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實施計畫 

98年 1月 14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80126486號函修訂 

103年 5月 23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30220729 號函修訂 

108年 4月 30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80218601B 號函修訂 

110年 5月 24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100219101號函修訂 

111年 1月 7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100282467號函修訂 

一、目的：為獎勵設籍基隆市（以下稱本市）之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以提昇

各校學生素質，促進市立高中優質化發展，培育本市優秀人才。 

二、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獎學金核發類別包括「入學獎學金」及「在校成績優良獎

勵」二類，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核發標準如下： 

(一) 入學獎學金︰ 

1、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學

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者，

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2、 凡參加各種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轉換分數（含

寫作測驗四級分）或符合體育成績優異（二者擇一），達下列標準者，核發獎學金，

詳如下表： 

（1） 國中教育會考 

 

 

轉換分數 獎學金 備註 

35 30萬元 每學期頒發 5萬元 

轉換分數為 20~35分者，每

學期頒發，惟第二學期開

始，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各

學科及格，始得發給 

33~34 24萬元 每學期頒發 4萬元 

31~32 18萬元 每學期頒發 3萬元 

29~30 12萬元 每學期頒發 2萬元 

25~28 9萬元 每學期頒發 1萬 5千元 

20~24 3萬元 每學期頒發 5千元 

15~19 1萬元 僅入學時頒發，限完免、直升及優先免試入學管道 

以上寫作成績須四級分以上 

轉換分數計算方式：A++=7分、A+=6分、A=5分、B++=4分、B+=3分、B=2分、C=1分 



（2） 體育成績優異 

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符合下列情形且可提出文件證明者，換算得分表如下： 

項
次 

名次與積分 

 

賽事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第
四
名 

第
五
名 

第
六
名 

第
七
名 

第
八
名 

1 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亞洲運動會 

3 世界錦標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5 95 

4 亞洲錦標賽 

5 
世界大(中)學運動會（含錦標
賽） 

100 100 100 95 95 95 90 90 

6 世界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7 亞洲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8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9 亞洲青年錦標賽 

10 國際少年運動會 

11 東亞運動會 

12 全國運動會 100 100 100 80 70 60 50 45 

1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簡稱全中
運) 

75 65 55 45 42 39 36 33 

14 
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運動聯
賽最優級組(甲組、甲級) 

15 

運動總(協)會辦理符合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
試」升學輔導資格之運動錦標賽
(簡稱「甄試指定盃賽」)最優級
組(甲組、甲級) 

16 

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聯盟辦
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棒球
運動聯賽(硬式棒球) 

17 
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運動聯
賽(乙組、乙級) 

45 35 30 25 22 19 16 13 

18 

運動總(協)會辦理符合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
試」升學輔導資格之運動錦標賽
(簡稱「甄試指定盃賽」)(乙組、
乙級) 

19 

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全
國性錦標賽(須具教育部體育署
核准文號，體育署備查賽事不予
採計) 

25 22 19 17 15 13 11 9 

20 

經教育部核定並公告之全中運
各運動技術手冊內所列參賽資
格成績認定之賽會 (排除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理之選拔賽) 

21 
直轄市、縣(市)中小學聯合運動
會 

8 6 4      

2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各單項
錦標賽(含市長盃、縣長盃) 

6 4       

 



註： 

1、 積分採計以報考本市市立高中為限，每人限採計國中三年最優3項賽事成

績，邀請賽及非決賽之賽事不予採計積分。 

2、 本項計分採計最高為100分 

(二) 在校成績優良獎勵：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各年級（不含三年級第二學期畢業生），在

學期間各項成績符合下列標準時，予以獎勵，惟轉（休）學者應按規定核實繳回： 

標準 獎勵 備註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前3名 

下一學期學雜費、 

實習實驗費全免 

1.體育成績在乙等（七十分）以上。 

2.該學期德性評量經獎懲功過相抵

及改過銷過後未達記過（含三次

警告）以上處分 

3.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及格。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第 4、5 名 

下一學期學雜費、 

實習實驗費減免 1/2 

三、獎學金核定程序︰ 

(一) 入學獎學金︰ 

1、 國中教育會考 

（1） 第一次申請獎學金學生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三個

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正本相驗)，於規定期

限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2） 第二學期後申請獎學金學生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單。 

（3） 各校受理本獎學金申請，應就學生之成績予以審核，並在申請書上加註審核意

見，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2、 體育成績優異 

申請獎勵學生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體育競賽得獎獎狀影本（獎狀倘遺失，可

由原主（承）辦單位出具成績證明並核章。項次15、18、20賽事，申請單位須另

提送賽事認定佐證資料；未提送佐證資料者，該賽事積分不予認定。）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正本相驗)，於規定期限

內，向就讀學校申請。 

總分 獎學金 備註 

100 30 萬元 每學期頒發 5 萬元 

總分 50~100 分者，每學期頒

發，惟第二學期開始，前一

學期之學業成績各學科平均

分數及格，始得發給 

90~99 18 萬元 每學期頒發 3 萬元 

80~89 12 萬元 每學期頒發 2 萬元 

70~79 9 萬元 每學期頒發 1 萬 5 千元 

60~69 6 萬元 每學期頒發 1 萬元 

50~59 3 萬元 每學期頒發 5,000 元 

40~49 2 萬元 
僅入學時頒發 

30~39 1 萬元 



(二) 在校成績優良獎勵： 

1、 申請獎勵學生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於規定期限內申請。 

2、 各校受理本獎勵申請，應就學生之成績予以審核，並在申請書上加註審核意見， 

3、 申請資料留校備查。 

4、 通過審核之學生，由各校辦理減免。 

四、各校應切實依下列各項配合執行︰ 

(一) 入學獎學金受獎學生姓名與獲獎事項應於媒體公告之，並公開頒發獎學金。 

(二) 受獎助學生須親自出席領取獎助學金。 

五、經費來源：由本府年度預算內支應。 

六、獎勵： 

(一) 為獎勵應屆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本市市立高中，凡參加完全免試、直升、優先免試、

體育特招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且領取本獎學金者，由各校本權責辦理

國中畢業班導師敘獎： 

1、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2位以上，導師嘉獎乙次。 

2、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4位以上，導師嘉獎貳次。 

3、 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中學生6位以上，導師小功乙次。 

(二) 各校執行本計畫之相關人員於每學年辦理完畢後，由本府及各校本權責辦理敘獎，以

資鼓勵。 

七、本實施計畫奉核後自 111 學年度起實施。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學年度申請表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新生免填) 

座號 
(新生免填) 

學號 
(新生免填)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類別 入學獎學金（□國中教育會考□體育成績優異） 

獎學金 

一、國中教育會考 
□35，30萬元         □33~34，24萬元     □31~32，18萬元 
□29~30，12萬元      □25~28，9萬元      □20~24，3萬元 
□15~19，1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二、體育成績優異 
1.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2.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3.賽事名稱：                                   名次：            
對照「換算得分表」，如項次：                  積分：            

總積分：             
獎學金金額：30萬元18萬元12萬元9萬元6萬元3萬元 
            2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1萬元(入學時一次頒發) 

繳交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優異 
 (資料請以 A4直式格式依序排列) 

□本申請表+切結書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正本相驗)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正本相驗) 
□郵局存簿影本(用父母帳戶者，請註明父或母及其身分證字

號，並另附證明文件影本佐證資料(正本相驗)，以利入帳) 

體育成績優異 
(資料請以 A4直式格式依序排列) 

□本申請表+切結書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正本相驗) 

□體育競賽得獎獎狀影本(正本相驗) 
□郵局存簿影本(用父母帳戶者，請註明父或母及其身分證字

號，並另附證明文件影本佐證資料(正本相驗)，以利入帳) 

※ 新生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國中教育會考
轉換分數 

(含寫作測驗) 

科目 國 英 數 社 自 
級分      

轉換分數      
會考轉換總分(不含寫作)            分 
寫作測驗：    級分(填入四、五、六) 
轉換分數計算方式： 

A
++
=7分、A

+
=6分、A=5分、B

++
=4分、 B

+
=3分、B=2分、C=1分 

體育成績優異
總積分 

     分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入學獎學金分期續領申請表 

※繳交期限：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國中教育會考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金額 繳交資料（請自行勾選，依序排列） 

□35，30萬元     (5萬/學期) 

□33~34，24萬元  (4萬/學期) 

□31~32，18萬元  (3萬/學期) 

□29~30，12萬元  (2萬/學期) 

□25~28，9萬元   (1萬 5千/學期) 

□20~24，3萬元   (5千/學期) 

□申請表 

□前一學期成績單(各科皆須及格)(由試務組檢附) 

□郵局存簿影本 

⚫ 入帳前次同一帳戶者免繳，帳戶名             

⚫ 欲改用父母帳戶者，請另註明父母姓名           ， 

    關係：              身分證字號：                

    並請一併繳交其帳戶及戶籍資料證明親屬關係 

※ 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國中教育會考轉換分數              分(不含寫作) 

寫作測驗級分             級分(填入四、五、六) 

※ 依據「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實施計畫」： 

➢ 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 

➢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

學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

者，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說明，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入學獎學金分期續領申請表 

※繳交期限：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學號 姓名 聯絡電話 

    
家裡電話：(  )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申請獎學金類別及繳交資料： 

體育成績優異入學獎學金 

獎學金金額 繳交資料（請自行勾選，依序排列） 

□100，30萬元    (5萬/學期) 

□90~99，18萬元  (3萬/學期) 

□80~89，12萬元  (2萬/學期) 

□70~79，9萬元   (1萬 5千/學期) 

□60~69，6萬元   (1萬/學期) 

□50~59，3萬元   (5千/學期) 

□申請表 

□前一學期成績單(各學科平均分數及格)(由試務組檢附) 

□郵局存簿影本 

⚫ 入帳前次同一帳戶者免繳，帳戶名             

⚫ 欲改用父母帳戶者，請另註明父母姓名           ， 

    關係：              身分證字號：                

    並請一併繳交其帳戶及戶籍資料證明親屬關係 

※ 入學資料 

入學方式(請勾選) 
●免試入學：□完全免試 □直升 □優先免試 □基北區免試 

●□體育班特色招生 

體育成績總分              分 

※ 依據「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實施計畫」： 

➢ 本入學獎學金係為特別補助，學生雖獲其他獎助在案，符合標準仍得申請。 

➢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設籍本市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近就學，凡接受本入

學獎學金補助之學生，皆應填具切結書，承諾於高中就讀三年期間轉（休）學

者，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說明，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在校成績優良獎勵獎學金」申請書 
繳交期限：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座號  

學號  聯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申請項目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前 3名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全免) 

★申請條件(以下皆須符合)： 

□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該學期德性評量經獎懲功過

相抵及改過銷過後未達記過

（含三次警告）以上處分。 

□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及格。 

繳交資料(依序

排)： 

□申請書 

□前一學期成績

單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全班第 4、5名 

(學雜費、實習實驗費減免 1/2) 

前學期成績紀錄 

導師評語 

(請依成績單上評語， 

確實填寫) 

 
學業 

成績 
 

體育 

成績 
 

※在學期間各項成績符合標準時，予以獎勵，惟轉（休）學者應按規定核實繳回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審核作業：（學生勿填） 

審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審核人員核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學年度入學獎學金切結書 

本人(學生姓名)              及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已了解申請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獎學金之相

關規定，如於本校就讀高中三年期間轉(休)學，無條件將所領獎學金

全數繳回，絕無異議，特此具結。 

    此致 

基隆市立○○高級中學 

 

 

         學生簽章： 

         學生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