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學文教基金會簡介
一、設立日期：桃縣府八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核准文號：（83）府教社字第 235509 號。
二、設立目的：改善學校環境，發展校務，獎勵教師研究進修，
獎勵學生促進敦品勵學為目的。
三、設立地址：桃園市楊梅區高獅路五號 電話：（03）4783349
四、基金來源：捐款。
五、基金數額：2,400,000 元
六、稅籍號碼：380410001
七、扣繳編號：95926488
八、帳戶：
1 郵政劃撥帳戶
戶名：財團法人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文教基金會
帳號：50016359
2 土地銀行楊梅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國立楊梅高級中學文教基金會
帳號：137001000263
行庫代號：005－1378
九、會計年度：每年自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經費支出：（一）每年基金孳息。
（二）法人成立後每年勸募所得。
十一、組 織：
（一）第一屆董事共十九人。
任期:自八十四年元月一日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董事長：謝孝德。
常務董事：孔建國 郭治華 周新明 傅鑫福 童永康 許國泰（任期一年）。
董事：蕭治泰 廖吳金 張松雄 洪文良 江政福 羅廷鈞
李光政 彭聖鑑 黎傳發 陳懷生 葉思亮 鍾信賢
謝福洲（任期三年）
執行秘書：八四至八五年：謝福洲
八六至八七年：黎傳發
（二）第二屆董事共十七人。
任期：自八十八年元月一日至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董事長：傅鑫福
常務董事：鍾香華 謝孝德 何仁政 周新明 童永康 邱清杰。
董事：蕭治泰 廖吳金 彭聖鑑 黎傳發 陳懷生 鍾信賢
謝福洲 邱敏勳 柳運財 古秀烽
執行秘書：黎傳發
（三）第三屆董事共十九人。
任期：自九十二年元月一日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董事長：何仁政
常務董事：鍾香華 傅鑫福 蔡鴻基 羅鳳珠 呂源金 劉啟田。
董事：周新明 謝孝德 彭聖鑑 黎傳發 童永康 邱清杰
謝福洲 邱敏勳 柳運財 古秀烽 涂義武 鄧仁艾
執行秘書：黎傳發
（四）第四屆董事共二十一人。
任期：自九十五年元月一日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董事長：蔡鴻基
常務董事：蘇景進 劉啟田 何仁政 張榮光 謝福洲 胡翼堂。
董事：羅鳳珠 謝孝德 彭聖育 黎傳發 童永康 姜玉蘭 吳秀玲
林鈴慈 謝美慧 葉斯水 陳鴻鈞 王春明 邱敏勳 吳傳堅
顧問：呂源金 鍾香華 傅鑫福 范振勇 古秀烽 周新明
執行秘書：黎傳發
（五）第五屆董事共十九人。
任期：自九十八年元月一日至一 0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董事長：張榮光
常務董事：蘇景進 劉啟田 蔡鴻基 謝美慧 彭賢茂 羅鳳珠
董事：謝孝德 彭聖育 黎傳發 姜玉蘭 何仁政 張琪玲
林鈴慈 葉斯水
顧問：呂源金 鍾香華
謝福洲 宋美芬
執行秘書：黎傳發
（六）第六屆董事共十九人。
董事長：羅鳳珠
常務董事：林桂鳳 蔡鴻基
董事：劉啟田 龎勝軒
官德華 邱敏勳

陳鴻鈞 王春明 邱敏勳 林裕豐
傅鑫福 范振勇 古秀烽 周新明

顧問：蘇景進 謝孝德
洪素珍 黎縉亨
張立鈴 徐碧雲
（七）第七屆董事共十九人。
董事長：謝美慧
常務董事：林桂鳳 蔡鴻基
董事：劉啟田 王春明
蔣一玲 張琪玲
顧問：蘇景進 謝孝德

傅鑫福 呂源金 古秀烽 范振勇 宋美芬
鍾國棋 詹文仲 王棋弘 詹美華 曾聰明
謝銀珠 劉宗淡 葉明隆 謝榮清

張榮光 謝美慧 葉斯水 曹爾居
王春明 林鈴慈 彭聖育 陳榮康
蔣一玲 張琪玲 謝細英 黎傳發

張榮光
林鈴慈
劉湘櫻
傅鑫福

羅鳳珠
彭聖育
楊青山
呂源金

葉斯水 林森祺
陳榮康 官德華
黎傳發
古秀烽 范振勇 宋美芬

洪素珍 黎縉亨 鍾國棋 詹文仲 王棋弘 詹美華 張立鈴
徐碧雲 謝銀珠 劉宗淡 葉明隆 謝榮寶 龎勝軒 曹爾居

楊慶勤 范滿妹 徐素娥
執行秘書：104-105 黎傳發 106 楊青山
（八）第八屆董事共十七人。
董事長：謝美慧
常務董事：鄒岳廷 蔡鴻基
董事：彭聖育 張琪玲
呂朝福 楊青山
顧問：蘇景進 林桂鳳
古秀烽 呂源金
周君樹 郭枝明
執行秘書：107 劉湘櫻

葉斯水
龔鑫運
賴俊帆
謝孝德
洪素珍
龐聖軒

林森祺 林鈴慈 王春明
范振勇 陳素秋 范文康 李典潁
傅鑫福 張榮光 羅鳳珠 劉啟田
宋美芬 詹美華 劉宗淡 黎傳發

十二、會 議：每年二次。
十三、檢 附：一 0 七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一。

附件一

財團法人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文教基金會
第七屆 107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
（107/1/1---107/12/31）

一、依

據：本會第八屆 107 年度第一次董事會議之決議。

二、目

的：改善環境、發展校務、獎勵教師研究進修、促進學生敦品勵學為目的。

三、業務項目：1 學生清寒獎助金 2 教育研究獎助金 3 獎助社團及活動
4 協助校務發展

5 一般業務推展

四、實施內容：
工 作 項 目
（一）1 學生獎助金

單位：元
執行單位

1 廣源慈善基金會獎助金

註冊組

2 梅岡獎助學金

輔導室

3 陳鴻文先生獎助金

註冊組

4 張耿榮獎助學金

註冊組

5 張耿榮急難救助金

學務處

6 立多祿公司

註冊組

7 新業精工公司

註冊組

以上（一）不列入本會預算

預算金額
669,940

備

288,000 專款專用另帳管理
30,000 專款專用另帳管理
200,000 專款專用
100,000 專款專用
50,000 專案專用
50,000 專款專用
50,000 專款專用

註

（二）教育研究獎助金
1 教學、行政獎助活動
2 認輔獎助
（三）獎助社團及活動
1 梅岡文學獎
2 梅岡美展
3 木棉獎音樂才藝競賽
4 梅岡體育獎
5 職科各項競賽獎
6 學生校內外活動費
7 獎勵英檢及重要競賽
8 校外競賽優勝獎勵
9 松韻獎英文歌唱競賽
10 紅土藝術空間美展

115,000
人事室 11,000 元
教務處等 100,000
輔導室 15,000
375,000
現代詩、散文、小小說、科幻小說
活動組 24,000
母親節卡、美術班美展
活動組 10,000
活動組
體育組

20,000
16,000

就業組
學務處
實研組
各處室
實研組

75,000
80,000
40,000
40,000
20,000

管樂社 2 萬

圖書館

50,000

兩次
150,000

（四）協助校務發展
1 校慶活動

活動組

10,000

2 畢業典禮活動

訓育組

65,000

3 捐贈校友會活動費

基金會

60,000

4 預備金

各處室

15,000

（五）一般業務費
合計（二）至（五）

水上 5000、陸上 11000

基金會

60,000

7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