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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土地銀行受託管理吳金玉、吳陳金桂教育公益信託 

資助臺東縣轄內學校、教師及學生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為紀念臺東縣吳金玉前縣長及其夫人吳陳金桂女士，基於回饋社會之

精神，特予獎勵優良教師、扶助清寒學生及補助學校校務活動推展，爰訂

定本計畫。 

貳、申請項目及對象 

一、吳金玉、吳陳金桂優良教師獎勵金 

(一) 申請對象：臺東縣公私立國中小及高中職學校之現職編制內各類

合格專任教學人員。 

(二) 申請條件 

1. 服務教職三年以上，且在現職學校服務滿一年，品德優良、服

務熱心、教學績優，最近三年考（績）核或評鑑結果，均核定

通過、晉級或發給獎金。 

2. 具有下列具體成效之一者： 

(1) 從事教職盡心盡力，有具體成效，且深受家長、學生及同

事肯定。 

(2) 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

蹟。 

(3) 在其專業領域有創新、顯著發展或在教育崗位上有特殊貢

獻。 

(4) 對執行教育政策或重大議題成績卓著。 

3. 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不得推薦申請： 

(1) 曾體罰學生。 

(2) 曾參加校內外不當補習。 

(3) 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情事之一。 

(4) 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5) 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或尚在調查階段。 

(6) 於不適任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員、校長或園長處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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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 

(7) 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上處分。 

(8) 曾違反學術倫理或尚在調查階段。 

(9) 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事。 

(三) 獎勵金額：每名新臺幣十萬元。 

(四) 獎勵名額： 

1. 由臺東縣政府教育處組成實地訪視小組先就教師申請書面資

料先行審查，並進行實地訪視，確認申請人之書面資料是否與

實際情形相符，再將訪視結果送交委員會審核後決定名額。 

2. 三年內曾獲得本獎項者，不得再申請本獎項。 

(五) 申請時間：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二、吳金玉、吳陳金桂優秀學生獎助金 

(一) 申請對象：設籍臺東縣 6 個月以上，且現就讀臺東縣轄內各公、

私立學校之在學學生。 

1. 大專組：大專校院，包括二年制專科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後

二年、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 

2. 高中職組：高級中等學校，包括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 

3. 國中組：國民中學。 

4. 國小組：國民小學。 

(二) 申請條件：於逆境中，仍能奮發向上及樂觀進取，並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者。 

1. 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或體恤他人等情懷，對社

會風氣有良善影響，足堪楷模。 

2. 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創

新研發或其他領域，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 

(三) 獎勵金額： 

1. 大專、高中職組：每名新臺幣參萬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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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中、小組：每名新臺幣貳萬伍仟元。 

(四) 獎勵名額： 

1. 由臺東縣政府教育處組成實地訪視小組先就教師申請書面資

料先行審查，並進行實地訪視，確認申請人之書面資料是否與

實際情形相符，再將訪視結果送交委員會審核後決定名額。 

2. 三年內曾獲得本獎項者，不得再申請本獎項。但屬不同教育階

段，且提出新具體事蹟及佐證資料者，不在此限。 

(五) 申請時間：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三、運動員參賽經費: 

(一) 補助對象：就讀臺東縣轄內各級學校學生，代表本縣參加全國運

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團體及個人（含帶隊教師、指導人

員及選手）。 

(二) 補助標準：參加全國運動會及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者，補助參賽

人員膳雜費及住宿費。每年補助金額以 50 萬元為原則，由審查

委員依實際需求審議增刪。 

1. 參加比賽者，每人每次賽會補助新臺幣五百元整，得以印領清

冊方式核銷。 

2. 帶領未滿十八歲之選手參賽，帶隊教師、教練或其他行政人員

編制補助標準如下： 

(1) 選手未滿十名，教職員以二人為限。 

(2) 選手逾十名，得列三名教職員，後每逾十名選手得增一人，

依此類推。 

(3) 如因比賽性質或選手身心狀況特殊，得經本府專案核准增

加名額者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三) 申請期限：依實際需要於賽事 1 個月前提出申請。 

四、學校教材設施設備改善經費： 

(一) 補助對象：臺東縣政府所屬國中小學校。 

(二) 補助項目：補助臺東縣轄內各國中小學校環境設備，補助項目以

改善學生學習環境且有益學習效果之教材設施設備為限，如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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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教具、圖書等教學設備等。 

(三) 補助額度：每年計 100 萬元。 

(四) 申請期程：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五、學生多元學習經費： 

(一) 補助對象：臺東縣轄內高級中等以下公私立學校及學生。 

(二) 補助項目：為協助學生多元發展與適性學習，補助學校辦理各項

非體育類競賽及營隊所需經費，以及學生參加非體育類國際競賽

獲獎之獎金如下： 

1. 辦理競賽活動費用及獎金，如技能競賽、發明競賽、資訊競賽

等。 

2. 學生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競賽獲得第 1 名獎金：個人項目 5 萬至

10 萬元整；團體項目 10 萬至 15 萬元整。獎金數額由委員會

審查決定之。 

(三) 補助額度：每年計 60 萬元 

(四) 申請期程：每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10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 

六、急難事故助學金： 

(一) 申請對象： 

1. 設籍臺東縣 6 個月以上，現就讀臺東縣轄內國民中學、高中職

等學校及前 述學校畢業現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學士學位

之學生。 

2. 上述學生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傷亡等)、家

庭負擔家計人員非自願性失業、死亡、罹患重大傷病、失蹤、

服刑等經濟困難者，由導師協助證明。 

(二) 助學金金額及名額：每案申請上限金額 10,000 元，由審查委員

會依事故個案情形審查決定。本助學金之申請，一戶以一名為原

則，惟符合申請資格子女在 4 名(含)以上者，得增加一名(請同信

封郵寄)，但助學名額由審查委員會審核決定。 

(三)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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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故事由發生於六個月內者，由學校轉介申請資料向臺東縣政

府教育處申請辦理。 

2. 申請時應檢具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二)及所需文件。 

參、申請作業 

一、 本實施計畫每年發放金額以新臺幣(以下同)300 萬元為上限，於每年

度申請作業實施前，由臺東縣政府將當年預估發放金額專函通知臺

灣土地銀行，經轉送信託監察人出具書面意見後，先行撥入臺東縣

政府指定之存款帳戶，如為因應教育政策及各項目申請情形，可酌

予調整發放經費額度。 

二、 申請期限：依申請項目實際需要辦理。 

三、 申請程序： 

(一) 第三至五項補助項目，由學校擬具申請計畫書，第一、二、六項

補助項目由學校轉介教師及學生申請資料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辦理審查。審查委員會原則於二個月內審查完畢。 

(二) 申請經審議核准後，由臺東縣政府將補助金額存入受補助學校或

受補助學生所屬學校，並同時彙整相關申請文件影本送臺灣土

地銀行複審，並轉送信託監察人出具書面意見。 

四、 各項目經費或助學金申請資料，審查委員會受理後，文件概不退還。 

肆、審查委員會 

一、 為審查各項申請案件，臺東縣政府教育處應組成審查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名，由臺東縣政府教育處長兼任，委員兼執行秘書一名，

由臺東縣政府教育處學管科科長擔任，另依委託人指定游數珠小姐

及李思宏先生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教育處聘一名社會公正人代表，

共計五名組成。教育處處長林政宏卸任處長職務後，增列為當然委

員，委員會置六名委員。 

二、 委員為一年一聘，為無給職，就各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三、 審查委員會得在各項目之補助或獎勵規定額度內，依個案狀況調整

補助或獎勵金額，亦得決定補助或獎勵名額從缺(即不予補助或獎

勵)。 



 

 6 

伍、督導方式 

    為瞭解本計畫執行情形及效益，臺東縣府教育處應組成督考小組，游

數珠小姐及李思宏先生為當然成員，每年年底召開會議，由審查委員會提

報當年度成果及各項所花的費用，俾供督考小組檢討當年度核定項目執行

情形，作為審核次年度補助經費之參據及修正本計畫之依據。 

 

 

 

 

 

 

 

 

 

 

 

 

 

 

 

 

 

 

 



 

臺灣土地銀行受託管理吳金玉、吳陳金桂教育公益信託資助 

臺東縣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急難事故助學金申請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申請人

簽名 

 

戶籍地址 
 
 電話 

 

申請類別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大專組 

就 讀 學 校  科系組別  年級  

附 繳 證 件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最近 1年內開立，可證明申請日當日已設籍於臺東縣內 

6個月以上)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家庭遭受重大事故(含災害、經濟變故、人口傷亡，家庭負擔家計人員非自願性失 

業、死亡、罹患重大傷病、失蹤、服刑等經濟困難者)，由導師協助證明。 

家境

現況

說明 

 

導師

簽章 

 

學校審查意見 學校承辦人 

（請核章） 

校 長 

（請核章） 

 

 

 

 

 

 

 

 

 

 

聯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