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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課後輔導活動暨閱讀資源補助辦法 

111 年 8 月 26 日公佈 

壹、依據「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捐助章程」第二條辦理。 

貳、申請條件：(需完全符合) 

一、依本辦法申請所需之補助，應為學校(公益社團)主辦，或委託

代辦之非營利活動。 

(一) 學校：政府立案之國中(小)學。 

(二) 公益社團：政府立案之社(財)團法人，或為大專院校登記

之公益學生社團。 

二、經本辦法補助之課輔活動，包含「課堂授課」或「網路遠距

教學」等類型，均應規劃以提供弱勢學生在學課業補強教學，

或協助完成學校學科作業為重點，並應以提升弱勢學生學習

成效，激勵未來求學動力為舉辦目標。 

三、經本辦法補助之閱讀資源，應規劃以提升弱勢學童文化、語

言、藝術、科學或其他知能為重點，並應以提升其閱讀能力，

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為目標。 

四、申請課輔活動之弱勢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各縣(市)政府核發低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二) 領有各縣(市)政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者。 

(三) 家庭突遭變故或經濟頓失依靠，經就讀學校或居住地村(里)

長推薦者。 

參、補助項目： 

一、課輔活動補助：(團體、個人擇一申請) 

(一) 團體補助項目： 

1.教師鐘點費。 

2.教師車馬(交通)費。 

3.教(器)材費。 

4.餐費。 

5.行政費用。(不得超過前述總和 10％) 

6.其他相關經費。 

(二) 個人補助項目：弱勢學生參加學校(公益社團)主辦之課輔

活動所需繳交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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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資源補助： 

(一) 軟體： 

1.書籍。 

2.雜誌。 

3.期刊。 

4.有聲影音。 

5.其他。 

(二) 硬體： 

1.閱讀課桌椅。 

2.燈具。 

3.書架(櫃)。 

4.閱讀室簡易維修。 

5.其他。 

肆、補助標準： 

一、課輔活動補助： 

    (一)團體補助： 

     每學期由學校(社團)提出申請，每次補助以新臺幣 30,000

元為上限。 

    (二)個人補助： 

       每學期由學校提出申請，每人每學期補助新臺幣 3,000 元，

並以 10 人為上限。 

二、閱讀資源補助： 

每學期由學校(社團)依「閱讀資源補助項目」與各校(團體)需

求編列所需經費，提出申請，本會將視收入情形，補助軟、

硬體各新臺幣 2 萬元為上限。 

三、其他特殊個案：由本會另以專案方式，研議辦理。 

伍、申請方式： 

各申請學校(社團)請於 111 年 10 月 3 日前，備妥下列申請(證

明)文件，附學校(社團)公函掛號郵寄本會受理：(以郵戳為憑，

收件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一、課輔活動補助： 

(一)團體補助： 

1.本學期課輔活動實施計畫，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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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時間。(含全期起迄時間、活動緣起簡介與每週上課

時間) 

(2)活動實施地點。 

(3)受輔導學生人數。(含名冊，詳附件 1) 

(4)課程計畫表。(含每週課目規劃表，詳附件 2) 

(5)預期效益。 

(6)經費需求。(詳附件 3) 

(7)防疫措施。(請預擬若主管機關公佈群聚活動管制之因應

方案) 

(8)遠距教學團體請另提供連結方式及帳號。 

2.弱勢學生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前學期課輔活動成果報告。(新申請或續申請已提供者免送) 

(1)書面資料。(封面請註明本會為贊助單位) 

(2)影像資料(請製送光碟片，遠距教學請提供授課截圖。) 

(二)個人補助：由各學校(團體)填具補助學生名冊(詳附件 1)、

經費需求(詳附件 3)，與申請學生符合弱勢學生資格證明影

本等相關資料。 

二、閱讀資源補助： 

(一)申請明細表。(詳附件 4) 

(二)經費需求表。(詳附件 5) 

(三)管理借用辦法。 

(四)前學期閱讀資源建(購)置及活動成果報告。(新申請或續申

請已提供者免送) 

 1.書面資料。(封面請註明本會為贊助單位) 

 2.影像資料。(請製送光碟片) 

三、申請上述補助之學校(社團)，務請依前述備(填)妥相關資料，

並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 2 款規定，填具資訊公開聲

明書(詳附件 6)，一併寄送本會，若有缺漏及錯誤者，本會不

再通知補件，並取消申請資格。 

陸、補助方式： 

一、本會依各校申請情形，並按當年募款及其他收入狀況，召開

評審會議，決定各校(社團)每學期課輔活動及閱讀資源補助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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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校(社團)獲本會「課輔活動」或「閱讀資源」補助，本會即

以掛號信函通知，並同時公告於本會網站與 facebook 專頁(請

於本會網站右下方點選加入)。 

三、補助款將匯入各校(社團)提供之指定帳戶，請接獲該款後，即

開具收據寄送本會，並請依計畫項目支用該款，學期結束後，

提供成果報告(紙本)及活動影像檔案(以光碟片存送)郵寄本會

存查，並將活動情形貼文至本會 facebook 專頁，作為爾後補

助參考。 

四、為瞭解各學校(社團)補助運用實際狀況，本會將不定期派員前

往各課輔活動場所進行協訪，或製作公益廣播報導，期提供

更妥適協助，並表彰工作人員辛勞。 

柒、聯絡方式： 

收件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36 號 6 樓之 1。 

電話：02-2311-2728     傳真：02-2311-6778 

網址：www.hanru.org.tw 

E-mail：hanruadm@gmail.com 

facebook 專頁：漢儒文教基金會／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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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縣(市)    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弱勢學生課後輔導補助名冊 

項次 姓名 班級 補助身分 聯絡電話 推薦人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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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縣(市)   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課後輔導學程計畫表 

月份 週次 起迄日期 課輔天數 課程內容 教師人數 附註 

 1 0000-00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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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縣(市)     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課後輔導經費需求表 

項次 項目 數量 金額 小計 備註 

1 教師鐘點費 
    

2 教師車馬(交通)費 
    

3 教(器)材費 
    

4 餐費 
    

5 行政費用 
   不超過前 4項總和 10

％ 

6 其他 
    

總計 

 輔導類型： 

□課堂授課。 

□網路遠距教學。 

前期成果報告書(含活動影像光碟片) 

□首次申請 

□已另行提供。 

□併本次申請提供。 

□其他：(請述明) 

預期嘉惠學生          人。 

匯款資料： 

1.帳戶： 

2.帳號： 

3.匯款銀行： 

承辦人員用印：                        聯絡電話： 

校長(負責人)用印： 

學校(社團)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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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縣(市)    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弱勢學生閱讀資源補助明細表 

項次 區分 名稱 作者 出版機構 類別 數量 單價 備註 

1 書籍    文化    

2 雜誌    語言    

3 影音    科學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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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縣(市)     學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閱讀資源經費需求表 

項次 項目 數量 金額 小計 備註 

1 書籍    軟體 

2 雜誌    
軟體 

(00 年 00 月- 00 月) 

3 有聲影音    軟體 

4 閱讀課桌椅    硬體 

5 簡易維修    硬體 

6 其他     

總計 
  

前期成果報告書(含活動影像光碟片) 

□首次申請 

□已另行提供。 

□併本次申請提供。 

□其他：(請述明) 

預期嘉惠學生          人。 

匯款資料： 

1.帳戶： 

2.帳號： 

3.匯款銀行： 

承辦人員用印：                        聯絡電話： 

校長(負責人)用印： 

學校(社團)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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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聲明書 

 

聲明人           (個人、團體、學校全銜)如申獲漢儒文化

教育基金會及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提供各項獎(補)助，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 25 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如附)，□不同

意□同意公開受獎(補)助之姓名(名稱)及金額。 

 

此致   

        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聲  明  人  簽  章：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本聲明書簽署，依意願勾選是否公開相關資訊，同意與否，均不影響獎(補)助申請、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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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 

第 25 條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 

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 

家或地區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 

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下列資訊，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之。 

    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資料，其公開將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 

    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 

    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 

    僅公開其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 

    、捐贈金額。但補助、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 

    ，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 

    公開之。 

三、其他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訊。 

前條第二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得設置網 

站，命其將前項應主動公開資訊之全部或一部，上傳至該網站公開之。 

前項之財團法人，依第一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未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主動公開。 

三、報送之相關資料，不符合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辦法規定之格式、項目 

、編製方式或應記載事項，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主管機關得要求財團法人以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其辦理傳輸之流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