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項就學補助審查結果暨相關事宜】 

一、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共同提供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項就學補助，經 109 年 11 月 2 日各基金會

董事會議審查通過，各基金會將以公函分別通知各學校(團體)。 

二、 請各學校(團體)先以傳真或其他方式，提供匯款帳戶，待接獲基

金會補助款後，再以各學校(團體)名義開具收據，寄送各基金會檔

存備查。 

三、 獲就學補助之各校，請於完成學生獎(助)學金發給作業後，將學

生簽領名冊影本郵寄各基金會存查。 

四、 獲社團及課後輔導經費補助之各校(團體)，請於課輔活動實施期

間，關注疫情變化，並隨依政府頒布各項防疫作為，調整活動內容，

以期活動安全順利執行。 

五、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聯絡電話：02-2311-2728    傳真：02-2311-6778。 

網址：www.hanru.org.tw 

Email：hanru.cef@msa.hinet.net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聯絡電話：02-2388-8823    傳真：02-2388-8893。 

網址：www.huaru.org.tw 

Email：huaru.cef@msa.hinet.net 

 

  



漢儒文教基金會暨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中(含)以下就學及社團補助表 

項次 縣市 校名 漢儒補助 華儒補助 備註 

1 臺北市 古亭國中     

2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杏服醫學服務隊-築光計畫(鄰

近社區學童課輔陪伴、偏遠醫療、

公衛教育及居家訪視服務)」 

3 彰化縣 泰和國小     

4 南投縣 福龜國小     

5 

嘉義縣 

碧潭國小     

6 鹿草國小     

7 大崙國小     

8 

臺南市 

甲中國小     

9 子龍國小     

10 大竹國小     

11 東原國小     

12 重溪國小     

13 

屏東縣 

塔樓國小     

14 崎峰國小     

15 三和國小     

16 港西國小     

17 民和國小     

18 

宜蘭縣 

育才國小     

19 大福國小     



漢儒文教基金會暨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輔活動補助表 

項次 縣市 主辦團體 漢儒補助 華儒補助 備考 

1 

臺北市 

古亭國中     

2 臺灣師範大學同心服務隊     

3 萬芳國小     

4 

新北市 

淡江大學種子課輔社     

5 文化國小     

6 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7 中華基督教新店浸信會     

8 臺中市 石角國小     

9 臺中市 中坑國小     

10 彰化縣 泰和國小     

11 

嘉義縣 

梅圳國小     

12 碧潭國小     

13 大崙國小     

14  臺南市  甲中國小     

15  臺南市  重溪國小     

16  高雄市  立志高中     

17 

 屏東縣  

塔樓國小     

18 臺灣愛馨家全人關懷協會     

19 躍愛全人關懷協會     

 



漢儒文教基金會暨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閱讀資源補助表 

項次 縣市 團體 漢儒補助 華儒補助 備考 

1 臺北市 古亭國中  
 

2 新北市 中華基督教新店浸信會  
 

3 苗栗縣 大南國小  
 

4 南投縣 福龜國小  
 

5 雲林縣 北辰國小  
 

6 

嘉義縣 

大崙國小  
 

7 秀林國小  
 

8 

臺南市 

子龍國小  
 

9 六甲國中  
 

10 甲中國小  
 

11 重溪國小  
 

12 

屏東縣 

港西國小  
 

13 四維國小  
 

14 塔樓國小  
 

15 三和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