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105 年 11 月 21 日第 17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8 年 7 月 26 日第 18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成立主旨：為獎勵各學年度本校高、國中部學習績優學生，設立本項實施辦法，
本辦法基本獎勵原則分為入學、在學及其他等項目獎學金，原則上各年度獎勵
準則不便，內容各項獎勵內容及條件，依各學年度學制變動或可略作修正。

第二條 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本委員會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 任、
總務主任、會計主任、註冊組長、生輔組長、教師代表…等組成之。
第三條 獎助學金種類、申請標準、日期及限制如下列：
(一)高一入學獎學金：本項獎學金每年總規模上限達 500 萬元(含贈品價值)。入學
學生原則以下列條件作為獎學金計算標準。如因符合獎學金資格入學人數過
多，以致總獎勵金額規模超過 500 萬元時，本校有權將超出獎學金之金額，依
所有獲獎之高一新生獎金按比例攤提扣減獎勵金額。
（1)免試就近入學獎學金：凡經免試入學管道進入本校高中部就讀者,依以下方
式獎勵：(106 學年度起實施)
1.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五科(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達「精熟」(5A)
或會考積分 25 分以上者，頒發新台幣 120,000 元。
2.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四科達「精熟」(4A)或會考積分 20 分以上者，頒發新
台幣 60,000 元。
3.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三科達「精熟」(3A)者，頒發新台幣 30,000 元。
4.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二科達「精熟」(2A)者，頒發新台幣 20,000 元。
備註： 1.前開獎學金為五科成績評量結果，且無「待加強」等級科目。
1. 為配合教育主管升學制度調整，本校亦保留最終修正權利。

2. 直升班外考不適用上開條例。
（2)直升入學獎學金：凡經直升入學管道進入本校高中部就讀之本校國中畢業
生，於入學之後，依以下方式獎勵：(成績計算至國三上學期，共計 5 學期
平均)
1. 國中學業排名前 1 至 5%者，頒發新台幣 200,000 元。
2. 國中學業排名前 6 至 10%者，頒發新台幣 140,000 元。
3. 國中學業排名前 11 至 15%者，頒發新台幣 110,000 元。
4. 國中學業排名前 16 至 20%者，頒發新台幣 80,000 元。
5. 國中學業排名前 21 至 30%者，頒發新台幣 40,000 元。
6. 國中學業排名前 31 至 40%者，頒發新台幣 20,000 元。
7. 國中學業排名前 41 至 50%者，頒發新台幣 15,000 元。
備註：1.上述入學獎學金僅能就入學身分「擇一」申請，不適用「擇優」申請。
2.直升班同學不適用「免試就近入學獎學金」
(二)在學績優獎學金：分為高中部、國中部獎學金本項獎學金每年總規模上限
達 180 萬元，分別獎勵如下列：
(1)高中在學績優獎學金：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德行成績
達 80 分以上，且至提交獎學金前，完成遷善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
1.高一、二學生適用：依前一學期「學期成績」總平均標準發放在學績優
獎學金，學期成績（含藝能、生命教育與軍訓各科乘以學分數）平均年
級排名第 1 者，發給獎金 10,000 元整；第 2～3 者，發給獎金 8,000 元
整；第 4～5 者，發給獎金 6,000 元整；第 6～10 者，發給獎金 4,000
元整。
2.高三學生適用：依前一學期「學期成績」總平均標準發放在學績優獎學
金，分組後若僅有第一類組及第三類組，則敘獎辦法比照前開第一項規

定適用之。如分組後涵蓋第一、第二類組，則全年級給獎 20 名，敘獎
方式依分組後各組人數比例分配之，該名次級距給獎金額，比照前開第
一項規定辦理。
(2)直升在學績優獎學金：凡由本校國中部經由校內免試直升管道直升本校高中
部學生，凡前一學期學科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德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且
至提交獎學金前，完成遷善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依前一學期「學期成績」
發放在學績優獎學金：
1.年級排名第 1-5 名，發給獎金 18,000 元整。
2.年級排名第 6-10 名，發給獎金 12,000 元整。
3.年級排名第 11-15 名，發給獎金 8,000 元整。
4.年級排名第 16-20 名，發給獎金 5,000 元整。
(3)國中部在學績優獎學金：凡前一學期學科成績平均達 90 分以上，德行
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至提交獎學金前，完成遷善銷過後無懲處紀錄者，
依學期成績(學習領域)發放在學績優獎學金。
1.全年級排名前 3 名者，每人發給獎金 15,000 元整。
2.全年級排名前 4-10 名者，每人發給獎金 10,000 元整。
3.全年級排名前 11-20 名者，每人發給獎金 5,000 元整。
前開獎學金相關注意事項：
․凡獲頒入學資優或在學績優獎學金者，不論因何故在畢業前轉、休學者，皆應

全額退還所領受獎學金。
․在學績優獎學金僅能擇一申請。
(三)其他各項獎學金(申請細則另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訂定規範，應避免讓
同一位學生錄取同質性相近之獎助學金)
1 .林木桂先生德育獎學金：高中部及國中部上一學期德行(日常表現)成績最
優，高、國中各一名，每名發給獎金 4,000 元整。
（本獎學金由本校前董事
林木桂先生基金提供。）
2 .邊通漢神父德育獎學金：高中部及國中部上一學期德行(日常表現)成績次
優，高、國中各一名，每名發給獎金 3,000 元整。（本獎學金由本校前總
務主任邊通漢神父基金提供。）
3 .郭若石總主教德育獎學金：每學年上學期發放一次；凡在本校就讀滿五年，
無重修或補考記錄,且無懲處記錄或已完成遷善銷過程序，上學年德行成
績最優經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評定合格，每名發給獎金 4,000 元整。
（限高三同學申請，本獎學金為紀念本校前董事長郭若石總主教而設，每
年受獎以三名為限。）
4 .范文忠神父德育獎學金：每學年上學期發放一次；凡在本校就讀滿四年，
無重修或補考記錄，且無懲處記錄或已完成遷善銷過程序，上學年德行成
績最優經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評定合格，每名發給獎金 3,000 元整。
（限高二同學申請，本獎學金為紀念 本校前校長范文忠神父而設，每年
受獎以三名為限。）
5 .劉嘉祥神父助學金：每學年上學期發放一次；凡在本校就讀滿三年，無懲
處記錄或已完成遷善銷過程序，上學年德行成績最優經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

員會評定合格，每名發給獎金 2,000 元整。（限高一同學申請，本獎學金為
紀念本校前校長劉嘉祥神父而設，每年受獎以五名為限。） 推薦截止日期：
【上學期九月底】【下學期三月底】
6.校內定期、模擬考、複習考試評量成績最佳獎學金：分為高中部、國中部獎
學金本項獎學金每年總規模上限達 30 萬元，分別獎勵如下列：於每次各式
評量後發放，各年級成績排名獎勵最多至前六名（各類組按比例分配）每名
獎金 500 元；各班排名第一者，每名獎金 300 元。詳細獎勵系則由教務處另
訂，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7 .青年奮鬥獎學金：凡具有奮鬥上進精神與事實之本校在學學生，經由本校
任何一位教職員撰寫推薦書表，並送本校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每名發給獎學金2,000元整；每學期受獎以5名為限。
推薦截止日期：【上學期九月底】【下學期三月底】
8 .林國長先生獎學金：凡於申請期限內失業且領有失業勞工證明者（需在有
效期限內）
，檢附證明文件正本及申請書乙份，每學期受獎以 3 名為限，每
人補助當學期 10,000 元。
推薦截止日期：【上學期九月底】 【下學期三月底】
9 .于浤滎先生助學金：為落實協助清寒或家境突遭變故學生安心就學，凡家
境清寒、經濟突遭重大變故者得由導師推薦提出申請，申請人須前學期學
習成績平均達及格以上，無懲處紀錄者，本案助學金額為一人一學期 6,000
元。並得視申請人之實質特殊狀況，經捐助人同意授權下，調整最終助學
金額。(該獎助金須經面談後始得申請提出)
推薦截止日期：【上學期九月底】【下學期三月底】

10.其他獎助學金：除校外提供之多種獎助學金外，尚有歷屆家長委員如林錫
埼先生、陳吉良先生等提供之獎助學金，其金額自 5,000 元至 10,000 元不
等，其發放標準按提供者意願訂定之；其申請時間及方式由教務處臨時公
佈之。
第四條

學生於獎學金受獎後，如經貳次書面通知後，仍遲不領取者，本校保有取消資
格之權利。

第五條

本辦法自 105 學年度起實施；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如不涉及總
獎勵金額變動，授權由行政會議討論修正並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