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就學獎助學⾦安⼼就學獎助學⾦
國⽴嘉義⼤學

⾼等教育深耕計畫

◆ NCYU  STUDE
◆

111年度

下⼀⾴



補助對象補助對象

1. 低收⼊戶學⽣

5. 特殊境遇家庭⼦⼥、孫⼦⼥

2. 中低收⼊戶學⽣

6. 原住⺠學⽣

3.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補助學⽣

7.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4. ⾝⼼障礙或⾝⼼障礙⼈⼠⼦⼥

8. 懷孕學⽣、扶養3歲以下⼦⼥之學⽣

◆ NCYU  STUDE

◆

下⼀⾴

上⼀⾴



⾝分佐證⾝分佐證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學⽣

低收、中低⼊戶學⽣ 區公所所開⽴之低、中低收⼊證明(影本可)區公所所開⽴之低、中低收⼊證明(影本可)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補助學⽣ 以最近通過教育部弱勢助學⾦補助證明以最近通過教育部弱勢助學⾦補助證明
新⽣ → 最近財產清單證明 ( 財產不超過650萬，所得不超過70萬、利息不超過2萬。)新⽣ → 最近財產清單證明 ( 財產不超過650萬，所得不超過70萬、利息不超過2萬。)

特殊境遇家庭⼦⼥、孫⼦⼥ 政府機關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政府機關開⽴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障礙或⾝⼼障礙⼈⼠⼦⼥ (1)⾝⼼障礙⼿冊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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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本⼈(學⽣⾃⼰)⾝分證正反⾯影本  
未申請學雜費減免者 → 前⼀學年度⽗、⺟、⾃⼰各類綜合所得清單 < 220萬未申請學雜費減免者 → 前⼀學年度⽗、⺟、⾃⼰各類綜合所得清單 < 220萬

原住⺠學⽣ 戶籍謄本(⾮戶⼝名簿)戶籍謄本(⾮戶⼝名簿)

⾃述切結書及相關證明⽂件⾃述切結書及相關證明⽂件

醫⽣診斷證明或媽媽⼿冊醫⽣診斷證明或媽媽⼿冊

扶養3歲以下⼦⼥之學⽣ 三個⽉內戶籍謄本(⾮戶⼝名簿)三個⽉內戶籍謄本(⾮戶⼝名簿) 下⼀⾴

上⼀⾴



獎助種類獎助種類   
18,000元18,000元
12,000元12,000元

  
5,000~30,000元5,000~30,000元
3,000~10,000元3,000~10,000元
6,000~15,000元6,000~15,000元

  
  

依本校原有各項清寒獎助學⾦補助依本校原有各項清寒獎助學⾦補助
10,000元10,000元
5,000元5,000元

短期3,000元/⻑期15,000元短期3,000元/⻑期15,000元
5,000~10,000元5,000~10,000元  

前三名3,000~50,000元前三名3,000~50,000元
4,000~12,000元4,000~12,000元

3,000元3,000元
10,000元10,000元

課業輔導助學⾦課業輔導助學⾦
課業學習助學⾦課業學習助學⾦
跨域學習助學⾦跨域學習助學⾦

1.輔系或雙主修學習1.輔系或雙主修學習
2.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習2.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習

3.外系專業選修學程學習3.外系專業選修學程學習
  
  

獎助學⾦A獎助學⾦A
多元服務獎助學⾦多元服務獎助學⾦
專業證照獎助學⾦專業證照獎助學⾦
專業培⼒獎助學⾦專業培⼒獎助學⾦
課業穩定獎助學⾦課業穩定獎助學⾦
競賽成就獎助學⾦競賽成就獎助學⾦

產官學實習獎助學⾦產官學實習獎助學⾦
產官學⾒習獎助學⾦產官學⾒習獎助學⾦

碩⼠學位課程先修獎助學⾦碩⼠學位課程先修獎助學⾦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依各項⽬規定依各項⽬規定
1次1次
3次3次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2次2次
1次1次

  學 習 獎 勵 ⾦  

  獎 勵 助 學 ⾦    ⾦ 額  

  最⾼補助次數/年  

  最⾼補助次數/年  

  ⾦ 額  

◆
N

CY
U  S

TUDE ◆

下⼀⾴

上⼀⾴



★�課業輔導助學⾦�18,000元�/�1年2次

(1) ⾃組或加⼊讀書會(3⼈以上)。(1) ⾃組或加⼊讀書會(3⼈以上)。
(2) 課輔科⽬為專業必修、選修。(本系、外系科⽬皆可)(2) 課輔科⽬為專業必修、選修。(本系、外系科⽬皆可)
(3) 須完成6次以上聚會討論。(建議相隔2天以上)(3) 須完成6次以上聚會討論。(建議相隔2天以上)  
(4) 前⼀學期平均達80分以上或班排名前50%(4) 前⼀學期平均達80分以上或班排名前50%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2)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
(3) 讀書會成果報告書(含電⼦檔，需附照⽚)(3) 讀書會成果報告書(含電⼦檔，需附照⽚)
(4) 收據(4) 收據

◆
NCYU  STU

D
E
◆

下⼀⾴

上⼀⾴



(4) 教師晤談輔導紀錄(4) 教師晤談輔導紀錄
(5) 校務系統-出缺勤紀錄 (期間：當年度1/1⾄申請當⽇)(5) 校務系統-出缺勤紀錄 (期間：當年度1/1⾄申請當⽇)
(6) 收據(6) 收據

(1) ⾃組或加⼊讀書會(3⼈以上)。(1) ⾃組或加⼊讀書會(3⼈以上)。
(2) 課輔科⽬為專業必修、選修。(本系、外系科⽬皆可)(2) 課輔科⽬為專業必修、選修。(本系、外系科⽬皆可)
(3) 須完成6次以上聚會討論。(建議相隔2天以上)(3) 須完成6次以上聚會討論。(建議相隔2天以上)  
(4) 無曠課情形，請假不超過上課總時數10%(4) 無曠課情形，請假不超過上課總時數10%
(5) 前⼀學期成績單⼀科⽬無低於60分。(5) 前⼀學期成績單⼀科⽬無低於60分。
(6) 完成導師(或教師)輔導晤談，並檢附紀錄。(6) 完成導師(或教師)輔導晤談，並檢附紀錄。

★�課業學習助學⾦�12,000元�/�1年2次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新⽣可免附)(2) 歷年成績單(⼤⼀新⽣可免附)
(3) 讀書會成果報告書(含電⼦檔，需附照⽚)(3) 讀書會成果報告書(含電⼦檔，需附照⽚)

須檢附資料：

◆
NCYU  STU

D
E
◆

下⼀⾴

上⼀⾴



★�跨域學習助學⾦�-�輔系或雙主修學習�5,000~30,000元�/�1年2次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2) 歷年成績單
(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
(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

(1) 具輔系或雙主修⾝分之學⽣。(1) 具輔系或雙主修⾝分之學⽣。
(2)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取得⽐率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30,000元。(2)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取得⽐率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30,000元。

          

(3) 同⼀科⽬、學程不得重複申請。(3) 同⼀科⽬、學程不得重複申請。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            獎助學⾦獎助學⾦
達25%(含)以上達25%(含)以上                              5,000元5,000元
達50%(含)以上達50%(含)以上                              7,000元7,000元
達75%(含)以上達75%(含)以上                              8,000元8,000元
修畢 (達100%)修畢 (達100%)                            10,000元10,000元

◆NCYU  S
TU

DE
◆

(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
          (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
(6) 收據(6) 收據

下⼀⾴

上⼀⾴



(1) ⼤⼆以上學⽣，申請核准修讀滿⼀學期，次學期繼續修讀者。(1) ⼤⼆以上學⽣，申請核准修讀滿⼀學期，次學期繼續修讀者。
(2) 修讀應修規定之課程並取得學分可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10,000元。(2) 修讀應修規定之課程並取得學分可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10,000元。

          

(3) 同⼀課程、學程不得重複申請。(3) 同⼀課程、學程不得重複申請。

  修讀應修規定之課程並取得學分修讀應修規定之課程並取得學分          獎助學⾦獎助學⾦
核⼼課程1⾨(含)以上核⼼課程1⾨(含)以上                              3,000元3,000元

修畢(核⼼課程+選修課程)修畢(核⼼課程+選修課程)                        7,000元7,000元

★�跨域學習助學⾦�-�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習�3,000~10,000元�/�1年2次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2) 歷年成績單
(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
(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
(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
(6) 收據(6) 收據 ◆NCYU  S

TU
DE
◆

下⼀⾴

上⼀⾴



★�跨域學習助學⾦�-�外系專業選修學程學習�6,000~15,000元�/�1年2次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2) 歷年成績單
(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3) 學習成果報告書(含電⼦檔)
(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4) 學程證明書影本(已修畢者需繳交)
(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5) 修讀指定課程/學程並取得學分切結書(限應屆畢業⽣需延後補件者)
(6) 收據(6) 收據

(1) ⼤⼆以上學⽣，修讀外系專業選修學程並取得學分者。(1) ⼤⼆以上學⽣，修讀外系專業選修學程並取得學分者。
(2)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取得⽐率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15,000元。(2)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取得⽐率分階段申請(如下)，或於修畢後⼀次申請15,000元。

          
(3) 同⼀課程、學程不得重複申請。(3) 同⼀課程、學程不得重複申請。

  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修讀應修規定之科⽬學分數            獎助學⾦獎助學⾦
達50%(含)以上達50%(含)以上                              6,000元6,000元
修畢(達100%)修畢(達100%)                                  9,000元9,000元

◆NCYU  S
TU

DE
◆

下⼀⾴

上⼀⾴



★�多元服務獎助學⾦�10,000元�/�1年1次
(1) 前兩學期曾擔任社團、系學會、宿舍幹部，或參與服務性質活動時數達8⼩時(含)以上者。(1) 前兩學期曾擔任社團、系學會、宿舍幹部，或參與服務性質活動時數達8⼩時(含)以上者。  
(2) 每年需參加學務處安⼼就學系列活動⾄少1場次。(2) 每年需參加學務處安⼼就學系列活動⾄少1場次。
(3) 具以下條件其中之⼀者：(3) 具以下條件其中之⼀者：  
          a. 近兩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達60分以上，且未受⼩過以上處分者。a. 近兩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皆達60分以上，且未受⼩過以上處分者。
          b. 符合低收、中低收⼊戶或家中遭逢重⼤變故者(可不論成績)。b. 符合低收、中低收⼊戶或家中遭逢重⼤變故者(可不論成績)。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2) 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
(3) 校務系統-獎懲紀錄(3) 校務系統-獎懲紀錄

(4) 家中突遭重⼤變故者，請檢附說明⽂件。(4) 家中突遭重⼤變故者，請檢附說明⽂件。  
(5) 社團幹部證書或社會服務活動證明(5) 社團幹部證書或社會服務活動證明  
(6) 收據(6) 收據

◆
NCYU  STUDE ◆

下⼀⾴

上⼀⾴



★�專業證照獎助學⾦�5,000元�/�1年3次
(1) 當年度全年期間取得。(1) 當年度全年期間取得。
(2) 本校所認可之專業證照項⽬。(包含各類英檢認可基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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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就學獎助學⾦專區網⾴公告於學務處-安⼼就學獎助學⾦專區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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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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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特殊證照可由審查⼩組認定)
(4) 每年最多申請3次，同⼀證照不得重複申請。(4) 每年最多申請3次，同⼀證照不得重複申請。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通過認證考試證照影本(2) 通過認證考試證照影本  
(3) 專業證照考試⼼得報告書(含電⼦檔)(3) 專業證照考試⼼得報告書(含電⼦檔)
(4) 收據(4) 收據

須檢附資料：

◆NCYU  S
TU

DE
◆

下⼀⾴

上⼀⾴



★�專業培⼒獎助學⾦�短期3,000元�、⻑期15,000元/�1年2次

◆NCYU  S
TU

DE
◆

(1-1) 短期培⼒：(1-1) 短期培⼒：
                  累計6⼩時以上或社團活動課程10⼩時以上，不含講座、研習、研討會及營隊。累計6⼩時以上或社團活動課程10⼩時以上，不含講座、研習、研討會及營隊。
(1-2) ⻑期培⼒：(1-2) ⻑期培⼒：
                  累計32⼩時以上(僅同⼀課程) ，但不含講座、研習、研討會、營隊及社團活動課程。累計32⼩時以上(僅同⼀課程) ，但不含講座、研習、研討會、營隊及社團活動課程。
      (2) 每年最多申請2次(⻑、短期合併計算)，同⼀課程或類似課程不得重複申請。(2) 每年最多申請2次(⻑、短期合併計算)，同⼀課程或類似課程不得重複申請。
      (3) 補習班課程若為課業、升學、公職考試類，(3) 補習班課程若為課業、升學、公職考試類，
                  亦或家教課程為私⼈⾮公開課程，皆不在補助範圍內。亦或家教課程為私⼈⾮公開課程，皆不在補助範圍內。

(1) (1) 申請表申請表
(2) 課程計畫、課程⼤綱或社團活動紀錄(2) 課程計畫、課程⼤綱或社團活動紀錄
(3) 課程出勤佐證(證書或簽到記錄等，須有單位認證)(3) 課程出勤佐證(證書或簽到記錄等，須有單位認證)
(4) 專業培⼒成果報告書(含電⼦檔)(4) 專業培⼒成果報告書(含電⼦檔)  
(5) 收據(5) 收據

須檢附資料：

下⼀⾴

上⼀⾴



★�課業穩定獎助學⾦�5,000~10,000元�/�1年2次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歷年成績單(2) 歷年成績單
(3) 收據(3) 收據

(1) 前兩學期成績班級排名維持於前60%(含)者，或該學期較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者，補助5,000元。(1) 前兩學期成績班級排名維持於前60%(含)者，或該學期較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進步者，補助5,000元。
(2) 前⼀學期成績為班級排名第⼀名者，補助10,000元。(2) 前⼀學期成績為班級排名第⼀名者，補助10,000元。
(3) 每年須參加職涯測驗或職涯系列活動，⾄少1場次。(3) 每年須參加職涯測驗或職涯系列活動，⾄少1場次。

◆ NCYU  STUDE
◆

下⼀⾴

上⼀⾴



★�競賽成就獎助學⾦�3,000~50,000元�/�1年2次

(1) 該年度賽事包含個⼈組或團體組，賽事級別與補助⾦額對照如下：(1) 該年度賽事包含個⼈組或團體組，賽事級別與補助⾦額對照如下：

(2) 同⼀賽事不得重複申請。(2) 同⼀賽事不得重複申請。
(3) 賽事種類若較特別少⾒，得由審查⼩組認定。(3) 賽事種類若較特別少⾒，得由審查⼩組認定。

                                                              第⼀名第⼀名                  第⼆、三名第⼆、三名
縣市/區域級縣市/區域級                      5,000元5,000元                  3,000元3,000元
全國級全國級                                      10,000元10,000元                6,000元6,000元
國際級(團體組)國際級(團體組)            20,000元20,000元                8,000元8,000元
國際級(個⼈組)國際級(個⼈組)            50,000元50,000元              30,000元30,000元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競賽獎狀影本(若為獎盃獎牌請以照⽚列印)(2) 競賽獎狀影本(若為獎盃獎牌請以照⽚列印)  
(3) 該賽事辦理之辦法、簡章或秩序冊等(3) 該賽事辦理之辦法、簡章或秩序冊等  
(4) 參與競賽⼼得報告書(含電⼦檔)(4) 參與競賽⼼得報告書(含電⼦檔)  
(5) 收據(5) 收據

◆ NCYU  STUDE
◆

下⼀⾴

上⼀⾴



★�產學官實習獎助學⾦�4,000~12,000元�/�1年2次

(1) 該年度⾄國內產官學機構或單位實習。(1) 該年度⾄國內產官學機構或單位實習。

(2) 每年最多申請2次，同⼀機構不得重複申請。(2) 每年最多申請2次，同⼀機構不得重複申請。
(3) 實習如為「必修課程或可領取校外實習薪資」者，則不予補助。(3) 實習如為「必修課程或可領取校外實習薪資」者，則不予補助。

實習時數實習時數      8-15⼩時8-15⼩時      16-23⼩時16-23⼩時      24-31⼩時24-31⼩時      32⼩時以上32⼩時以上
補助⾦額補助⾦額        4,000元4,000元          8,000元8,000元          10,000元10,000元          12,000元12,000元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實習⼼得成果報告書(含電⼦檔及照⽚)(2) 實習⼼得成果報告書(含電⼦檔及照⽚)  
(3) 出勤佐證(3) 出勤佐證
(4) 收據(4) 收據  

◆
N

CY
U  S

TUDE ◆

下⼀⾴

上⼀⾴



★�產學官⾒習獎助學⾦�3,000元�/�1年2次

(1) 該年度⾄國內產官學機構或單位⾒習。(1) 該年度⾄國內產官學機構或單位⾒習。
(2) ⾒習時數⾄少累計4⼩時(含)以上。(2) ⾒習時數⾄少累計4⼩時(含)以上。
(3) ⾒習如為「必修課程或可領取校外實習薪資」者，則不予補助。(3) ⾒習如為「必修課程或可領取校外實習薪資」者，則不予補助。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1) 申請表
(2) ⾒習⼼得成果報告書(含電⼦檔及照⽚)(2) ⾒習⼼得成果報告書(含電⼦檔及照⽚)  
(3) 出勤佐證(3) 出勤佐證
(4) 收據(4) 收據  

◆
N

CY
U  S

TUDE ◆

下⼀⾴

上⼀⾴



★�碩⼠學位課程先修獎助學⾦�10,000元�/�1年1次

(1) 具預備研究⽣資格，且完成系所規定修讀碩⼠學位課程先修相關要點。(1) 具預備研究⽣資格，且完成系所規定修讀碩⼠學位課程先修相關要點。
(2) 申請⼈須完成本校碩⼠班相關⼊學⼿續後，⽅得申請該年度補助。(2) 申請⼈須完成本校碩⼠班相關⼊學⼿續後，⽅得申請該年度補助。

須檢附資料：

(1) 申請表申請表(1) 申請表申請表  
(2) 碩⼠學位課程先修錄取佐證⽂件 (改由學務處承辦查詢，申請⼈免附)(2) 碩⼠學位課程先修錄取佐證⽂件 (改由學務處承辦查詢，申請⼈免附)
(3) 碩⼠班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3) 碩⼠班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4) 收據(4) 收據  

◆
N

C
Y

U
  STU

D
E
◆

下⼀⾴

上⼀⾴



備審資料備審資料
★�必備表單：

(1) 弱勢⾝分證明⽂件(1) 弱勢⾝分證明⽂件
(2) 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2) 本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單
(3) 附件檢核表(3) 附件檢核表  
(4) 申請表(4) 申請表  
(5) 收據(5) 收據

★�完成所有備審⽂件後：

(1) 附件檢核表填寫完畢，檢查資料是否⿑全。(1) 附件檢核表填寫完畢，檢查資料是否⿑全。
          → 相關電⼦檔，請寄⾄： emilyi57719@g.ncyu.edu.tw→ 相關電⼦檔，請寄⾄： emilyi57719@g.ncyu.edu.tw
          → 信件主旨：OOOO獎助學⾦申請表 (學號+姓名)→ 信件主旨：OOOO獎助學⾦申請表 (學號+姓名)    
          → 電⼦檔名：OOOO獎助學⾦申請資料 (學號+姓名)→ 電⼦檔名：OOOO獎助學⾦申請資料 (學號+姓名)  
(2) 請先送⾄系辦核章(2) 請先送⾄系辦核章  
(3) 後可請系辦協助以公⽂封傳遞，或⾃⾏送⾄(3) 後可請系辦協助以公⽂封傳遞，或⾃⾏送⾄蘭潭學務處蘭潭學務處即完成。即完成。

◆ NCYU  STUDE
◆

下⼀⾴

上⼀⾴



◆ NCYU  STUDE ◆

← 加⼊IG  

← 各類申請表單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
連結：學務處網⾴�→�安⼼就學獎助學⾦專區�

安⼼就學獎助學⾦專區 安⼼就學獎助學⾦IG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