109-02225
NXXXXX1526

該生為嘉義市中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父母離異，母親擔任營造業雜工收入不穩定並獨力輔養三名小
孩，大姐就讀大學、妹妹就讀國中，實經濟困頓，無力負擔小該生學費，該生認真乖巧，目前擔任
學校教務處工讀生協助負擔學費，懇請善心人士伸出援手協助小樺完成學業。
該生為白河區中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學生，父母離異，父親擔任貨車卸貨員，工作不穩定，且因個人
債務需每月扣薪償還，收入微薄，並要負擔該生祖母、該生與其就讀國小弟弟，一家四口生活醫療
費用，經濟困頓，該生也努力打工協助家計，一家四口目前借住親友家中，需善心人士協助該生就
學費用。
該生為後壁區單親低收入戶家庭學生，父親因腿傷行動不便，於菜市場豬肉攤幫忙，收入微薄，每
月僅2萬餘元，且祖母行動不便，阿伯罹患癌症無業，均需人照顧，一家五口經濟困頓，需善心人士
協助。
該生為東山區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母親體弱多病，無法工作，父親擔任鋁業工廠雜工，每月2萬餘
元收入，需負擔房租、該生母親醫療費用、該生與其姊姊就學費用，一家五口經濟困頓，該生懂事
聽話，在校表現良好，擔任排球隊員，屢獲佳績，需善心人士協助該生完成學業。
該生出身白河區低收入戶單親家庭，父親擔任臨時鐵工維生，收入微薄，工作不穩定，一家三口租
屋費用需每月6,000元，該生目前於七里香烤雞打工，協助負擔家計與國中妹妹生活就學費用，經濟
困頓，需善心人士協助。
該生為台南市單親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一家四口含叔叔，借助親友家中，父親擔任鋼鐵公司雜工
，收入微薄，需負擔該生與其哥哥就讀高中就學與生活費用，經濟困頓，該生懂事乖巧，目前擔任
學校棒球隊成員，表現優異，惟因棒球集訓，無法外出打工協助家計，懇請善心人士協助小毅完成
學業。
該生父親長年因失智(目前在療養院)，母親為越南籍外配，母親獨自一人撫養該生跟弟弟2人，雖然
有工作但收入微薄，但無法應付父親的醫療費跟孩子的學習費用。該生與弟弟兩人，在求學過程中
認真、乖巧又懂事，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讓孩子能專心致力於課業上，順利完成學業。
該生家中經濟較不寬裕，僅靠母親微薄薪資維持家計、支付房貸及該生與弟弟2人學費，生活開銷甚
大入不敷出，經濟陷入困境。
該生在求學過程中認真、乖巧又懂事，目前正值升學衝刺階段，期盼能夠透過補助，讓孩子能專心
致力於課業上，順利完成學業並考上理想的大學。
該生父母離異，家中四名小孩監護權為母親，目前母親從事教會輔導員一職，經濟狀況偶而由父親
支付。該生在求學過程中認真、乖巧又懂事，常參加校內外設計比賽來充實自己的專業，也於課餘
時間協助照顧弟妹，期盼能夠透過補助，讓孩子能專心致力於課業上，順利完成學業。
該生為單親家庭，母親獨自一人撫養該生跟一個弟弟，母親本身因有氣喘及肺氣腫，無法從事較勞
動之工作，收入微薄，該生弟弟年幼又是遲緩兒，需定期就醫，因此家庭負擔沉重，維持基本生活
十分吃力。該生在求學過程中認真、乖巧又懂事，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讓孩子能專心致力
於課業上，順利完成學業。
該生和外婆住在一起，原本外婆有工作可以補貼一些家用，但現在沒有。父母親的工作也不穩定、
每月大約1萬多的收入，家裡除了他以外還有弟、妹要唸書，所以家人除了要繳家庭需要用品之外還
要繳孩子們的學費，該生是唸服裝設計學程，所以不定時要買一些材料及布，這些都需要花費，有
時會用其他學生用不完的布。在餐費上不一定每天都有錢買飯吃，期盼外界予以幫助，幫助孩子的
安心就學。
今年2月左右，該生家裡經濟突遭變化，陷入困境，社會處亦介入輔導，目前經濟來源是該生的爸爸
，一個月的薪水大約是兩萬五左右，需支付四個人的生活費，而該生的弟弟要升高中了，高中相關
的書籍和一些要錢的東西，常因為經濟不足而比較慢繳或買，而該生的學費和高三的複習講義也需
要一筆費用，希望各方善心人士伸出援手，讓該生脫離困境，順利讀書。
該生家裡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該生是被大伯扶養，爸爸在外工作都沒有寄錢回家裡，大伯很辛苦
照顧該生，大伯年事已高，家中經濟收入是靠老人津貼，期盼透過補助，順利安心地就學。
該生家裡有八個人，爸爸前幾個月出了車禍，現在還在恢復當中，偶而會去工作，但因為受傷的關
係，所以常常工作到一半就回來了，而媽媽要承受這些壓力，所以經常生病，而姐姐在高雄，雖然
有打工但那些錢無法供給家裡，而大哥哥和小哥哥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成了問題，而妹妹和弟弟
還在讀書沒有賺錢的能力，需善心人士幫助。
該生從小父母離異，由母親扶養，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四位弟弟和一位妹妹；該生與妹妹由母親一
人扶養。母親因生產和血崩進出醫院，所以暫時無法工作，在家照顧妹妹至今，目前家中經濟來源
都是每月低收補助款來維持生活。
該生五年級時父親過世,母親早已失去聯絡,現由哥哥照領生活起居,大哥從事防水工作,經濟收入不
穩,但仍努力維持家計,撫養該生、二哥及自己的兒子,雖生活因難,但該生仍努力向學，期盼各界善
心人士給予援助，讓孩子能安心就學。
該生家裡有4個人為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父母在該生很小的時候就離婚，父親患有精神疾病，有中度
精神障礙手冊，因此無法穩定的工作，只能靠著時有時無的打零工的方式維持一家的經濟，期盼各
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
該生爸爸工作薪水低,家裡還有兩個弟弟。目前該生在布洛灣山月村飯店舞圍表演，有薪水但不多，
作為貼補家裡的經濟狀況有限，由於家中還有兩個弟弟還在就學，仍需供應弟弟們的學雜費還有家
中水電費，現在該生的家庭經濟狀況無法繳交這麼多費用，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
該生家中成員有爸爸媽媽，兩位弟弟，一位哥哥，哥哥目前正在讀大學中，家中所有經濟來源全都
是依靠爸爸，爸爸以土木工為主，若有需要割稻，會放下手邊工作，頓時經濟也都會停擺。目前冠
宇在田徑運動代表隊，在運動場上穩定訓練，也拿下全國賽的銀牌，為不讓家中父母親擔心，也鼓
勵自己多努力訓練拿更多獎金幫助家裡，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
該生家境貧困，母親投資失利被親友倒債，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
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父母離婚，兩個小孩歸爸爸照顧。爸爸打零工，工作不穩定，不常回家，主要照顧者為祖母，
祖母以撿回收維生，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家境貧困，單親，母工作不穩定領有中低收入證明，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
協助該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課業輔導費

餐費

餐費

餐費

書籍費

餐費

書籍費

餐費

餐費、教育生活費

餐費

餐費

餐費

餐費

餐費、教育生活費

餐費

餐費、課輔費

餐費、課輔費

餐費、課輔費
餐費、課輔費
書籍費

餐費

課後照顧費
課後照顧費
課後照顧費

捐款順位

案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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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30

27

109-02227

28

109-02260

29

109-02210

30

109-02185

31

109-02183

32

109-02219

33

109-02218

基本資料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BXXXXX8561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AXXXXX9512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LXXXXX9912
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JXXXXX2398
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JXXXXX0689
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JXXXXX4886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FXXXXX070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FXXXXX7009

案件說明
該生父母離異，母親申請保護令獨自租屋照顧撫養小孩，工作不穩定，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
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家境貧困，父上台北租屋工作，收入不穩定，母親寄住娘家照顧兩位雙胞胎妹妹，收入無法支
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家境貧困，母親為新住民，父母工作不穩定，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
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家庭為鎮公所列管中低收入戶、該生家庭收入相當微薄，入不敷出，處境堪憐，亟需外援協
助。
該生父母離異，由母親獨自扶養兄弟二人以及外婆，從事的只是美容助理工作，月薪僅達基本工
資。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父親務農，無固定之收入；母親為越南籍新移民，每月收入微薄，盼能藉由教儲戶之補助讓孩
子能更安心就學。
該生去年父親車禍，導致職業駕照被吊銷，目前休養中沒有工作收入，該生家庭為單親，由父親獨
力照顧兩兄妹，從去年底至今年五月，均沒有工作，也因為疫情，謀生不易，兄妹的註冊費皆為父
親去借貸繳交，全家目前由伯父進行經濟上的支援，並暫住伯父家，同校有一個妹妹，因為註冊費
催收及視力回條一直尚未繳交，經由導師觀察該生確實家庭經濟陷入困境，需要協助，故提出補助
需求。

需補助金額明細
課後照顧費
課後照顧費
課後照顧費
教育生活費
教育生活費
教育生活費

教育生活費

該生家長擔任Uber司機，因為疫情因素，收入銳減。家裡只有父親一人獨力撫養兩個小孩，母親
歿。兩個小孩需要照顧，目前一個6個月大，需要保姆照顧及奶粉費用；一個目前就讀本校一年級，
教育生活費
課後就讀安親班。日前因積欠房租，故被房東趕出來，目前暫住友人家，希望社會善心人士能給該
生資助，讓其安心就學。
該生父親服監中且已離婚，母親正在獨立扶養學生及弟弟，該家庭為中低收入戶。
該生一耳嚴重聽障近失聰，除了生活不便、學習與溝通會常有阻礙，亦有交通安全顧慮等，且因非
雙耳聽障，無法進入特教系統接受相關之輔具或治療，近期就醫因治療費用數十萬元非常龐大，已
嚴重影響家庭經濟功能，餐費、班費等繳交皆有困難。導師於查訪後，希望補助該生國中三年之餐
費，讓該生照顧健康也能照顧學習。
該生家中經濟清寒，母親的工作是做農，收成不佳、收入少，家庭生活困難，還要照顧年邁病弱的
祖父母，期盼能夠透過補助，幫助該生順利安心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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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931

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
XXXXXX0527

35

109-01697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EXXXXX0043

36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109-01659
VXXXXX4817

37

109-0162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VXXXXX8756

38

109-01900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SXXXXX7045

39

109-01899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IXXXXX4740

40

109-01887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PXXXXX8195

41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109-01909
QXXXXX7003

該生10歲時父親和一位哥哥過世，現在母親撫養學該生、哥哥、姊姊、還有一位姪女，哥哥剛出監
，工作不穩定，母親薪水不高，要養育還在就讀的三人，經濟壓力很大。懇請社會大眾給予幫助，
讓學生安心就學。

餐費、教材費

42

109-01902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QXXXXX541

該生家裡經濟狀況不穩定，父親與母親以打零工維持家計，家裡同時有兩個小孩需扶養，並有80多
歲高齡祖父需照顧，有時天氣不佳則無法工作，急需社會大眾協助。

餐費

43

109-01936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QXXXXX8242

該生家住偏遠山區，父母收入不高，家中有三個孩子，生活開銷常入不敷出，無法為孩子準時繳交
各項費用，讓孩子感覺到壓力，進而影響學習狀況，期望能獲各界資源，安心就學。

課後輔導費、教材費
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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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877

嘉義市私立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PXXXXX0011

45

109-01061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AXXXXX5117

46

109-01034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JXXXXX4968

47

109-01059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AXXXXX7066

48

109-01072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AXXXXX4276

49

109-01043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FXXXXX8209

50

109-00029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MXXXXX7385

51

109-00028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MXXXXX5691

52

109-00027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MXXXXX1245

53

109-01806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無XXXXX

54

109-02214

該生父親因債務與母親離婚，目前跟母親同住，父母雙方目前都沒有工作，妹妹目前國一，兩兄妹
生活、教育開銷大，目前經濟狀況靠外婆的存款資助，希望能獲得外界資源，讓其安心就學。
該生家裡有個妹妹也在就學階段，本來家裡是雙薪家庭，但其母親目前因身體狀況不佳已無工作，
父親成為家裡經濟的唯一來源，但父親的月入所得僅有兩萬餘元不到三萬，加上每個月還有房租必
須支出，本來就收入不多的情形下，目前已面臨連餐費都有支出上的困難，因此希望外界能給予經
濟上的協助。
該學生有身心障礙身分，而其母親獨自照顧孩子，雖有其他子女已成年，但已各自生活也未能協助
家裡的生活開銷，然而學生母親的微薄薪水又要負擔房租、生活開銷，要再負擔該生的學習相關費
用，已入不敷出，希望外界能給予協助。
該生的父親年事已高，身體狀況不佳，又必須扶養兩個小孩。但父親的職業為清潔工，月收入僅有
兩萬元，入不敷出，該生所就讀的類科又需要較多的額外支出，例如實習費、實作材料費等的費用
，該生父親顯然難以負荷，希望能藉由平台為該生募得相關學習費用，幫助孩子繼續就學。
該生母親精神狀況不佳，父親有時需要照顧其母親，無法外出工作，父親係以計程車為業，薪資計
算基本上是底薪加業績，也如前述因有時無法外出，薪水自然又更加微薄，月收入大概兩萬元左右
，加上該生母親長期必須定期洗腎，最近又中風，家庭支出又更加重，希望外界能給予幫忙。
該生為單親家庭孩子，與母親同住，由母親獨自扶養該生，惟學生母親身體狀況不佳，但卻是家中
經濟的唯一來源，也由於母親身體狀況的關係，所得收入不高，每個月也需負擔租屋費用，因此經
濟狀況並不好，望社會善心人士能伸出援手，幫助該生順利就學。
小歆就讀本校體育班射箭隊，自幼父母離異，由爸爸撫養長大，爸爸幫水電行工作，獨自支撐全家
經濟，家中尚有爺爺奶奶及兩個就讀國小的妹妹，經濟不甚寬裕，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射箭隊器
材及訓練費用支出對家庭經濟造成不小的負擔，且小欣除射箭專長外，在校成績皆為班上第一名，
盼各界能給予幫助，使其安心在體育班就學，並持續在射箭的路上繼續努力。
小仁就讀本校體育班射箭專項，家裡是中低收入戶，爸媽離異多年，家中經濟由父親從事鐵工支應
，但工作並不穩定，家中尚有祖父母及妹妹，經濟不甚寬裕，盼各界能給予幫助，使其安心就學。
小霖為南投縣偏鄉原住民，家中有父母及三個弟妹共六人，爸爸幫別人割檳榔，工作不固定，媽媽
在鄰近鎮上飯店從事房務工作，收入約2萬元為中低收入戶家庭。小林自小學加入射箭隊，曾獲鄉運
第一名，現在在本校體育班就讀，盼各界能給予幫助，讓他安心穩定在體育班就學。
小格的父親逝世，母親於小格就讀幼稚園時就無同住，現也不知去向，更無提供經濟支持與照顧。
現小格和哥哥與外婆同住，家中經濟來源僅有外婆的老人年金及低收入戶補助過生活。小格個性很
堅強，上課認真頗受老師稱讚，希望社會善心大眾給予小格能順利完成高中學業的機會。
該生家中父親因腳上有痼疾，導致工作不穩定，雖母親也有工作，但因家中尚有兩個分別念高中及
國中的孩子要照顧，入不敷出，家中領有清寒證明，實需協助，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父母離異由父親獨立撫養兩個都念高中的姊弟，因父親年紀較大，工作較為不易，長期下來導
致家中經濟困難，實需協助，讓該生能安心向學。
該生為單親，由父親撫養，後來父親罹患精神疾病，無法正常工作，目前由姑姑挑起照護及生活開
銷之重擔。姑姑為嘉樂福夜市攤商，因受肺炎疫情衝擊，生意慘澹，收入頓減，家中經濟遂陷入困
境，盼外界予以協助該生順利就學。
該生原為雙親家庭，由父母共同負擔二個孩子及爺爺奶奶之生活費用，然母親於108年底因病離世，
家中僅靠父親一人維持家計，父親為工業區作業員，實為吃緊，考量學生及妹妹仍在學，暫無餘力
協助改善家庭狀況，希望透過外界的支援，讓該生能安心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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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JXXXXX2939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109-02213
JXXXXX0139

56

109-02369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IXXXXX8360

57

109-02367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IXXXXX1605

58
59
60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QXXXXX3826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109-02348
校 LXXXXX8028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109-02346
校 PXXXXX9202
109-02351

餐費

餐費

該生爸爸務農，田裡的經濟收入常常不穩定，無法支付該生和弟弟妹妹的學費，而且家中還有另外
的經濟開銷，田裡也是。媽媽是兼職的保險業務員，月收入1萬多，且非固定收入，為按件計酬，只 餐費
要沒有客戶，甚至一個月不到一萬。該生在校成績一直都是前三名，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
該生家裡有媽媽和弟弟，爸爸在該生小學6年級時去世了，家裡只有媽媽一個人承擔所有支出，工作
是服務業，目前一個月收入大概是2萬多，家裡最主要的開銷一直是支應姊弟兩，但仍然入不敷出，
期盼各界善心人士給予援助。
該生與妹妹均就讀本校，姐妹倆積極上進。家是租來的鐵皮屋，屋內空間不大，所以餐桌和姊妹倆
書桌擠在門口，雖然沒有足夠的生活起居空間，全家依然認真、樂觀，家人努力工作，姐妹認真學
習。因為經濟較為弱勢，所以沒辦法參加額外的課輔，避免造成父母更沉重的負荷，學生乖巧懂事
知感恩，希望明年考上好科系，將來工作減輕父母負擔。
該生父親兩次中風進醫院，母親罹癌於8月底再進手術房，經濟重擔落在哥哥身上，家裡還有3個孩
子就學中，父親和哥哥經營家庭製麵廠，但父親健康狀況不佳，工作時間不長，僅哥哥能正常工作
，期盼能夠透過補助，幫助該生順利安心就學。
該生在單親家庭長大，由父親扶養，家中共五個兄弟姊妹，父親務農，收入不穩，且觀念陳舊，認
為女生不用讀書，不希望該生就讀高中，該生已成年，希望更加精進，回頭就讀高中，值得學習。
學生租房費用由母親支付，高一時學費由學生打工自付，高二後課業加重，可打工時間減少，經濟
壓力更大。父親再娶後另組家庭，但若需要，父親會要求該生幫忙照顧幼弟，須請假無法上學或打
工，很需要各界支持。

該生為低收入戶，平時雖有在飲料店打工，但收入僅供自己生活費，盼透過補助，使其安心就學。
該生為單親家庭，母親因心臟手術而領有殘障手冊，平時打零工賺取微薄收入。最近母親身體狀況
不佳，家中經濟困頓，希望透過外界的支援，讓該生能安心就讀。
該生父親為中重度身心障礙人士，開計程車維生，為家中唯一經濟來源，因武漢肺炎疫情，收入大
受影響，經濟頓時陷入困境，盼申請助學金減輕家中負擔。

餐費

課後輔導費、教材費

課後輔導費、教材費
餐費

餐費、教材費

餐費

課後輔導費、餐費

課後輔導費、書籍費

課後輔導費

課後輔導費、書籍費

課業輔導費、餐費

餐費

餐費
餐費

學費、餐費
餐費
餐費
餐費、課業輔導費
書籍費
餐費、課業輔導費
書籍費
學費
教育生活費
書籍費、教育生活費

捐款順位

案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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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340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LXXXXX0365

62

109-02354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NXXXXX2756

63

109-02338

64
65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LXXXXX9317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109-02330
校 OXXXXX4435

案件說明
該生父親因案入獄，借住在外祖母家，母親罹癌治療中，經常往返醫療院所治療，家中生計由兄弟
姐妹打零工互相扶持。該生則是負責照顧生病的媽媽。家庭經濟困難，盼能惠予補助，使其安心就
學。
該生父母於今年四月離婚，目前與母親及姊姊同住，母親工作薪水有限，月領兩萬三，需扶養姊姊
及該生，目前生活費無法支應。該生原先在校有工讀，但目前學校沒有工讀費，也少了這筆收入。
盼通過補助，使其安心就學。
該生家中經濟來源只有母親做工的收入，伯父跟父親都是殘疾人士，還要負責養育兩個孩子的就學
費用，實屬困難，請惠予補助。
該生一家住在租賃的公寓，為低收入戶，家中經濟來源是擔任服務員的姊姊。媽媽身體不好，無法
工作，雖領有補助，但家中經濟依舊非常困難，希望透過申請幫助學生安心就學。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MXXXXX5600

該生父母因身體狀況不佳，皆曾經開過刀，無法從事租重的工作，父親目前以種植香蕉維生，收入
微薄，偶爾母親也會打零工以維持家計，但是生活開銷上面常入不敷出，亟需外界給予協助。

109-02323

66

109-02357

67

109-01364

68

基本資料

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
人數:共16人

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人數:共38人
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
109-02358
人數:共2人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
人數:共13人

69

109-02356

70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9-00857
RXXXXX0716

71

109-01306

基隆市私立二信高中
CXXXXX3863

72

109-02033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UXXXXX7425

73

109-02326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校 BXXXXX2696

74

109-01071

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
校 AXXXXX4486

75

109-02328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人數:共12人

76

109-02228

77

78

小計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
BXXXXX5275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
109-02325
校 LXXXXX1353

109-0165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VXXXXX7498

該校學生有16人(有1人為中低收入戶學生)，大部分學生為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家庭主要經濟來源
大都以父或母或年長長輩打零工為主，收入不穩定。因家境清寒，至今仍無法繳交108學年度第二學
期註冊相關之費用含教科書費、課業輔導費，這些孩子在校表現均獲師長肯定，懇請善心人士能捐
款，幫助這些貧困學生安心就學。
該校有學生有38人都是低收、中低收及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希望能藉助這平台幫助孩子爭取各界
善心人士協助他們能安心就學。
該校有2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原就不佳，家庭主要收入者又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工作，無
力負擔就學費用，極需外界的協助。

需補助金額明細
教育生活費

書籍費、教育生活費
課業輔導費
教育生活費
學費、課業輔導費
課業輔導費、書籍費
教育生活費
課業輔導費、書籍費
餐費
書籍費、材料費
就學費用

該校有13名學生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中低收入戶(3人)、特殊境遇(8人)及經導師證明為特殊經濟困
難或家庭突遭變故急難的經濟弱勢學生(2人)。
其中有3位學生家庭狀況為單親家庭，其父收入微薄(其中一位受疫情影響)，需撫養的子女人數多或
需撫養長輩，經濟拮据。1位學生家庭狀況為單親家庭，其父親入監服刑，由長輩(祖母)照顧，長輩
無工作能力由親戚接濟。1位學生家庭狀況為單親家庭，其母親入監服刑，由阿姨和舅舅協助撫養， 書籍費、課後輔導費
阿姨及舅舅各自均有家庭需照顧。1位學生其父親入監服刑，母親獨自撫養3位子女，薪資不高，經 餐費
濟拮据。1位學生家庭狀況為父母雙亡，由祖母照顧，其祖母無工作能力，靠他人接濟。1位學生家
庭狀況為單親，由父親撫養，但父親未善盡責任及無固定工作，均是由家中姑姑接濟。1位學生家庭
狀況為單親，由母親撫養，因疫情影響，母親工作受影響薪資減少，經濟拮据。4位學生家庭雖健全
，其中3位其父母薪資不高且撫養及需照顧長輩，1位學生父親生病無法工作，家中經濟拮据。
該生出身六甲區單親中低收入戶家庭，父母離異，父親因積欠大筆債務，目前擔任水泥零工維生，
收入不穩定，須支付房租、償還債務、負擔姐姐就讀護專學費及一家生活費用，實無力負擔該生就
學費用，需善心人士幫忙協助該生完成學業。
該生父親從事流動攤位賺取微薄薪資維持家中開銷，但母親因罹患惡性腫瘤(目前癌症四期)，使家
中經濟驟變，母親因病需要定期就醫，父親賴以為生的工作無法穩定營業外，長期龐大的醫療費支
付不堪負荷，使該生本學期學習費無法繳交。該生在求學過程中認真、乖巧又懂事，若能適時提供
，讓孩子能專心致力於課業上，順利完成學業。
家裡的經濟狀況是中低收，家中的經濟主要靠父母務農的收入，但因氣候狀況不佳，收入不穩定，
上學期還去辦就學貸款，二姊剛畢業，會有一段空窗期，大姊是飯店服務業，薪水微薄需支付家
用。家裡只靠務農收入來支撐我的所有費用,希望能申請到補助,來幫助我們家減輕一點負擔。
該生父親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學生本身是腦麻患者，母親罹胰臟癌第四期，持續進行化療。希望
能在經濟上給予支持，使其安心就學。
該生母親精神狀況不佳，父親有時需要照顧其母親，無法外出工作，父親係以計程車為業，薪資計
算基本上是底薪加業績，也如前述因有時無法外出，薪水自然又更加微薄，月收入大概兩萬元左右
，加上母親長期必須定期洗腎，最近又中風，家庭支出又更加重，希望外界能給予幫忙。
本校地處偏遠，全校430多位學生，近1/3屬弱勢，弱勢學生多為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及原住民身分
，在經濟狀況方面並不是很充裕，學校將於10月27日辦理校外教學，7年級學生有12位孩子付不出來
，孩子們非常期待一年一度唯一的校外教學，但是家裡的經濟狀況實在不允許再額外的開支，懇請
社會善心人士，給予清貧的孩子一個校外教學的機會。
該生家境貧困，單親，母工作不穩定，收入無法支付生活開銷。期盼善心人士能協助該生，讓該生
能安心向學。
該生父親早逝，家中經濟支柱剩下母親，母親為外配，不識字，從事粗重的水泥臨時工，辛苦勞累
，同時也要照顧生病的奶奶。該生刻苦耐勞，品學兼優，懇請惠予通過補助。
該生來自單親低收家庭，現年七十二歲的父親於五十歲時赴越南娶妻，五十四歲時生下該生。該生
八個月大時就被越南籍的母親帶回越南交給外婆照顧，母親隨後返回台灣工作，母親在取得身分證
後便離開父親並再婚生子。該生一直到國小六年級時才回到台灣就學，該生回來時完全不會聽說中
文，也不識中文。該生父親過去從事板模工，如今年邁，體力不佳，無人雇用，僅能依靠每月的低
收補助金過日子，因無自用住宅，只能租屋，每月租金為五千元，低收補助扣掉租金所剩無幾，該
生在田徑專長跳遠及接力賽方面的練習非常認真，每學期都獲選代表學校參加全國田徑錦標賽;在學
科表現上，該生因礙於其中文閱讀及書寫能力較同年齡的台灣學生弱，以致影響其學科成績，然該
生在師長鼓勵及叮嚀下學科表現已逐漸進步，希望外界能給予幫忙。
合計共290位弱勢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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