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教育
局)
承辦人：羅明忠
電話：04-22289111#55112
傳真：04-25260040
電子信箱：koala-7@yahoo.com.tw
裝

受文者：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學字第107005850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70058505_Attach01.docx、1070058505_Attach02.pdf、1070058505_A
ttach03.docx)

主旨：函轉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18年國泰卓越獎助
計劃」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訂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107年6月27日國慈字第
107060001號函辦理。
二、甄選辦法概要：「2018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甄選類別分
為「卓越學子」、「特殊功績」、「特色獎助」三類別，
各類申請資格如下：
(一)卓越學子類

線

１、獎助對象：符合下列二項條件其中之一者
(１))107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之本國籍績優學生。
(２)曾獲得2016、2017年本獎助金得主，目前已於大專
院校就讀一年級具備特殊需求者。
２、申請資格：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
(１)低收入戶家庭之子女。
教務處
■■■■■■
收文:107/0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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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006049

有附件
■■■■■■■

1

(２)106學年度下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皆達80分以
上。
(二)特殊功績類
１、獎助對象：107學年度就讀國內各級學校之本國學生
個人或團體。
裝

２、申請資格：對國家社會有傑出貢獻，或擁有特殊專長
與發展潛能，可代表國家對外爭取榮耀，或已於國際
性競賽締造佳績之個人與團體，可為學子勵志模範，
並經師長推薦者。

43

(三)特色獎助類
１、獎助對象：107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大專院校之
本國學生個人或團體。
訂

２、申請資格：於教育與社區發展、永續未來、金融科技
、新興議題等領域，提出具創新視野、有助社會正向
改變之「特色研究」或「公益提案」。
三、獎助名額：
(一)卓越學子類：每名獎助新臺幣 6 萬元、預定獎助名額5
0名。
(二)特殊功績類：每案獎助新臺幣10 萬元、預定獎助名額1

線

0名。
(三)特色獎助類：每案獎助新臺幣10~20萬元、特殊卓越提
案並經評審一致推薦者，獎助金得提高至新臺幣30萬元
、預定獎助名額25名。
四、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07年10月5日(星期五)止。
五、報名手續：至國泰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連結活動網頁依申

第2頁， 共3頁

1

請程序進行，詳細辦法請參網站(http://www.cathaychar
ity.org.tw/charity)。
六、聯絡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電話：(02)2755-1399分
機3291蔡小姐、3293彭小姐，電子郵件：meng3278@cathay
life.com.tw。
裝

七、另本案相關資訊業公告於本局首頁(網址：http://www.tc
.edu.tw/)-顯示全部連結-學生就學補助資訊網(編號：04
262)，請協助公告本獎學金訊息於學校網頁，以利家長及
學生申請。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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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中市明台
高級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含國中部)、明德學校財團法
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含國中部)、光華學校財團法
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含國
中部)、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
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含國中部)、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臺
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中
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
學(含國中部)、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含國
中部)、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含國中部)、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
學(含國中部)、麗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國民中小學(國中部)、臺中市私立
惠明盲校(國中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東海大學、靜宜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逢甲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
修平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亞洲大學、臺中
市各市立國民小學、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臺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
學、臺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小學、臺中市私立葳格國民中
小學、麗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
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副本：本局學生事務室 2018-07-13
1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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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函
地 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 號
電話：(02) 2755-1399 分機 3291
聯絡人：蔡孟岑
E-mail：meng3278@cathaylife.com.tw

受文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無
副本收受者：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國慈字第 107060001 號
附件：
「2018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實施辦法 1 份
主

旨：檢送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18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
，甄選活動
自即日貣受理報名，敬請轉知所屬各校，實施辦法詳如附件。

說

明：

一、甄選辦法概要：
「2018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甄選類別分為「卓越學子」
、
「特殊功績」、
「特色獎助」三類別，各類申請資格如下：
(一)卓越學子類
1. 獎助對象：符合下列二項條件其中之一者
(1) 107 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之本國籍績優學生。
(2) 曾獲得 2016、2017 年本獎助金得主，目前已於大專院校就
讀一年級具備特殊需求者。
2.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
(1) 低收入戶家庭之子女。
(2) 106 學年度下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皆達 80 分以上。
(二)特殊功績類
1. 獎助對象：107 學年度就讀國內各級學校之本國學生個人或團體。
2. 申請資格：
對國家社會有傑出貢獻，或擁有特殊專長與發展潛能，可代表國
家對外爭取榮耀，或已於國際性競賽締造佳績之個人與團體，可

為學子勵志模範，並經師長推薦者。
(三)特色獎助類
1. 獎助對象：107 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大專院校之本國學生個
人或團體。
2. 申請資格：於教育與社區發展、永續未來、金融科技、新興議題
等領域，提出具創新視野、有助社會正向改變之「特色研究」或
「公益提案」
。
二、獎助名額：
類別

獎助金額(新臺幣)

預定獎助名額

卓越學子類

每名獎助 6 萬元

50 名

特殊功績類

每案獎助 10 萬元

10 名

特色獎助類

1.每案獎助 10~20 萬元
2.特殊卓越提案並經評審一致推薦者，獎
助金得提高至 30 萬元。

25 名

三、報名期間：即日貣至 10 月 5 日止。
四、報名手續：至國泰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連結活動網頁依申請程序進行，
詳細辦法請參網站(http://www.cathaycharity.org.tw/charity)。
五、聯絡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電話：(02)2755-1399 分機 3291 蔡小姐。
3293 彭小姐
電子郵件：meng3278@cathaylife.com.tw

正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職組、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新竹縣政府教育處、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南投縣政府教育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臺東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連江縣政府教育局

國泰慈善基金會「2018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實施辦法
一、活動宗旨
為鼓勵優秀學子勇於追尋夢想與目標，特針對三類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以下簡稱本國籍)之
在學學子進行獎勵，第一類為經濟弱勢但表現卓越之高中職、歷屆得主(限大一)；第二類
為具備特殊功績貢獻之學生；第三類為高中職以上學生提出參與具體並符合現時性之特色
研究與公益提案。
二、獎助名額暨金額
本活動依活動宗旨，分設三類別進行甄選，各類獎助金額及名額如下(註 1)
類別

獎助金額(新台幣)

預計錄取名額

預定獎助金總額

卓越學子類

每名獎助 6 萬元

50 名

300 萬

特殊功績類

每案獎助 10 萬元

10 名

100 萬

25 名

500 萬

85 名

900 萬

1. 每案獎助 10~20 萬元
特色獎助類

2. 特殊卓越提案並經評審一致推薦
者，獎助金得提高至 30 萬元。
合

計

註 1：各類別擇優錄取，在獎助金總額不變之下，各類別可彈性調整錄取名額。
三、獎助對象及申請資格
每一申請人或團體，得於下列類別擇一申請：
(一)卓越學子類
1. 獎助對象：符合下列二項條件其中之一者
(1)107 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之本國籍績優學生。
(2)曾獲得 2016、2017 年本獎助金得主，目前已於大專院校就讀一年級者。
2.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二項條件者
(1) 低收入戶家庭之子女。
(2) 106 學年度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註 2)，且操行無負面評語者。
3.其他條件(可自由提供)：
(1)二等親內具身心障礙/重大傷病，且檢附證明。
(2) 具備特殊身分者(原住民、新住民二代、身心障礙者)
(3) 師長推薦函。
註 2：成績單須載明達 79.5 分以上為準。高中一年級學生需檢附國中三年級下學期甲等以上成績
證明，大學一年級學生檢附高中三年級下學期成績單。

(二)特殊功績類
1. 獎助對象：107 學年度本國籍在學學生(個人/團體)。
說明：如報名團體類者，請推派一位「代表人」上網報名，並以「特殊
功績成果報告」代替自傳。
2. 申請資格：對國家社會有傑出貢獻，或擁有特殊專長與發展潛能，可代表國家對
外爭取榮耀，或已於國際性競賽締造佳績之個人與團體，可為學子勵志
1

模範，並經師長推薦者。
(三)特色獎助類
1. 獎助對象：107 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以上之本國學生個人或團體。
2. 申請資格：個人或團隊於下列任一領域，提出具創新視野、有助社會正向改變之
「特色研究」或「公益提案」。
提案類別

說

明

教育及社區發 1. 偏鄉教育、文化技藝傳承提升及其他教育相關面向。
展
2. 社區營造、社區服務、社群關懷及其他有助社區發展等。
永續未來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含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等面向。

金融科技

運用金融科技提出創新金融服務，或推動社會公益等。

新興議題

毒害防制及其他有益於社會之創新提案。

3. 評選標準：
社會影響性

特色前瞻性

計劃可執性

永續與大眾參與

30%

25%

20%

25%

四、申請方式
請至國泰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www.cathaycharity.org.tw)連結活動網頁，完成線上
報名後，列印報名文件，併同下列書面文件(請依申請類別檢附)，以掛號寄至：10633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296 號 2 樓 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 卓越獎助計劃小組並請註明
報名類別。
類別

卓越學子類

特殊功績類

共同申請資料

各類別另備文件

1. 報名表(請黏貼 2 吋大頭照  自傳：500 字，說明求學過程、家庭狀
片)。
況、獲獎紀錄、未來計劃等。
2. 成績單正本一份。
 檢附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3.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面
(鄉市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影本一份(悠遊學生證需加  自由檢附：就讀學校之師長推薦函一
蓋校章)。
4.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未成年者請檢附戶籍謄本)

份。
 檢附「特殊功績成果報告」，說明傑出
貢獻事蹟、重要獲獎紀錄。
 檢附就讀學校之師長推薦函一份。
 各項得獎證明文件影本。

1. 報名表。
第一階段：報名
2.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面  檢附「提案構想書」，並於報名網站
影本一份(悠遊學生證需加
上傳電子檔案【詳附表一】。
蓋校章)。
第二階段：計畫書審核
特色獎助類

3.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8 月底公佈書面審核名單，通過團隊
4. 其 他 輔 助 資 料 ( 如 研 究 著
於 10/5 前，至報名網站上傳「提案企
作、專業證照、獲獎證明、
劃書」。【詳附表二】
個人作品等，有助佐證提案  檢附推薦信函一份(推薦人如師長、該
實踐能力之參考資料)。
領域專業工作者、合作夥伴等)
2

五、活動時程：各項時程將視實際作業保留調整權利，並於甄選網站上公告，不個別通知
流程

受理
報名

組別
卓越學子

6/27~10/5

評選
書面
評選

企畫書繳
交/審核

面試
通知

面試

10/8~10/19

無

無

無

無

特殊功績

6/27~10/5

10/8~10/19

特色獎助

6/27~8/20

8/21~8/31 9/3-10/5

10/25

11/111/9

評審
會議

錄取
通知

頒獎

11/12~
11/23

11/30

12/19

六、評選作業
(一) 各類組參與評選項目如下表
卓越學子
特殊功績
特色獎助

書面審核

企劃書審核

面試

v
v
v

x
x
v

x
v
v

(二) 評選重點說明
類別

作業流程
書面評選

無
卓越學子 針對不符宗旨、資料不全、經查 證不符事實之申
請者，逕行取消資格、不另通知，申請資料亦不
邀請入選人/團隊進
特殊功績 退回。
行面試。
1.第一階段：「提案構想書」審核
針對「社會影響性」及「特色前瞻性」進行評選。
邀請入選人/團隊進
特色獎助 2.第二階段：「提案企劃書」審核
行面試。
針對計劃完整性、可執行性、經費合理性等及永
續與大眾參與等項目進行評選。
(二)評選會議
1.初評會議：由各組面評委員召開，決議通過初審名單及名額。
2.複評會議：由全體甄選委員召開，決議錄取獎助名單及名額。
七、公告與獎助金頒發：
獲獎助名單將於本會官方網站(http://www.cathaycharity.org.tw) 及甄選網站公布，同時寄發
獲獎通知予申請人，並由本會舉行頒獎典禮(暫定 12/19)公開表揚、頒發獎助金。
八、獲獎後執行成果檢核方式：
(一)卓越學子類、特殊功績類：無需繳交
(二)特色獎助類：獲獎個人或團隊需於 108 年 7 月繳交研究/執行成果(具體日期另行通知)，
並參與基金會主辦之公開成果發表會(預訂於 9 月舉辦)。
1.特色研究組：繳交研究成果。
2.公益提案組：
(1)執行進度追蹤：各提案需於得獎後設置專屬的 FB 粉絲專頁，依執行進度定期公
開成果，基金會得視實際需求進行事中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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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發表會：由各得獎團隊發表執行成果，約 10 分鐘/每組。
九、注意事項
1. 常見問題及各項補充說明請參活動網站「2018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劃」Q&A 專區，活
動即時公告請參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甄選網站與 Facebook 粉絲專頁。
2. 得獎者(卓越學子、特殊功績)若欲二次申請，除須符合申請資格外，請提出具體新增優
秀事蹟以利評選；特色獎助得獎提案欲二次申請者，需繳交完畢前次得獎執行成果報
告書，並於申請時明列出計畫新增項目或是計畫延續的差異說明。
3. 請申請者儘早上網報名，若因報名截止日前線上系統報名壅塞，影響報名權益，主辦
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4. 申請者(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以下同)於參加本活動時，主辦單位因活動需求
得搜集申請者個人資料，並依法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承諾以合理的技術及
程序保護申請者個人資料與隱私。
5. 本活動期間所拍攝有關文字、相片、錄影，主辦單位有權利用於平面、網路或電子媒
體。
6.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主辦單位之事由，致使申
請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主辦單位不負任何
法律責任。
6. 申請者請自行確認所填寫之資料均為正確，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至無法接收重要活動
訊息者，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7.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訂，並保留裁決、修改辦理之權利，各項
修訂事宜將於網站上公告，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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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表一】

2018 年特色獎助類「提案構想書」
一、提案/研究類別：□教育及社區發展 □永續未來 □金融科技□新興議題：
二、提案/研究名稱：
三、提案/研究摘要：(200 字以內)

四、提案/研究簡述(1000 字內)：
含動機、內容、預期效益、社會影響力與創新之處

五、團隊介紹：採團隊提案者，請列團隊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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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表二】

2018 年特色獎助類「提案企劃書」(特色研究)
一、

研究類別：□教育及社區發展 □永續未來 □金融科技□新興議題：

二、

研究名稱：

三、

背景說明(500 字)：陳述研究之發想緣由、背景故事等。

四、

研究目標(500 字)：說明研究之重要性、希望達成目標等。

五、

研究內容(3,000 字)：
陳述研究架構、行動方案、可執行性評估(如風險與面臨困難等)、執行能力(人員、資源/技
術、協力單位等)。

六、

預期成果(500 字)：具體說明研究執行後之受惠對象(含人次)、研究成果，及各層面之影
響效益等。

七、

獎學金運用規劃：
(一) 執行時程：說明獎學金運用執行時程。
(二) 獎學金運用方式說明。
編號

八、

項目

數量

單價

團隊介紹：(個人研究者無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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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備註

【附件二-附表二】

2018 年特色獎助類「提案企劃書」(公益提案)
一、

提案類別：□教育及社區發展 □永續未來 □金融科技□新興議題：

二、

提案名稱：

三、

背景說明(500 字)：陳述提案或研究之發想緣由、背景故事等。

四、

提案目標(500 字)：說明提案或研究之重要性、希望達成目標等。

五、

提案內容(3,000 字)：
陳述計劃或研究架構、行動方案、可執行性評估(如風險與面臨困難等)、執行能力(人員、資
源/技術、協力單位等)。

六、

預期成果(500 字)：具體說明提案或研究執行後之受惠對象(含人次)、研究成果，及各層
面之影響效益等。

七、

執行時程：提案執行時程。

八、

預算規劃：
(一) 經費來源說明：
1. 全額使用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經費：□是□否(請填寫 2、3)。
2. 是否有其他單位贊助：□是，單位名稱：□否。
3. 是否需另自籌款項：□是：預計採取方式□否。
(二) 經費表填寫說明
1. 計畫經費 20 萬元內僅填寫「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經費」。
2. 計畫經費高於 20 萬元者，請分「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經費」、「其他贊助或自籌款
項」2 個項目填寫，另請註明是否向參與者收費、收費對象、金額及用途。
(三) 說明每筆預算之運用方式(如下表)。
一、國泰卓越獎助計畫經費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二、其他經費使用
編號

九、

項目

團隊介紹：採團隊提案者，請詳列團隊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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