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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蘭陽女中教育基金會資深績優教職員工暨學生獎學金獎勵辦法（修正後） 
 

86.01.06 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87.11.17 第二屆第一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95.11.14 第四屆第五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97.11.20 第五屆第三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100.02.22 第六屆第二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100.12.06 第六屆第三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102.11.26 第七屆第一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105.02.23 第七屆第六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提昇國立蘭陽女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品質，激發教職員工服務熱忱，並促進學

生敦品勵學，特依財團法人蘭陽女中教育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條之精

神，訂定本辦法。 
 

二、獎助項目與金額： 
 
 （一）資深績優教職員工類 
    １．蘭園服務獎：獎勵服務本校資深或兼任行政職務之教職員工。 
   （１）連續服務本校達四十年者，頒給獎狀一幀、獎金新台幣 5000 元。 
   （２）連續服務本校達三十年者，頒給獎狀一幀、獎金新台幣 3000 元。 
   （３）連續服務本校達二十年者，頒給獎狀一幀、獎金新台幣 2000 元。 
   （４）連續服務本校達十年者，頒給獎狀一幀、獎金新台幣 1000 元。  
   （５）擔任處室主任、組長或兩者倂計達十二年者，頒給獎金新台幣 4000 元。 
      （６）擔任處室主任、組長或兩者倂計達八年者，頒給獎金新台幣 3000 元。 
      （７）擔任處室主任、組長或兩者倂計達四年者，頒給獎金新台幣 2000 元。 

 ２．蘭園樹人獎：獎勵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参加校外競賽表現優良之教職員工。 
   （１）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参加全國性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或代表國家參加之語文、學藝、

體育、科學競賽者，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6000 元，第三名 4000 元，第

四名以下或特別獎 2000 元，入選參賽者 1000 元。 

（２）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参加教育部主辦之分區語文、學藝、體育、科學競賽獲列入佳作（含）

以上名次者，頒給獎金新台幣 800 元。 

（３）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参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主辦之語文、科學競賽獲前三名，頒給獎金

新台幣 600 元。 

（4）指導學生代表本校参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主辦之學藝、體育競賽獲前三名，頒給獎金

新台幣 300 元。 

３．蘭園芬芳獎：獎勵本校具有特殊優良事蹟之教職員工。 
（１）獲本校推薦為師鐸獎或上級各類表揚之教職員工，獎額另訂。 
（２）獲本校推薦接受縣級表揚之教職員工，獎額另訂。 
（３）服務期間績效卓著有特殊事績之教職員工，獎額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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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優清寒學生類： 
 

１．蘭園菁英獎：  
(1)入學獎：入學本校其國中教育會考績分達 30 分以上，擇優前十名，頒發獎學金每名每

學期 5000 元。若有同分者，依英語、數學、自然、國文、社會順序錄取較高

分者。學業成績須維持在全校或類組 30%以上。(國中會考積分 A++為 7 分，

A+為 6 分，A 為 5 分，B++為 4 分，B+為 3 分，B 為 2 分，C 為 1 分。) 
(2)升學獎：本校應屆考生參加學科能力測驗級分達 75 級分者，頒發獎學金每名 100,000

元，達 73~74 級分者，頒發獎學金每名 20,000 元，達 70~72 級分者，頒發獎

學金每名 10,000 元。參加指定科目考試各類組原始總分達 500 分以上者，頒

發獎學金每名 10,000 元。 
２．學藝獎學金： 

◎個人部分： 
(1) 参加全國性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語文、學藝、科學競賽等，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以後 1000 元。 
(2) 地區性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語文、學藝、科學競賽等，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 元，

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以後 300 元。 
(3) 參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所主辦之上列各項比賽第一名，頒給獎金 500 元。 

◎團體部分： 
(1) 音樂團體參加縣賽獲優等，頒給團體獎勵金 3000 元。 
(2) 音樂團體參加區賽獲優等，頒給團體獎勵金 5000 元。 

３．體育獎學金： 
(1) 参加全國性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單項體育競賽，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

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以後 1000 元，破紀錄頒給獎金 10000 元，個人

獎勵累計以不超過 20000 元為原則。 
◎團隊參賽獲前 8 名，以個人獎勵 2 倍計算。 

(2) 地區性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單項體育競賽，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

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以後 300 元，破紀錄頒給獎金 2000 元。 
(3) 參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所主辦之單項個人競賽第一名，頒給獎金 500 元 (參賽人數需

達 5 人以上)，破紀錄頒給獎金 1000 元。 
４．自強獎學金：需符合下列條件者： 

(1)家境清寒 
(2)德行評量須符合下列條件： 

A、前學期不得有(含)小過以上之懲處。B、且有導師推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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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單位： 

１、資深績優教職員工類： 
(1)蘭園服務獎中第 1 至第 7 項：由本校人事室於每年三月下旬彙整提出，時間採計至當

年 7 月 31 日止。如受獎者同時具備連續服務及連續兼職者，二者同時頒給。 
(2)蘭園樹人獎及芬芳獎：由本校各業務主辦單位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本基金會提

出，逾期以棄權論。同一競賽項目若獲得多重獎項，以獎勵金額最高的一項頒發。各

項競賽獎項名稱若有差異，依相關對應等第頒發。 
２、績優清寒學生類： 

(1)蘭園菁英獎：入學獎每學期辦理乙次，升學獎每學年辦理乙次，由教務處主動代為申

請。 
(2)學藝獎學金及體育獎學金：各項比賽須主辦單位載明各校均須派員參加者方為獎勵對

象，並由本校各業務主辦單位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本基金會提出，逾期以棄權論。

同一競賽項目若獲得多重獎項，以獎勵金額最高的一項頒發。各項競賽獎項名稱若有

差異，依相關對應等第頒發。 
(3)自強獎學金：每學期辦理乙次（低收入戶已減免學雜費或已獲其他清寒獎學金者不重

覆發給），並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布有關辦法接受申請。 
（二）申請程序：各申請單位於彙整相關資料後送本會執行秘書，提出申請。 
（三）審核：本會於接受申請後，由董事長指定二至三名董事或相關人員協助審查，並將審查結果

呈董事長核定。 
四、經費來源：本項經費自本會經常費用項下勻支。 
五、附則：本辦法經提本會董事會討論決議並呈董事長核定後於民國 105 學年度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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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蘭陽女中教育基金會學生獎學金獎勵辦法 

一、目的：為促進蘭女學生努力向學、培養優良品德，並爭取榮譽，特依財團法人蘭陽女中教育基金會捐助及組織章 

第二條之精神，訂定本辦法。 

二、獎學金種類： 

名稱 申請資格 金額 備註 

1.蘭園菁英獎 (1)入學獎：入學本校其國中教育會考績分

達 30 分以上，擇優前十名，頒發獎學

金每名每學期 5000 元。若有同分者，

依英語、數學、自然、國文、社會順序

錄取較高分者。 

(2)升學獎：本校應屆考生參加學科能力測

驗級分達 75 級分者，頒發獎學金每名

100,000 元，達 73~74 級分者，頒發獎

學金每名 20,000 元，達 70~72 級分者，

頒發獎學金每名 10,000 元。參加指定科

目考試各類組原始總分達 500 分以上

者，頒發獎學金每名 10,000 元。 

 

入學獎每名每學期 5000 元 入學獎： 

1.每學期辦理乙次 

若有同分者，依英

語、數學、自然、國

文、社會順序錄取較

高分者。 

2.學業成績須維持在

全校或類組 30%以

上。 

3.國中會考積分 A++

為 7 分，A+為 6 分，

A 為 5 分，B++為 4

分，B+為 3 分，B 為

2 分，C 為 1 分。 

2.學藝獎學金 

 

 

 

 

 

 

 

 

 

◎個人部分： 

(1)参加全國性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

語文、學藝、科學競賽等，頒給獎金第

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

名 3000 元，第四名以後 1000 元。 

(2)地區性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語文、學

藝、體育、科學競賽等，頒給獎金第一

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以後 300 元。 

(3)參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所主辦之上列

各項比賽第一名，頒給獎金 500 元。 

◎團體部分： 

（１）音樂團體參加縣賽獲優等 

（２）音樂團體參加區賽獲優等 

 

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

第四名以後 1000 元 

 

 

第一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

以後 300 元 

 

第一名 500 元 

 

 

團體獎勵金 3000 元。 

團體獎勵金 5000 元。 

 

語文、學藝、科學競

賽獎學金：各項比賽

須主辦單位載明各

校均須派員參加者

方為獎勵對象，並由

本校各業務主辦單

位於事實發生後一

個月內向本基金會

提出，逾期以棄權論



                                                                                        

                                            5 

3.體育獎學金 

 

 

 

(1)参加全國性以上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

單項體育競賽，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

第四名以後 1000 元，破紀錄頒給獎金

10000 元，個人獎勵累計以不超過

20000 元為原則。 

◎團隊參賽獲前 8 名，以個人獎勵 2

倍計算。 

(2)地區性教育主管機關舉辦之單項體育

競賽，頒給獎金第一名 1000 元，第二

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以後

300 元，破紀錄頒給獎金 2000 元。 

(3)參加宜蘭縣政府教育處所主辦之單項

個人競賽第一名，頒給獎金 500 元 (參

賽人數需達 5 人以上)，破紀錄頒給獎

金 1000 元。 

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

第四名以後 1000 元，破紀

錄 10000 元，個人累計不超

過 20000 元 

 

團隊以個人獎勵 2 倍計算 

 

第一名 1000 元，第二名 800

元，第三名 500 元，第四名

以後 300 元，破紀錄 2000 

元 

第一名 500 元，破紀錄 1000

元 

 

 

 

 

4.自強獎學金 需符合下列條件者： 

(１)家境清寒 

(２)德行評量須符合下列條件： 

A、前學期不得有(含)小過以上之懲處。

B、且有導師推薦(簽名)。 

 

 

 

 

 

三、申請方式： 
（１）蘭園菁英獎：入學獎每學期辦理乙次，升學獎每學年辦理乙次，由教務處主動代為申請。 
（２）學藝獎學金、體育獎學金：各項比賽須主辦單位載明各校均須派員參加者方為獎勵對象，並由本校各業務主辦

單位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本基金會提出，逾期以棄權論。同一競賽項目若獲得多重獎項，以獎勵金額最高

的一項頒發。各項競賽獎項名稱若有差異，依相關對應等第頒發。 
（３）自強獎學金：每學期辦理乙次，並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布有關辦法接受申請，並定期召開審查會議審查。 
四、申請程序：各申請單位彙整相關資料後送本會執行秘書，提出申請。 
五、審核：本基金會接受申請後，由董事長指定二至三名董事或相關人員協助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呈董事長核定。 
六、本辦法經 105.2.23 第七屆第六次董事會審查修正通過，自 105 學年度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