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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計畫 
94 年 1 月 6 日「縣立高中職校務發展會議」通過 

94 年 2 月 16 日北府教中字第 0940057190 號函核定 

96 年 4 月 12 日北府教中字第 0960205086 號函修正 

97 年 3 月 11 日北教中字第 0970120360 號函修正 

98 年 2 月 16 日北教中字第 0980106527 號函修正 

100 年 6 月 22 日北教中字第 1000552829 號函修正 

101 年 7 月 5 日北教中字第 1012008961 號函修正 

102 年 1 月 29 日北教中字第 1021110908 號函修正 

102 年 12 月 18 日北教中字第 1023254429 號函修正 

103 年 3 月 6 日北教中字第 1030363608 號函修正 

104 年 3 月 17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40428032 號函修正 

105 年 6 月 15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51082068 號函修正 

106 年 1 月 25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60139086 號函修正 

107 年 1 月 19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70084889 號函修正 

108 年 2 月 25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80292133 號函修正 

109 年 3 月 9 日新北教中字第 1090353717 號函修正 

 

一、 目的：為照顧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家庭經濟弱勢子女及獎勵學生就近入學，提升學生
素質，培育人才，以促進本市教育永續發展。 

二、 核發對象：學生設籍本市且為本市國中畢業生，並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如附件 1

所列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 

三、 核發範圍及標準：（以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為單位） 

(一) 助學金：凡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擇一條件申請每學期 5,000 元之助學金，倘就讀

住宿學校並住宿者，每學期住宿費減免；每生在學期間最多補助 6 學期，如有轉學、 

轉科、重讀情形，其於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得再申請補助。 

1、 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區公所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2、 失業勞工子女：檢附直系血親尊親屬當年度之失業給付證明。 

3、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檢附身心障礙手冊。 

(二) 入學獎學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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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入學獎學金旨在獎勵並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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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於高級中等學校就讀三年期間轉學至

外縣市就學者，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3、 凡參加基北區各項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國中畢業

生，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下列標準者，得核發獎學金詳如下列： 

(1) 以下列成績獲錄取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或本市境內國立華僑高中就讀者：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5A
++，得核發 10 萬元獎學金。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4A
++以上，得核發 6 萬元獎學金。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3A
++以上，得核發 4 萬元獎學金。 

(2)以下列成績且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就近入學區域劃分表所列對應學校為

第 1 志願獲錄取就讀者：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5A
++，得核發 11 萬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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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4A
++以上，得核發 7 萬元獎學金。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 3A
++以上，得核發 5 萬元獎學金。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標示達 3A
+以上，就讀錦和高中、丹鳳高中、新北高中、

三民高中之學生，得核發 3 萬元獎學金。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標示達 3A 以上，就讀光復高中、清水高中、樹林高中、

明德高中、安康高中、石碇高中、泰山高中、林口高中、三重高中、金山高

中、秀峰高中、雙溪高中、竹圍高中、新北高工、鶯歌工商、三重商工、瑞

芳高工、淡水商工及樟樹國際實中之學生，得核發 3 萬元獎學金。 

○6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標示達 2A 以上，就讀石碇高中、金山高中、雙溪高中、

鶯歌工商、三重商工、泰山高中(專業群科)、瑞芳高工(專業群科)及淡水商

工(專業群科)之學生，得核發 2 萬元獎學金。 

(3)上述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若含 C，則不予核發獎學金。 

4、 凡經由基北區各項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國中畢業

生，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當年度該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新生前 3 名者，依序核發 2

萬元、1 萬元、5,000 元。若同分時，依國中教育會考換算績分方式及同分比序

原則(如附件 2)辦理，惟上述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若含 C，則不予核發獎

學金。 

5、 凡參加本市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之國中畢業生，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測驗原始總成績為當年度該高級中等學校

各科入學新生前 3 名且高一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原始成績於全班前 20%者，依

序核發 5 萬元、3 萬元、2 萬元。 

6、 為獎勵優秀原住民學生，凡參加本市金山高中及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專班免試

入學管道，經錄取就讀之原住民國中畢業生(需檢附原住民籍身分證明)國中教育

會考等級標示達 5B 以上且高中一年級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原始成績前 30%者，

得核發 1 萬元獎學金，惟就讀本班並領取獎學金學生不得申請轉班及轉學，否

則應將所領獎學金全數繳回。 

7、 入學獎學金採「擇優、擇一頒發」原則：經錄取就讀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之

國中畢業生，同時達本點本項第 3、4、5、6 款中兩項以上之核發標準者，僅得

擇優、擇一頒發，並不得遞補。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助學金」應檢附相關證明。 

(二)申請「入學獎學金」學生應填具切結書，並由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依據高一入學學生

之各項成績，符合申請條件者，統一由教務處造冊申請。各校應就相關證明及學生成

績加以審查，於申請書上加註審核意見，申請資料留校備查，並於當年度10月31日前

造冊函報本局申請補助。 

五、經費來源：由本局年度預算內支應。 

六、本實施計畫奉核後於109學年度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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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名單及就近入學區域劃分表 

※公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對應國中(含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科及綜合高中)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1 板橋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高中(國

中部)、溪崑國中、光仁高中(國中部)、國立華僑高中(國

中部) 

【土城區】清水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土城國中、裕德高中(國

中部) 

2 海山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高中(國

中部)、光仁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積穗國中、自強國中 

3 光復高中 板橋區 

【板橋區】光復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江翠國中、忠孝國中、

重慶國中、新埔國中、板橋國中、大觀國中、光仁高中(國

中部) 

4 清水高中 土城區 

【土城區】清水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土城國中、裕德高中(國

中部) 

【板橋區】忠孝國中、重慶國中、溪崑國中、海山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積穗國中、自強國中 

5 永平高中 永和區 

【永和區】永平高中(國中部)、福和國中、永和國中 

【中和區】漳和國中、中和國中、錦和高中(國中部)、南山高中(國

中部)、竹林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 

6 錦和高中 中和區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國中、

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 (國中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土城區】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部) 

7 中和高中 中和區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國中、

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 (國中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土城區】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部) 、土城國中 

【板橋區】重慶國中、海山高中(國中部) 

8 樹林高中 樹林區 

【樹林區】樹林高中(國中部)、育林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柑園國

中、三多國中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辭修高中(國中部) 、北大高中(國中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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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部)  

【鶯歌區】鶯歌國中、鳯鳴國中、尖山國中 

【新莊區】福營國中、丹鳳高中(國中部) 

【板橋區】溪崑國中 

【土城區】裕德高中(國中部) 

9 明德高中 三峽區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安溪國中、辭修高中(國

中部) 、北大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柑園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樹林高中(國中部)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土城區】土城國中 

10 北大高中 三峽區 

【三峽區】北大高中(國中部)、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安溪

國中、辭修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柑園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樹林高中(國中部)、三多國

中、育林國中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11 安康高中 新店區 

【新店區】安康高中(國中部)、五峰國中、文山國中、達觀國中小、

及人高中(國中部) 、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

部)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 

【中和區】中和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坪林區】坪林國中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12 石碇高中 石碇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

秀峰高中(國中部) 、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及人高中(國

中部)、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 、達觀國

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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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13 新店高中 新店區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及人高中(國

中部)、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 、達觀國

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14 丹鳳高中 新莊區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高中(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樹林區】育林國中、三多國中 

15 新莊高中 新莊區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高中(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五股區】五股國中 

【三重區】金陵女中(國中部) 

16 
泰山高中 

普通科 
泰山區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 

【五股區】五股國中 

【八里區】聖心女中(國中部) 

17 林口高中 林口區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高中(國中部)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18 三重高中 三重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

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金陵女中(國

中部) 

【新莊區】頭前國中、新莊國中、中平國中、新泰國中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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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五股區】五股國中 

19 新北高中 三重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

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徐匯中學(國

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20 三民高中 蘆洲區 

【蘆洲區】三民高中(國中部)、蘆洲國中、鷺江國中、徐匯中學(國

中部) 

【三重區】光榮國中、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明志國中、二重國中、

三重高中(國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21 竹圍高中 淡水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國

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 

【石門區】石門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22 
淡水商工

普通科 
淡水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國

中部) 

【八里區】八里國中 

【石門區】石門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萬里區】萬里國中 

23 秀峰高中 汐止區 

【汐止區】秀峰高中(國中部)、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國中

部)、青山國中小、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瑞芳國中、欽賢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深坑區】深坑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24 

瑞芳高工 

綜合高中

科 

瑞芳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

秀峰高中(國中部) 、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及人高中(國

中部)、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 、達觀國

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7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 生 區 國 中 學 校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國中  

【萬里區】萬里國中 

25 金山高中 金山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國

中部) 

【萬里區】萬里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石門區】石門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26 雙溪高中 雙溪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

秀峰高中(國中部) 、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及人高中(國

中部)、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 、達觀國

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國中   

 

※公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對應國中學校(含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 

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生區國中學校 

1 

（1）淡水商工 

(專業群科) 

1校 

淡水區 

萬里區 

金山區 

石門區 

三芝區 

八里區 

【淡水區】竹圍高中(國中部)、正德國中、淡水國中、淡江高中

(國中部)  

【萬里區】萬里國中    

【金山區】金山高中(國中部) 

【石門區】石門國中     

【三芝區】三芝國中 

【八里區】八里國中、聖心女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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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招生區國中學校 

2 

（1）三重商工 

（2）泰山高中 

(專業群科) 

2校 

三重區 

泰山區 

蘆洲區 

新莊區 

林口區 

五股區 

【三重區】三重高中(國中部)、二重國中、明志國中、光榮國中、

碧華國中、三和國中、格致高中(國中部)、金陵女中

(國中部) 

【泰山區】義學國中、泰山國中 

【蘆洲區】鷺江國中、蘆洲國中、三民高中(國中部)、徐匯中學

(國中部) 

【新莊區】丹鳳高中(國中部)、福營國中、新莊國中、新泰國中、

中平國中、頭前國中、恆毅高中(國中部) 

【林口區】林口國中、崇林國中、佳林國中、醒吾高中(國中部)、

林口康橋高中(國中部) 

【五股區】五股國中 

3 

（1）新北高工 

（2）鶯歌工商 

2校 

土城區 

鶯歌區 

板橋區 

中和區 

三峽區 

樹林區 

 

【土城區】裕德高中(國中部)、中正國中、清水高中(國中部) 、

土城國中 

【鶯歌區】尖山國中、鶯歌國中、鳯鳴國中 

【板橋區】海山高中(國中部)、中山國中、重慶國中、板橋國中、

江翠國中、新埔國中、忠孝國中、大觀國中、光復

高中(國中部)、溪崑國中、光仁高中(國中部)、國立

華僑高中(國中部) 

【中和區】錦和高中(國中部)、積穗國中、漳和國中、中和國中、

自強國中、南山高中(國中部)、竹林高中 (國中部) 

【三峽區】明德高中(國中部)、三峽國中、安溪國中、辭修高中

(國中部) 、北大高中(國中部) 

【樹林區】樹林高中(國中部)、育林國中、桃子腳國中小、柑園

國中、三多國中 

4 

（1）樟樹國際

實創高中 

（2）瑞芳高工 

  (專業群科) 

2校 

汐止區 

瑞芳區 

新店區 

永和區 

烏來區 

石碇區 

坪林區 

深坑區 

平溪區 

雙溪區 

貢寮區 

 

【汐止區】汐止國中、樟樹國際實創高中(國中部)、青山國中小、

秀峰高中(國中部) 、崇義高中(國中部) 

【瑞芳區】欽賢國中、瑞芳國中、時雨高中(國中部) 

【新店區】五峰國中、文山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及人高中

(國中部)、崇光女中(國中部)、康橋高中(國中部) 、

達觀國中小 

【永和區】福和國中、永和國中、永平高中(國中部) 

【烏來區】烏來國中小 

【石碇區】石碇高中(國中部) 

【坪林區】坪林國中 

【深坑區】深坑國中 

【平溪區】平溪國中 

【雙溪區】雙溪高中(國中部) 

【貢寮區】貢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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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換算積分方式及同分比序原則 

一、國中教育會考積分換算方式 

二、國中教育會考積分換算若同分時，比序順序如下： 

比序內容 比序順序 說明 

國中教育會考

單科成績等級

加標示 

依序為國文科→數學科

→英語科→社會科→自

然科→寫作測驗。 

1.依國中教育會考單科成績等級加標示進行比序

（A++>A+>A>B++>B+>B）。 

2.若仍同分，則以寫作測驗進行比序。 

 

 

最高總積分 等級標示分數 說明 

36分 

1.A++、A+、A、B++、B+、B、C 

換算積分為 7分、6分、5分、

4分、3分、2分、1分 

2.寫作測驗級分 6級、5級、4

級、3級、2級、1級換算積

分為 1分、0.8分、0.6分、

0.4分、0.2分、0.1分 

1.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等五科，

每科最高得分為 7分，五科共 35分。 

2. 寫作測驗成績最高得分為 1分。 

3. 合計 36分。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