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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霧臺鄉傑出人才獎勵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6年 10 月 18日審查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年 06月 11 日屏霧鄉民字第 10830695000號 

                                             中華民國 110年 08月 23 日屏霧鄉民字第 11030929700號 

一、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及培養本鄉傑出人才，並使本所

發放獎勵金有所遵循，特依據「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

畫」訂定本要點。 

二、 經費來源由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回饋金年度預算提撥。案件依

申請順序辦理，若當年度預算已經用罄，須俟明年度預算核定通過後再行

受理申請。若新年度回饋金不再補助，即取消受理申請。 

三、 申請人須符合獎勵項目，並於申請時及獎勵事實發生時皆設籍本鄉四個月

以上並有居住事實者。 

四、 申請人應於獎勵事實發生之當年度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所提出申請，逾

期者不予受理： 

 (一) 申請表(如附表一至四，依申請類別擇一，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 四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 1份。 

 (三) 居住事實證明書(如附表五)。 

 (四) 領款收據(如附表六)。 

五、 獎勵項目 

 (一) 升學 

  1. 考取大專校院者，學科能力測驗報考科目成績均達前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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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進入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就讀者，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五科均

達精熟(A)以上且寫作五級分以上者。 

  3. 同一學生領取前二目獎勵金各以一次為限，入學後休學者，

嗣後亦不得重複申請。 

 (二) 學術專門著作 

1.各學門領域經出版之著作，以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身分發 

  表，經國內外出版(發行)單位正式審查通過，並獲得相關領域 

  學者普遍肯定之學術專門著作，予以獎勵。 

2. 一般教科書、純文學作品、純藝術作品、一般編纂著作、期刊 

   論文(應具有 ISSN 或 ISBN 等國際標準書號)。 

3. 通俗報導、翻譯作品、研討會論文集、研究成果報告等(該項 

另專案審查通過後才予補助)，程序如附表七。 

 (三) 體育人才 

  1. 參加各項體育比賽之選手、教練或在本鄉轄區內學校任教者。 

  2. 同一項目，年度內只能擇優申請一項獎項。如為邀請賽、排

名賽、表演賽、對抗賽、選拔賽、友誼賽、聯誼性活動或其

他非正式比賽，皆不在受理申請範圍。 

 (四) 藝能人才 

  1. 須為參加國際、全國、全縣三個層級之特殊才藝比賽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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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目，年度內只能擇優申請一項獎項。如為邀請賽、排名

賽、表演賽、對抗賽、選拔賽、友誼賽、聯誼性活動或其他

非正式比賽，皆不在受理申請範圍。 

  2. 比賽未列名次，而以等第評比頒獎時，依下表認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特優 優等 甲等 乙等   

優等 甲等 乙等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金牌 銀牌 銅牌 佳作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1)同一競賽以獎勵最高名次為限，其餘名次不核予獎勵。 

(2)若得獎獎項名稱未敘明名次且未列於此表內，或非以名次決定優

勝者，則取該項比賽最佳成績前六名獎勵之（依比賽屬性而定）。須

由申請人提供佐證資料後，再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並簽

請鄉長核定。 
 

 (五) 非前四項獎勵項目，惟依實際情形應給予獎勵者，另專案簽核。 

六、 獎勵方式 

 (一) 升學 

  1. 考取大專校院者，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 50級分以上者，考取

當年度獎勵新臺幣 10,000元。 

  2. 進入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就讀者，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五科均

達精熟(A)以上且寫作五級分以上者，入學當年度獎勵新臺幣

5,000元。 

 (二) 學術專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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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著作獎勵新臺幣 20,000元。同一著作不得重複提出申請。若

為共同著作，應檢附共同著作人同意書(如附表二之二)，且獎勵

金依申請者貢獻度比例發給。 

 (三) 體育人才 

  獎勵標準如附件一。 

 (四) 藝能人才 

  獎勵標準如附件二。 

七、 本所為審查本要點及申請案件，設獎勵金審查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委

員五人。審查委員為無給職，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若有未盡事宜或有

疑義時，由審查委員會開會議決之。 

八、 申請人檢附之文件均不退還；審核結果將另函通知；通過者獎勵金直接撥

入所提供之申請人帳戶。 

九、 本要點經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鄉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附件一【體育人才獎勵標準】 

說明： 

(一) 凡獲獎即得憑獎狀影本或成績證明申請獎勵金。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

頒給「團體獎」。 

(二) 參加各項競賽(含各單項錦標賽)者，同一組(級)參賽國家(地區)、縣市、鄉鎮之團體

及個人達 2~3人(隊)時，錄取 1名給獎；達 4~5人(隊)時，錄取 2名給獎；達 6人(隊)

以上時，錄取 3名給獎。但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為國家代表隊者，可提出國手證明或

由教育部體育署出具之代表隊名單及公函為證明文件者，不受參賽國及隊數之限制。 

(三) 所稱之「個人」，係指競技過程由選手一人獨力完成者；所稱之「團體」，係指競技過

程由選手二人以上共同參賽始可進行者。 

(四) 團體賽中，每隊由一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具領人以申請人為代表，獎勵金由申請

人本權責均分給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教練則以教練身分申請。 

 

國

際 

競賽名稱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 

世界中等學校運動會 

各身障奧林匹克運動會 

青年奧運會 

世界各單項錦標賽(含身障錦標賽) 

亞洲各單項錦標賽(含身障錦標賽)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教練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團

體

賽 

每隊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教練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全

國 

競賽名稱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全國運動會 

全民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教育部主辦之全國球類聯賽 

全國性各單項錦標賽(含身心障礙)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25,000 15,000 10,000 

教練獎金 25,000 15,000 10,000 

團

體

賽 

每隊獎金 25,000 15,000 10,000 

教練獎金 25,000 15,000 10,000 

 

其

他 

競賽名稱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全縣運動會 

全縣中小學運動會 

全縣各單項錦標賽 

排魯運動會(只取第一名) 

各項賽事(排除鄉運、村運、魯凱盃)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10,000 8,000 5,000 

教練獎金 10,000 8,000 5,000 

團

體

賽 

每隊獎金 10,000 8,000 5,000 

教練獎金 10,000 8,000 5,00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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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藝能人才獎勵標準】 

說明： 
(一) 凡獲獎即得憑獎狀影本或成績證明申請獎勵金。但設有「個人獎」之競賽項目即不再頒給「團體獎」。 

(二) 參加各項競賽者，同一組(級)參賽國家(地區)、縣市、鄉鎮之團體及個人達 2~3人(隊)時，錄取 1名

給獎；達 4~5人(隊)時，錄取 2名給獎；達 6人(隊)以上時，錄取 3名給獎。但經核定為國家代表隊

者，可提出證明或公函為證明文件者，不受參賽國及隊數之限制。 

(三) 所稱之「個人」，係指競技過程由選手一人獨力完成者；所稱之「團體」，係指競技過程由選手二人以

上共同參賽始可進行者。 

(四) 團體賽中，每隊由一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具領人以申請人為代表，獎勵金由申請人本權責均分給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教練則以教練身分申請。 

(五) 國際競賽係指由國際性組織協會、各國政府機關或學術團體所舉辦具知名度及公信力之大型國際競

賽，並由該機構署名發給優勝獎狀(牌)者；全國競賽係指中央各部會主辦或委辦之競賽，並由政府機

關署名發給優勝獎狀(牌)者；全縣競賽則為地方政府辦理之全縣或有正式立案之民間機構及大專校院

所舉辦之競賽，並由主辦機關署名發給優勝獎狀(牌)者。(各層級競賽標準並參酌各領域公會提供資料

認定)。 

 

國

際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個人賽 

選手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教練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團體賽 

每隊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教練獎金 35,000 30,000 28,000 25,000 22,000 20,000 

 

全

國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賽 

選手獎金 20,000 18,000 15,000 

教練獎金 20,000 18,000 15,000 

團體賽 

每隊獎金 20,000 18,000 15,000 

教練獎金 20,000 18,000 15,000 

 

全

縣 

                 名次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賽 

選手獎金 10,000 8,000 5,000 

教練獎金 10,000 8,000 5,000 

團體賽 

每隊獎金 10,000 8,000 5,000 

教練獎金 10,000 8,000 5,00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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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升學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獎勵事蹟 

(請勾選) 

□ 
考取大專校院者，學科能力測驗報考科目成績均達前標

者，考取當年度獎勵新臺幣 10,000元。 

□ 

進入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就讀者，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五科

均達精熟(A)以上且寫作五級分以上者，入學當年度獎勵

新臺幣 5,000元。 

檢附文件 

(請勾選) 

□ 申請表 

□ 四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 1份 

□ 居住事實證明書 

□ 領款收據 

□ 成績單影本 

□ 
學生證影本(須蓋有入學當學期註冊章)或在學證明(須註

明考取及入學年月) 

審核結果(本欄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其他審查意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主任 秘   書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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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一 【學術專門著作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獎勵事蹟 

每一著作獎勵新臺幣 20,000元。同一著作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若為共同著作，應檢附共同著作人同意書，且獎勵金依申請者

貢獻度比例發給。 

檢附文件 

(請勾選) 

□ 申請表 

□ 四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 1份 

□ 居住事實證明書 

□ 領款收據 

□ 已正式出版發行之專書乙式三冊 

□ 共同著作人同意書 

審核結果(本欄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其他審查意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主任 秘   書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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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學術專門著作共同著作人同意書】 

 

茲同意                (申請人)將學術專門著作                       

提出申請屏東縣霧臺鄉傑出人才獎勵金，除具名同意如下表外，並將各共同著

作人貢獻程度表列如下： 

 

共同著作人姓名 作品貢獻程度 

(加總為 100%) 
簽  章 

 ％  

 ％  

 ％  

 ％  

 ％  

 

此致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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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體育人才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獎勵事蹟 

(請勾選) 

□ 國際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 全國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 其他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檢附文件 

(請勾選) 

□ 申請表 

□ 四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 1份 

□ 居住事實證明書 

□ 領款收據 

□ 

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申請人姓名)為限。若主辦單

位係以獎盃、獎牌核頒無另發獎狀者，得以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

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之證明正本替代。 

□ 

佐證文件：教練應提出證明確為獲獎選手之教練秩序冊；選手應提

出證明參賽項目確實符合申請資格，如秩序冊、賽程表、國手證明

或教育部體育署出具之代表隊證明等。 

審核結果(本欄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其他審查意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主任 秘   書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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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藝能人才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獎勵事蹟 

(請勾選) 

□ 國際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 全國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 全縣競賽，名稱                                 

□個人賽□團體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須經本所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認定 

檢附文件 

(請勾選) 

□ 申請表 

□ 四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 1份 

□ 居住事實證明書 

□ 領款收據 

□ 

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申請人姓名)為限。若主辦單

位係以獎盃、獎牌核頒無另發獎狀者，得以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之

證明正本替代。 

□ 

佐證文件：教練應提出證明確為獲獎選手之教練；選手應提出證明

參賽項目確實符合申請資格，如秩序冊、賽程表、國手證明或主辦

單位出具之代表隊證明等。 

審核結果(本欄以下，申請人請勿填寫) 

□證件不齊，予以補件 

□資格不符，予以退件 

□資格符合，准予發給獎勵金新臺幣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其他審查意見：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主任 秘   書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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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居住事實證明書】 

 

  茲證明      (身分證字號：      )確實居

住於屏東縣霧臺鄉   村  鄰   街/路   巷   

號，特此證明。 

 

 

 

此證 

 

證明單位： 

 

 

村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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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領款收據】 

 

  茲領到屏東縣霧臺鄉公所核發   年屏東縣霧臺鄉傑出人才獎

勵金(□升學□學術專門著作□體育人才□藝能人才□其他        )，

共計新臺幣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額部分，承辦單位填寫> 

 

此致 

  屏東縣霧臺鄉公所 

 

 具領人簽章：                 <務請簽名並蓋章 > 

 具領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請提供郵局帳戶(具領人須學生或父母一方或監護人)，若提供他行帳戶則須自行負擔匯費 

 

郵局存簿：局號         ；帳號          

 

銀行存簿：      銀行；銀行代碼     ；銀行帳號：           

 

戶名：        (郵局或銀行戶名) 

 

 

存摺影本請粘貼於此處(須與上列填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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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屏東縣霧臺鄉傑出人才獎勵實施要點學術專門著作第(3)項- 

資格審查原則 

獎勵項目 類別 審查原則  

學術專門著作 通俗報導、翻譯作品、

研討會論文集、研究成

果報告等 

   

（一）資格審查 

1.由本所承辦單位進行資格審查。 

2.審查條件： 

  （1）申請者資格是否符合。  

  （2）表格填寫是否符合規定。 

  （3）資料是否齊備。 

（二）實質審查  

1.本所聘請審查委員進行實質審查。 

2.通過資格審查之申請案即進入實質審

查。 

3.實質審查會議採合議制，進行逐案討論

與計分，依分數排名列優先順序。 

（三）審查委員組成 

1.實質審查會議由審查委員中聘請 3 至 5 

人組成審查委員會， 並因應送審文件邀請

具學專業領域之委員。  

2.審查委員不得接受外界請託，亦不得對外

公開審查之過程。  

(四)公布  

1.各申請案之審查結果將公布於本所網站。 

(五)撥款  

1.辦理補助經費核撥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