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簡介

兒童癌症基金會多年來致力於推廣癌症兒童重返學校，獲得了各方學校及社會大眾諸多
迴響，為繼續鼓勵癌童積極向學，並從學業成就或特殊才藝中獲取更多自信，故於104年度
開始推動此辦法，期望促進更多抗癌小勇士的努力與才華發展，並使其獲得社會外界肯定。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贊助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大都會扶輪社
壹、 參加對象：
1. 發病診斷年齡為 18 歲以下，且經本會收案之癌症兒童。
2. 高中（職）：包括普通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一、二、三年級，不含空中專校、在職專
班。
3. 大

專：包括大學、專科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四、五年級，不含空中大學、在職專班、
推廣教育學分班。

4. 研究所：不含碩士在職專班，一般生已有正式工作者，亦不受理申請。
5. 博

士：不含博士在職專班，一般生已有正式工作者，亦不受理申請。

※ 備註：大專以上進修暨推廣部需提出相關簡章證明。

貳、活動辦法：
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及申請書，收件、審核、領獎之辦法如下：
1. 統一由基金會公佈申請訊息，由申請人將資料寄回基金會統一呈核。
寄送地址：(80253)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8樓之7 兒童癌症基金會 收
信封請註明【107年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字樣
E-mail：harudoggy@gmail.com，信件主旨註明【107年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
。
2. 領獎方式採頒獎典禮頒獎或面談領獎，不論採哪種方式領獎，都須由得主本人親自領取。
3. 特殊才藝獎學金及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申請人獲獎後，本會將擇期宣傳抗癌小勇士之抗
癌事蹟，以茲鼓勵目前仍在療程中的孩子，勇敢面對癌症的挑戰。
4. 獎助學金得獎名單，除公告於基金會網站外，並另行電子郵件通知得獎者。
5.聯絡人：王奕晴 社工 07-223952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獎項類別

申請資格

凡國中（小）
、高中（職）
特殊才藝 特殊才藝（文學、音樂、美
獎學金 術、語言、體育、科技）獲
個人校際以上比賽前三名。
學業成績
優良獎學金

奮發向上
助學金

金榜題名
獎學金

獎助金額

應備文件

國際：捌千元整
全國：柒千元整
縣際：陸千元整
校際：伍仟元整

1.本會申請書。
2.學校 106 學年度成績單（包括上、下兩學期）
正本或蓋有學校戳章之成績單影本。
3.全戶戶籍謄本影本。
4.請以「現在的我」為題，介紹自己並以自身的
1. 國中（小）學年學業總平
經歷鼓勵目前治療中的抗癌小勇士，可選擇
大專：陸仟元整
均 85 分以上者。
高中（職）
：伍仟元整 以作文、美術作品、照片呈現(擇一)，繳件規
2. 高中（職）
、大專學年學
國中（小）
：參仟元整 格與內容說明詳見附件(公告於網站上)。。
業 總平均 75 分以上者。
送件方式
領有各鄉、鎮、市、區公所
(1)郵寄：請於信封上註明【107 年抗癌小勇士
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證
國中（小）
、高中
獎助學金申請】
，郵寄至：80253 高雄市苓雅
明。
(職)、大專
區光華一路 206 號 8 樓之 7 兒童癌症基金會
國中（小）
、高中(職)、大專 獎學金：陸仟元整
收。
總平均在 60 分以上。
(2)E-mail：harudoggy@gmail.com，信件主旨註
明【107 年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
。
5.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於前一年 9 月 1 日至當年 8
6.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者免繳學校成績單，但須
月 31 日考上研究所、碩博 獎學金：伍仟元
附上得獎證明。
班。
7.申請奮發相上助學金者須提供，各鄉、鎮、
市、區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贊助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大都會扶輪社
＊辦法說明：
1. 申請者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且目前就讀台灣或離島之學校。
2. 申請學級資格：
 高中(職)：包括普通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一、二、三年級，不含空中專校、在職班。
 大專：包括大學、專科二年制，五年制之四、五年級，不含空大、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學分班。
 研究所碩博班：不含在職專班，一般生已有正式工作者，亦不受理申請。
3. 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者，係指於 106 學年期間獲個人校際以上比賽前三名。
若非代表學校參與民間或政府單位舉辦之比賽申請此獎項，基金會有最終審核權。
4. 學業總平均係指 106 學年度第一、二學期之智育成績平均。
5. 申請期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03 日至 10 月 03 日接受申請與審理。
6. 申請獎助學金每次只能選擇一類，不得重覆申請。
7. 申請人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並於收到領獎通知後，參加頒獎典禮親自領獎，若無法參加頒獎典禮，
則應致電基金會，約定時間於各區親自領獎。
8. 特殊才藝獎學金及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申請人獲獎後，本會將擇期宣傳得獎抗癌小勇士之事蹟，以茲
鼓勵目前仍在療程中的孩 子，勇敢面對癌症的挑戰，並於本會網站及宣導品中呈現。
9. 相關申請報名表、附件內容及說明，歡迎電洽本會高雄辦公室 07-2239520 索取，或直接至本會官網查
詢及列印。

附件：繳件規格與內容說明
在歷經抗癌或正在抗癌到返回校園的過程中，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持著自己，又或者得到了那些幫助，成為現
在的自己。請以「現在的我」為題，介紹自己並以自身的經歷鼓勵目前治療中的抗癌小勇士，可選擇以作
文、美術作品、照片呈現(擇一)，繳件規格與內容說明詳見附件。
1. 作文：請以「現在的我」為題，寫成文章，文體不限，字數以 1000 字為限，可以手寫或電腦打字，
手寫請使用 600 字標準稿紙。
2. 美術作品(僅限郵寄)：
請以「現在的我」為題，使用八開圖畫紙(27 公分 X35 公分)呈現作品，作品形式不限，可以各式媒材
(例如：色筆、毛線、拼貼等)進行創作。
3. 照片(僅限 E-mail )：請以「現在的我」為主軸，提供照片一張（申請人本人需入鏡，照片檔案大小至
少 1M），並以 200-500 字描述照片內容。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申請書
□首次申請 □曾經申請
小勇士姓名

中華民國
身份證字號

電 子 信 箱
申請組別

現讀

□高中組 □大專組

學校

月

日

聯 絡 人

通 訊 地 址

□國小組 □國中組

年

學校

電

話

手

機
科（系）

年級

□特殊才藝獎學金（獎助學金申請書、全戶戶籍謄本、特殊才藝得獎相關証明、以「現在的我｣為題之作
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獎助學金申請書、全戶戶籍謄本、學校正式成績單、以「現在的我｣為題之作
申請獎項

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奮發向上助學金（獎助學金申請書、全戶戶籍謄本、學校正式成績單、中低收入戶證明、以「現在的
我｣為題之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金榜題名獎學金（獎助學金申請書、學校正式成績單、全戶戶籍謄本、以「現在的我｣為題之作品、著作
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附 件 名 稱

說

明

1.獎助學金申請書

請填寫本會獎助學金申請書。

2.全戶戶籍謄本

請檢附全戶戶籍謄本。

3.學校正式成績單

包括第一、二學期成績單，影本請蓋有學校戳章。

應

4.特殊才藝得獎相關証明 申請特殊才藝獎學金獎項者須繳。

附

5.中低收入戶證明

奮發向上助學金獎項者須附，請至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1.作文：文體不限，字數以1000字為限，可以手寫或電腦打字，手寫請使

文
件

用600字標準稿紙。
6.以「現在的我｣為題之作 2.美術作品(僅限郵寄)：使用八開圖畫紙(27公分X35公分)呈現作品，作
品

品形式不限，可以各式媒材(例如：色筆、毛線、拼貼等)進行創作。
3.照片(僅限 E-mail )：提供照片一張（申請人本人需入鏡，照片檔案大
小至少1M），並以200-500字描述照片內容。

7.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請填寫本會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特殊成就或
具體優良事
蹟概要

審核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簡稱本人 ) ，茲同意無償授權財團法人兒童癌症基金會使用本人申
請「財團法人兒童癌症基金會抗癌小勇士獎助學金」之個人生活照片。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2、 本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例非原創音樂、畫面……等版權授權)。
3、 著作財產權同意由財團法人兒童癌症基金會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複
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4、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
5、 本人及本人代表團隊不應運用同一作品參與其他類似比賽，亦不應運用前已獲佳作以上之作品參與
本競賽。
6、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應自負法律責任，財團法人兒童癌症基金會並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
得獎獎金，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財團法人兒童癌症基金會受有損害，本
人有賠償兒童癌症基金會之責。
此致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法定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