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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函

地址：813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22號1樓

承辦人：蔣昀珊

電話：07-5810661#711

Email：judy@ecancer.org.tw

受文者：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希字第2021010009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會「癌友家庭大專子女獎助學金」公告與相關資料，

　　　敬請協助通知符合資格之癌友家庭子女提出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2021年獎助學金簡章與申請單辦理。

　二、本會為鼓勵癌症病友家庭大專子女努力求學，學習正向的思

　　　考，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期盼藉由獎助學金之協助，促使

　　　癌症病友安心治療，並減輕其家庭經濟負擔，故提供「癌友

　　　家庭大專子女獎助學金」。

　三、本獎助學金申請收件期間自2021年3月1日至3月31日止；詳細

　　　申請規定與說明如附件及說明網址https://www.ecancer.or

　　　g.tw/。

　四、如有未竟事宜，請電洽本會(07)581-0661#711。

正本：教育部、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陽明大

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

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

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東海大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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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中華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

人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

英科技大學、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

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高苑科技

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臺科技

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遠東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南開

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

達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中州學校

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華夏學校財

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

技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東方

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

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大漢技術學院

、和春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稻江科技

暨管理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大同技術學院

、臺灣觀光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新竹縣政府社會處、新竹市政府社會處、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嘉義市政府社會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屏東縣政府社

會處、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花蓮縣政府社會處、澎湖縣政府社

會處、金門縣政府社會處、連江縣衛生福利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

人國泰綜合醫院、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

人中心綜合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

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診

療服務處、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天主教耕

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裝

 

訂

 

線

第 3 頁　共 4 頁

會亞東紀念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板橋國泰醫院、行天宮

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新泰綜合醫院、仁愛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台北慈濟醫院、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國立陽

明大學附設醫院、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

法人羅東聖母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東元醫

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新仁醫療社團法人

新仁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國泰醫療財團

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聖保祿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敏盛綜合醫院、龍潭

敏盛醫院、天成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聯新國際醫院、怡仁綜合醫院、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

合醫院、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大千綜合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澄清綜合醫院、臺

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仁愛醫

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衛生福利部豐

原醫院、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清泉醫院、賢德醫院、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亞洲大學附屬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基督教

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

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漢銘基督教醫院、員生醫院、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

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員林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臺

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彰化基督教

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國立臺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斗六分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

林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市郭綜

合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

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奇美醫療

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奇美

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

醫院、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健仁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經營)、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

院、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

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建佑醫院、光雄長安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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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屏基醫療財

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南門醫療社團法人南門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

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臺北榮民總

醫院玉里分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

台灣世界展望會、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財團法人臺灣癌症基金會、財

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慈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副本：



 
 
 

2021年癌友家庭大專子女獎助學金簡章 

說明  

擴大本會對癌友家庭服務層面，協助癌友就學子女專心向學，緩解經濟負擔，以正在治療中、經濟弱勢且

資源系統薄弱家庭為優先考量。 

獎助對象、獎金、名額 

獎助對象為正在進行癌症治療病人之大專院校在學子女，每戶限一名子女申請。每名貳萬元整，共 75名。 

申請資格  

1.父母一方罹癌，且在本會獎助學金審查期間(2021 年 3-4月)須為正在接受治療中(包含手術、化療、放

射線治療、標靶、免疫藥物治療)。 

2.就讀日間部大專院校或五專四-五年級或二技/專或七年一貫制 4-7 年級之 25 歲以下在學子女，具正式

學制且有學籍證明者。(不含空大、空專、進修學院、空中進修學院、補校、夜間部等) 

3.109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總平均達 60分以上者。 

申請方式 

請至本會希望小站索取申請表格，或逕自官網(www.ecancer.org.tw)下載申請表，填寫後，連同下列必備

文件掛號郵寄 81355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 22號 1樓 癌症希望基金會收，註明｢申請獎助學金｣。 

＊必備文件:  
1. 獎助學金申請表正本。 

2. 父或母罹癌診斷證明書影本(限 110年 1月以後開立)，恕不接受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3. 近三個月內之同住全戶人口戶籍謄本詳盡版影本。(可於各地的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 

4. 申請人雙親之108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清單影本(兩項皆須檢附，可於任一國税

分局、稽徵所申請)。如有 110年度的低收或中低收證明者，免附所得與財產清單，若其中一方未有低

收或中低收資格，仍須繳納綜合所得與財產清單。 

5.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在學證明。 

6. 109 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7. 學生自傳：介紹自己與家庭成員、家中經濟狀況、父母罹癌後生活之改變及因應方式(以 A4大小紙張，

600 字以上)，親筆或電腦打字皆可，不得由他人代寫。 

8. 其他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低收/中低收、弱勢兒少核定公文、身心障礙證明、清寒證明、特

殊境遇家庭核定公文...等) ，無則免附。 

收件期間：110年 3月 1日~3月 31日(以郵戳為憑) 

注意事項 

1. 經書面審查後，申請者須配合本會家庭訪視或電話訪談。 

2. 本獎助學金「每戶以補助一名為限」，請斟酌戶內子女狀況，由一人提出申請。 

3. 本獎助學金申請案不接受補件，申請單內容未填寫齊全或資料不全者，將排除審核資格，不另行通知。 

4. 審核結果於110年 5月 19日(三)在本會官網 www.ecancer.org.tw公告，請自行上網查詢。  

5. 獲獎助學金核發者須出席本會所舉辦之 8小時「希望種子營」親自領取。種子營場次：高雄 7/7(三)、

台中 7/8(四)、台北 7/9(五)，擇一參加，若要異動種子營場次，請於 6/11(五)前主動來電告知；若

逾期更改場次或無法出席者，均視同放棄獎助學金。 

6. 所有申請文件，本會將妥善保存，不予寄還。 

洽詢專線：(07)581-0661、0809-010-580  

 

感謝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明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益贊助 

  

★ 

★ 

台北希望小站：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 3 巷 5 號 1 樓               
台中希望小站：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312 巷 4-1 號 
高雄希望小站：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 22 號 

  

http://www.ecancer.org.tw/


 
 

2021 年癌友家庭大專子女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學生身分：□首次申請□曾於民國    年獲本會獎助學金   (下表欄位均必填 ) 

癌友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縣市       市鎮區鄉       村鄰 

               路街   段   巷___弄___號___樓之___ 
聯絡電話 

 

e-mail □無□有： 行動電話  
病友現況 □治療中  □復發治療中   □門診追蹤     年 訊息來源  
癌症名稱 
確診日期 

               癌，□零期□Ⅰ□Ⅱ□Ⅲ□Ⅳ□不詳 

確診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就診醫院 

 

治療方式 □手術□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標靶治療□免疫藥物治療 □其他                                          

※家庭經濟狀況： 
 
 
 
 
 
※同住家庭成員狀況：(如有其他同住成員，請自行填入下表) 

稱謂 姓   名 
存 
歿 

出生 
年次 

就業情形 
或就讀學校/年級 

工作狀況/職稱 每月工作收入 未工作/就學原因 

父        

母        
學生

本人 
       

        

        
 

※申請學生資料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科系  學制/年級           部/    年級 
申請人 

通訊地址 
       縣市        市鎮區鄉          村鄰 

               路街   段    巷___弄___號___樓之___  

身份證字號  
申請人手機  

學生 e-mail  
手足曾領本會 

獎助學金 
□無 

□有，         年領取 
 

※附件檢核： 
 

  

 

□1.本申請單正本 

□2.罹癌診斷證明書影本(限 110年 1月以後開立) 

□3.三個月內之同住全戶人口戶籍謄本詳盡版影本 

□4.父母 108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   

 財產歸屬清單影本      

□5.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6.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在學證明 

□7.自傳（A4大小）         

□8.其他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份（無則免附）   

台北希望小站：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 3 巷 5 號               
台中希望小站：台中市西區民權路 312 巷 4-1 號 
高雄希望小站：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 22 號 

1.家庭每月總收入(不含補助)             元。  

2.全家獲得社會資源補助每月             元。 

3.補助來源：                               

4.福利身分：低收中低收特殊境遇家庭家庭

內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其他                   

5.家庭每月固定總支出約____________元。項目說明： 

 房租       元  

 貸款        元  

 生活支出         元  

 其他        元 

 

註 1.本人充分了解癌友家庭大專子女獎助學金之申請內容，並同意授權癌症希望基金會業務需求運用個人資料

作為後續關懷服務追蹤之使用。 

註 2.本人切結上述填寫與所附申請資料均屬實無做假；並同意若獲此獎助學金，會出席□高雄 7/7(三)、□台中

7/8(四)、□台北 7/9(五)，請勾選參與其中一場「希望種子營」親領獎助學金，若要異動場次，請於 6/11(五)

前來電告知，逾期更改場次或無法出席者，均視同放棄獎助學金。 

申請學生：                       (親簽)           日期：110年    月    日 



※申請資格
• 父或母罹癌，且在本會獎助學金審查期間

(2021年3-4月)須為正在接受治療中。
• 日間部大專院校之25歲以下在學子女。
• 109學年度上學期成績總平均達60分以上。

※申請表請至本會台北/台中/高雄希望小站索
取，或自官網(www.ecancer.org.tw)下載。

※連同必備文件掛號郵寄
81355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22號1樓

癌症希望基金會 收，註明申請獎助學金
(獲獎助學金者須出席本會舉辦8小時「希望種子營」親領獎助學金)

公益夥伴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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