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計畫推廣活動
安心就學獎助學金與C主軸重點方案推廣

說明會



一、因應 COVID-19   ( 武漢肺炎 ) 
疫情本校配合延至3月2日開學，今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安心就學獎助學
金順延收件日至6月1日，上半年
【申請期間】3/9〜6/1(含補件)；
【審查核撥】6/1〜6/30，下半年
【申請期間】9/2〜11/16(含補件)；
【審查核撥】11/18〜12/8。
二、請有意申請同學參閱本校學務
處高教深耕專頁：
https://www.ncyu.edu.tw/stude/gra
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60972

三、申請方式請詳閱【實施辦法】
與【說明簡報】。相關表單請於
【109（上半年）附件綜合包】下
載。至學務處繳交資料請依政策做
好防疫措施戴口罩，本處備有消毒
液，進出洽公可以使用。相關問題
洽詢學務處高教深耕獎助學金專線
271-7058。

安心就學獎助學金說明



申請安心就學獎助學金
一次就上手

學生事務處 獎助學金審查小組製
109年 適用



國立嘉義大學
提升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助學金

因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第一部分
計畫書附錄1辦理。

故又可稱為高教深耕獎助學金

依據

109年度申請流程與表單有大改版
請務必詳細閱讀本簡報以及實施辦法條文



獎助數據

108年發放情形：

核發人次：

核發總金額： 約7,500,000元

總計1,071人次

申請人數：超過1,000人



留意時間！

上半年(109年)
 申請送件：3/9〜6/1(含補件)
 審查核撥：5/20〜6/30

下半年(109年)
 申請送件：9/2〜11/16(含補件)
 審查核撥：11/18〜12/8



該怎麼申請呢？

 Step1：確認是否符合補助身分

 Step2：選擇想要申請的獎助學金種類

 Step3：準備資料與送件

 Step4：等待審查結果

迷思澄清：並非有申請就是通過喔！
需要經過審核，審核通過才會核發。



跟著步驟走！

 STEP1：確認是否符合身分
具中華民國國籍本校在學學籍大學部、進學班、碩士班、博士班學生
(前述皆不含公費生及在職專班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原住民學生
*上述五項須具備學雜費減免資格

 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助學計畫)補助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身分佐證

低、中低收入戶 1.區公所所開立之低、中低收入證明(影本可)
2.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特殊境遇家庭 1.須為政府機關開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2.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原住民學生 1.戶籍謄本(非戶口名簿)
2.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
補助

1.108學年通過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證明(書面、網頁列印皆可)
2.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2.申請人本人(學生自己)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
審核通過者

1.請附證明文件（系所推荐，請附導師證明文件）
2.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註冊繳費證明單於校網→ E化校園→學雜費繳費單暨繳費證明單系統列印

以上若為辦理學貸之同學，為佐
證已註冊，改附對保收執單影本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webfee/default.aspx


注意事項！

 不論是否曾申請，109年度均須檢附所有
文件。

 各式相關表單，請見安心就學獎助學金表
單下載專區。
https://ppt.cc/fW3w9x

https://ppt.cc/fW3w9x


接下來呢？

 STEP2：選擇想要申請的獎助學金種類
項目 金額(單位：元) 最高補助次數

課業輔導助學金 18,000 1次/年

課業學習助學金 12,000 1次/年

獎助學金A 依本校原有各項清寒獎助學金辦法補助

社會服務獎助學金（B） 10,000 1次/年

專業證照獎助學金 5,000 2次/年

專業培力獎助學金
短期培力：3,000
長期培力：15,000

2次/年

課業進步獎助學金 5,000 1次/年
產官學實習獎助學金 8,000 2次/年
產官學實習獎助學金 4,300 2次/年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獎助學金 10,000 1次/年



課業輔導助學金
課業學習助學金

 加入或自組讀書會(3人以上，申請人為成員之一)。

 讀書科目需為專業必、選修科目。(本系、外系科目皆可)

 完成6次聚會討論。(每次不限時間長短，每次討論建議相隔2天以上)

 檢附成果報告(含照片)與相關表單。

 讀書會執行期間為：109/01/01-109/11/15。

申請1次/年

 課業輔導助學金條件為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或班級排名達前
25%(含)

 課業學習助學金條件為當年度請假時數不得超過上課總時數 10%(不得有曠課紀
錄)且無單一科目低於60分(大一剛入學新生免付成績單)；完成導師(或教師)輔導
晤談紀錄

 可同時申請這兩項助學金，但必須為不同的讀書會團體(成員可部分重複)。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18,000
12,000



社會服務獎助學金

 曾經擔任社團幹部或近兩學期曾經參與社會服務活動者。

 需參加學務處安心就學系列活動每年至少1場次(已公告)

a.近二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達70分以上或班級排名
達前25%(含)以內，且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b.低收、中低收入戶或家中遭逢重大變故者(可不用看成
績)

 不用再附導師推薦信。

 檢附證明與相關表單。

申請1次/年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10,000

社會服務活動：指校內、外團體機構辦理之公益服務性質活動，
例如：擔任志工、社區服務、弱勢學童關懷、老人關懷等等
(時數至少3小時)



專業證照獎助學金

 符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教育部認可、本校各院系專
業證照提報其中之一即可。若為特殊證照可由審查小組認定。

 證照取得時間為108年11月1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每年最多申請2次為原則，同一證照不得重複申請。

 本校所認可之專業證照項目(包含各類英檢認可基準)，公告
於學務處高教深耕計畫網頁。
http://www.ncyu.edu.tw/stude/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
=62099

 檢附證照影本、考試心得

申請2次/年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5,000

http://www.ncyu.edu.tw/stude/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62099


專業培力獎助學金

 短期培力：
校內或校外單位辦理之非學制內專業課程6小時以上。但不包含講
座、研習、研討會及營隊。或參加社團活動課程10小時以上。
 長期培力：
校內或校外單位辦理之非學制內專業課程32小時以上。但不包含
講座、研習、研討會及營隊，亦不包含社團活動課程。同一課程
才能累積時數。每年最多申請2次為原則，同一課程不得重複申請。
 若課程較特別，將由審查小組開會認定。
 檢附課程出勤佐證、成果報告及相關表單。
培力課程時間為108年11月1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加註說明：補習班課程若為課業、升學、公職考試類不在補助範
圍內。家教課程為私人非公開課程亦不在補助範圍內。

申請2次/年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3,000
15,000



課業進步獎助學金

 申請人近兩個學期成績班級排名相較進步1%(0.01)以上。

 申請人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並無單一科目低於60分。

申請1次/年

進步率計算 = 前一學期
班排名

班級人數
−該學期

班排名

班級人數

5,000

題外話：上學期考第一名的怎麼辦呢？

簡單來說，假設班級人數有40人
只要進步1名即達到標準



競賽成就獎助學金

 申請人於今年度各類公開賽事，以學校名義參加競賽，包含個
人組或團體組。

 每年最多申請2次為原則，同一賽事不得重複申請。
 若參加之賽事種類較為特別少見，得由審查小組認定。
 獎狀時間為108年11月16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

申請2次/年

縣市/區域級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獎助金額 5,000 3,000

全國級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獎助金額 10,000 6,000

國際級(境內)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獎助金額 20,000 15,000

國際級(境外)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獎助金額 50,000 30,000



產官學實習獎助學金

 今年度至國內外產業、政府、學校機構或單位實(見)習。

實習時數至少5天以上且合計至少36小時(含)以上。

見習時數至少累計10小時(含)以上。

每年最多申請2次為原則，同一機構不得重複申請。

 實(見)習期間可為：108年11月16日- 109年11月15日

 檢附成果報告書、出勤佐證、相關表單。

申請2次/年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產官學見習獎助學金
8,000
4,300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獎助學金：

 通過系所甄選，具預備研究生之資格且完成系所規定修
讀學、碩士一貫學程相關要點。

 完成本校碩士班相關入學手續後，方得申請。

(即碩一時申請，大四還不能申請)

 檢附碩士班第一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以及相關文件。

申請1次/年

申請の小技巧分享

10,000



著手準備資料吧！

1.上學校網站→學生事務處→左邊業務專欄找「高
教深耕-深耕助學計畫」→下載申請表以及相關
附件表單(一份申請表對應一個項目)https://ppt.cc/fW3w9x

2.填寫完畢，檢查資料是否齊全

(請務必繳交附件檢核表)

3.送系辦核章★ ★ ★

4.請系辦以公文封傳遞至蘭潭學務處

或自行送至蘭潭學務處

https://ppt.cc/fW3w9x


申請範例

 小明同學是低收入戶的身分，想申請課業學習助學金跟社會
服務獎助學金這兩項，該準備哪些資料呢？

1.弱勢身分佐證文件*1份 (區公所所開立之低收入證明、本學期
註冊繳費證明單)

2.申請表*2份(各需1張紙本，申請幾份就需要幾張)
3.收據*2份(各需1張，申請幾份就需要幾張)
4.附件檢核表*1份(共用1張即可，必備)電子檔寄承辦人
5.歷年學科成績單*2份(各需1張，影本可)
6.讀書會成果報告書*1份（電子檔寄承辦人）
7.對.教師晤談輔導紀錄*1份(自行找導師或系上老師)電子檔寄承
辦人
8.校務系統-出缺勤紀錄*1份(查詢1/1至申請當日，列印網頁)
9.校務系統-獎懲紀錄*1份
10.社團幹部證書或社會服務活動證明*1份



常見問題整理

 申請表忘了先給系所蓋章就送件

 忘了附收據

 收據忘了附存摺或提款卡影本(或填寫不齊全)

 附件不齊全或有些地方忘了簽名

 逾期送件

 好擔心申請表學務處沒有收到

 沒有接到補件通知

 什麼時候知道審查結果？

 為什麼我沒有通過？

更多常見問題彙整：點此

獎助學金進度
查詢小工具

http://www.ncyu.edu.tw/files/site_content/stude/%E5%AE%89%E5%BF%83%E5%B0%B1%E5%AD%B8%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5%B8%B8%E8%A6%8B%E5%95%8F%E9%A1%8C0325.pdf


補助優先排序

 當申請人數超過預定配額，採用以下補助優先排序：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助學計畫)補助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5.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6.原住民學生
7.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進一步比較：尚未請領過者>年級較高者>系所申請人數較少者)
參與APP程式設計班及多國語文檢定者，相同積分可提前比序。

 109年採統一時程收件、審查。



還是有疑問嗎？
沒關係！歡迎來電詢問
(05)271-7058 學務處
高教深耕獎助學金工作小組諮詢



工商廣告

嘉大LINE@ 生活圈

•第一手活動消息，立馬掌握

•重要申請資訊，不再錯過

•學生事務反映，隨時暢通

請多多推廣唷！



工商廣告 III

本校高教深耕網站

https://hep.ncyu.edu.tw/

深耕計畫其他主軸宣傳

https://hep.ncyu.edu.tw/


工商廣告 III

請掃碼填答意見

深耕計畫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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