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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開南商工校內各項獎助學金公告     108.07.18 

※上學期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 108年 9月 25日(三)止(需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方算完成申請)。 

※各項清寒獎助學金以不重複申請為原則，如申請名額超出預定名額時(除明煌建築師紀念獎學金外)，每名學生獎助金額以該獎助學金核發總額平均分配。 

※明煌建築師紀念獎學金申請名額超過時，以急難待助或經濟困頓且未申請過之學生為優先，剩餘名額由註冊組篩選未申請過且學業成績較佳者為優先。 

※「成績優良類」獎助學金除再興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外，由註冊組主動篩選。 

種類 
編

號 
獎助學金名稱 捐贈金額 提供單位 申請條件 

名  額 
金額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清寒 1 李新運校友獎助學金 
2,000,000

元 
李碧玲老師 

本校二、三年級在校學生 

一、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平均 60 分以上，德行評量良

好，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二、家庭發生變故，致經濟頓生困難者。 

三、家庭清寒，無力繳納學雜費且有心向學者。 

10名 無 
每名 

2,500元 

1.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 

  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2 
財團法人福華文教基金

會獎助金 

2,000,000

元 
廖欽福先生 

一、在校成績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60分以上，德行評量良好，

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二、以清寒學生、身障學生、身障人士子女、急難待助學生為

優先。 

4名 8名 
每名 

2,500元 

1.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 

  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3 明煌建築師紀念獎學金 
1,200,000

元 
張慧美小姐 

一、品行優良，在校表現優良者或具優良事蹟者。 

二、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平均七十分以

上，未受記警告二次以上處分者。 (身障生體育六十分以

上) 

三、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子女、家境清寒

等，或由鄰里長出具清寒證明，確經導師調查屬實者，未

曾領取校內其他獎助學金者。 

四、急難待助或經濟困頓且未申請過之學生之學生者優先。 

6名 6名 
每名 

5,000元 

1.申請者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 

  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4 林本博校長獎助學金 
1,000,000

元 
林本博先生 

一、低收入戶或清寒學生。 

二、各項成績表現優異者，由科主任或導師提出申請。 
3名 3名 

每名 

2,000元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5 
歐陽緯老師紀念獎助學

金 
20,000元 

歐陽緯老師 

家屬 

一、在校成績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60分以上，德行評量良好，

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二、家庭發生變故、失業、疾病、隔代教養等經濟生活困難。 

三、由科主任或導師提出申請。 

無 8名 
每名 

2,500元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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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 6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獎助學金  
20,000元 林清富校友 

一、本校在校清寒原住民籍學生。 

二、家庭發生變故、單親、失業、疾病、隔代教養等經濟生活

困難。 

三、由科主任或導師以上事實提出申請。 

2名  
每名 

5,000元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7 楊慶傳校友獎助學金 35,000元 楊慶傳校友 

一、本校在校清寒學生。 

二、在校成績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60分以上，德行評量良好，

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三、家庭發生變故、單親、失業、疾病、隔代教養等經濟生活

困難。 

四、由科主任或導師以上事實提出申請。 

5名 5名 
每名 

1,000元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8 陳卿弘校友獎助學金 30,000元 
陳卿弘校友 

家屬 

一、本校汽車科在校清寒學生。 

二、在校成績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60分以上，德行評量良好，

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三、家庭發生變故、單親、失業、疾病、隔代教養等經濟生活

困難。 

四、由科主任或導師以上事實提出申請。 

2名 無 
每名 

1,000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9 
黃阿碧女士清寒獎助學

金 
100,000元 林書容校友 

一、清寒學生或低收入戶學生，無力繳納學雜費且有心向學者。 

二、家庭突遭變故、隔代或依親教養、家庭成員中有重病醫療 

    負擔沈重，以致經濟生活困難者。 

三、在校前一學期成績： 

     (1)學業成績平均六十分以上。 

     (2)德行評量良好，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小過處分者。 

     (3)無曠課紀錄。 

四、經導師、科主任或在校老師推薦者。 

2名 2名 
每名 

2,500元 

1.推薦老師(或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並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清寒 10 
台北市文昌宮清寒學生

獎學金 
150,000元 

財團法人文昌

宮慈善事業基

金會 

凡學期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德行及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

且未領有校內清寒及急難救助類獎助學金之清寒優秀學生。 
3名 3名 

每名 

2,500元 

1.申請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於公 

  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應檢附成績單、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

及 

  相關證明文件。 

急難 11 
「簡朝陽先生與呂鳳珠

女士」學生急難救助金 
100,000元 

簡朝陽先生與

呂鳳珠女士 

一、在校生突遭意外、重病或家庭突遭變故，以致家庭經濟陷

入困境者。 

二、經導師、科主任或在校老師依據事實協助提出申請。 

三、同一事實申請以一次為限。 

1.突遭意外受傷者，核撥救助金新

台幣 3,000元。 

2.突遭意外以致傷殘或領有重大傷

病卡者，核撥救助金新台幣 5,000

元。 

3.家庭突遭變故，以致家庭經濟陷

入困境者，核撥救助金新台幣 8,000

元。 

1.事實發生三個月內申請。 

2.請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格。 

3.須附醫療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卡或其

他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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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 12 
正則學園急難救助獎助

學金 
 日本正則學園 

一、在校生突遭意外或重病者申請時頒發。 

二、可由導師或科主任依據事實協助提出申請。 
  

視孳息 

而定 

1.學期中皆可申請。 

2.申請者(老師或學生)請至註冊組領取申

請表格。 

3.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成績

優良 
13 

台北市文昌宮優秀學生

獎學金 
150,000元 

財團法人文昌

宮慈善事業基

金會 

凡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德行及體育成績八十分以

上，且未領有校內成績優良類獎學金之品學兼優學生。 
3名 3名 

每名 

2,500元 

1.由註冊組主動篩選全校前三名學生(各

班至多一名)頒給獎學金。 

2.第 13~16項以不重複為原則。 

成績 

優良 
14 

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

金 

本校合作社 

提供 

開南商工 

合作社 

一、學業標準：總平均達 80分(含)以上，無不及格科目。 

二、德行評量：當學期無受小過或累計達小過(含)以上處分。 

三、當學期未領有校內各項成績優良類獎學金。 

四、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之學生，若第一名同學不符前三項標

準者，將往後推算，皆無符合者，該班本項從缺。 

五、若班級學業成績第一名超過一名時，依優先順序：懲處少

者(前一學期改過銷過後)＞實習成績＞體育成績，篩選較

優一名頒給獎學金。 

每班 

1名 

每班 

1名 

每名 

1,000元 

1.上、下學期各頒一次。 

2.上學期二、三年級學生。下學期一、

二、 

  三年級學生。 

3.由註冊組主動篩選辦理。 

4.第 13~16項以不重複為原則。 

成績 

優良 
15 王武雄校友獎學金 200,000元 王武雄校友 

一、本校二、三年級在學學生。 

二、前學年成績：學業成績 80分以上。 

三、德行評量良好，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四、每年核發一次。 

綜合高中 

2名 

職業工科 

2名 

無 
每名 

600元 

1.每學年頒一次。 

2.上學期開學後由註冊組主動篩選辦

理。 

3.以學年總平均高低遴選，曾獲頒甲乙種

成 

  績優良獎學金者除外。 

4.第 13~16項以不重複為原則。 

成績 

優良 
16 蕭柏舟校友獎學金 160,000元 蕭柏舟校友 

一、本校二、三年級在學學生。 

二、前學年成績：學業成績 80分以上。 

三、德行評良好，獎懲記錄功過相抵後無警告處分者。 

四、每年核發一次。 

職業商科 

3名 
無 

每名 

1,000元 

1.每學年頒一次。 

2.上學期開學後由註冊組主動篩選辦

理。 

3.學年總平均高低遴選，曾獲頒甲乙種成績 

  優良獎學金者除外。 

4.第 13~16項以不重複為原則。 

成績

優良 
17 

李秉煌校友清寒優秀學

生獎助學金 
1,000,000元 

李秉煌校友 

家屬 

1.低收入戶家庭學生，每學年一名，由註冊組依前一學年學業

成績校排順序主動篩選。 

2.德行成績評量良好，改過銷過後無小過以上處分者。 

3.無曠課紀錄。 

1名  

以捐款金額

孳息，提供

每學年 1萬

元獎助學金 

1.108學年度起適用。 

2.第一學期開學後由註冊組主動篩選，

當學期獲獎學生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各項清

寒獎助學金。 

成績

優良 
18 

再興文教基金會獎助學

金 
 劉宗信先生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報名且取得全民英檢初級、多益普級與

G-telp第四級證照之學生，且符合以下條件者： 

1.依法核定之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有書面證明

者。 

2.家庭遭遇變故，致生活陷於困難，經導師認定並提出書面

  
每名 

500元 

1.取得證照後一個月內檢附申請書提出申 

  請。 

2.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影 

  本。 

3.經導師認定後由學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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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者。 

品格 

優良 
19 

陳嘉男校友品格優良獎

助學金 
 陳嘉男校友 

本校在校學生皆可申請，申請條件優先順序與審查項目如下： 

一、品行優良：前學期「德育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學業

成績七十分以上；未受警告(含)以上處分（曾受處分，但

於學期內申請改過銷過合格者）。 

二、有孝順父母、刻苦勤學、熱心服務、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等

特殊事蹟，足堪為師生楷模者。 

三、參加校外競賽者、表現優異，堪為同學模範者。 

四、其他具備值得表揚事蹟者。 

★同一特殊事蹟或成績表現已申請且獲獎者，不得重覆申

請！ 

2名 2名 
每名 

1,500元 

1.申請者(學生)至註冊組領取申請表，並 

  於公告時間內申請辦理。 

2.導師、科主任或在校老師可推薦。 

3.申請名額超過時，由校長及相關處室主 

  任、科主任、導師組成的『陳嘉男校友品 

  格優良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決議核發名 

  單與金額。 

比賽 20 陳雲鵬 老師獎學金 136,398元 陳雲鵬老師 
依教學組所公開舉辦之作文、書法比賽，各年級第一名得獎

名單。 

各年級 

1名 

各年級 

1名 

每名 

300元 

1.依教學組公佈得獎名單後，由註冊組辦 

  理。 

2.每學年舉辦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