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98 年 3 月 3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0 月 29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基於教育與學習之需要，鼓勵學生社團舉辦與其屬性相關之各項活動，
以利社團發展與提升品質，特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 37 條制定本
要點。
二、社團活動經費除社團自籌外，得依此要點之規定，針對活動屬性及經費需求，
在規定額度內予以補助。
三、社團舉辦合於下列事項之活動，可向學校申請專案補助：
(一)執行學校委託辦理之活動。
(二)學生會所舉辦之全校性活動。
(三)協助學校舉辦利於同學學習之大型活動。
(四)屬全校性活動，且以專款補助較為適當者。
(五)各社團基於屬性及發展之需要，且為維持社團正常運作，非以專款補助
不能實現者。
(六)曾經連續二年以上為專案活動者。
(七)寒暑假社團所辦理之三天以上社會服務活動。
四、學校補助各項專案，得視其性質、類別、需要、參與人數，參酌學生會專案
補助費之額度，就其不足之處酌予補助。
(一)研討會、研習營、演講及座談活動；各社團每學期以兩次為限，仍需依
活動性質及規模補助講座費用。
(二)學校遴薦參加之研習活動，報名費得全額補助，但以實際參加核實申報。
(三)執行學校委辦之校內專案活動，如全校學生迎新活動、社團博覽會、校
慶系列活動及舞會等活動，得參酌其活動成效及規模，審核其計畫後，
酌予補助。
(四)學生會所主辦之全校性活動，除依「財務處理準則」之預算外，得申請
學校補助，依其活動性質，每學年補助項目如下：
1、演唱會：每學期各一場為限，以總經費百分之十為原則，最高以四萬
元為上限。
2、大型電影欣賞：每年以一場為限，以五仟元為上限。
3、全校社團負責人研習、幹部訓練活動，依部頒規定以三天兩夜為限，
另行簽核。
(五)綜合性社團(系所學會)：
1、參加大專盃活動：區域以叁仟元為上限，全國以六仟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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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內運動競賽：以一仟元為上限。
3、寒暑假高中職營隊活動：依活動規模及收費情況，以一萬元為上限。
4、主辦大專盃：區域性一萬元為上限，全國性三萬元為上限。
5、全系大型活動具有系、院之特色且具教育意義者，以其歷年辦理成效
及規模大小而定，以一萬五千元為上限。
(六)學藝性社團：
1、全校性文藝競賽：補助評審費、獎金、獎品及活動費等，以其歷年辦
理成效及規模大小而定，最高一萬元為上限。
2、成果發表活動：以作品展覽或動態表演為主，以五仟元為上限。
3、校外參觀訪問活動：符合社團宗旨且具有教育意義，補助保險、交通
費為主，以兩仟元為上限。
4、其他學藝性社團活動：視其活動規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計劃酌予
補助，以五仟元為上限。
(七)康樂性、聯誼性社團：
1、各項競賽活動：校內以兩仟元為上限，區域以三仟元為上限，全國以
一萬元為上限，補助報名費、裁判費，秩序冊印製費、獎品費、車資
及住宿等活動費用。
2、成果發表活動：依活動成效及規模而定，以一萬元為上限，補助燈光
音響租借費，節目單（入場卷）印製費、場地佈置費等。
3、其他康樂性、聯誼性社團活動：視其活動規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
計劃酌予補助，以五仟元為上限。
(八)服務性社團：
1、平時營隊服務：依其收費情形及規模，以五仟元為上限。
2、營前訓練：補助講師費、講義印製費，以三仟元為上限。
3、其他服務活動：以符合社團宗旨為主，以三仟元為上限。
(九)各社團辦理內部幹部訓練活動：以三仟元為上限。
(十)帶動中小學社團、寒暑假出隊服務：除依教育部、青輔會之計畫規定配
合補助外，得依其活動規模、預期成效，審核其計畫後，另行簽核。
(十一)績優社團幹部申請參加校外研習活動，每年一次為限，以補助報名費
五仟元為上限。
(十二)社團代表學校參加校外評選活動，依照活動規模補助三仟至一萬元，
若獲獎依獎項及活動等級補助五仟至一萬元，由社團自行指定一年內
特定活動補助金。
五、社團為出版刊物，可申請經費補助，依其發行宗旨，對象及內容，概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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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校性刊物（報紙、雜誌型）：以五仟元為上限。
(二)各學會學術性刊物：視其出版計劃酌予補助，每學期以一次為限，補
助兩仟元為上限。
六、凡依「績優學生社團評選及獎勵辦法」選出之績優社團活動補助金得不受上
述補助標準規定限制，由社團自行指定當年度特定活動使用活動補助金。
七、設備補助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辦理，社團得視其發展之需求提出申請，
課指組得視該社團器材維護狀況及重點對象予以補助購買。
八、社團指導老師之經費補助，由課指組依「社團指導老師制度實施要點」有關
規定辦理。
九、課指組得依當年度預算情形，依上述標準審查補助額度。
十、有關學生社團補助費申請，至少於活動前兩周備活動企劃書及活動申請表提
出申請，確實補助之經費由各課指組審查簽於活動企劃書，於活動後兩周內
核銷完成，若遇不可抗之原因如連續假期可順延一周，寒、暑假活動統一公
告時間進行核銷。
十一、各性質社團活動未有標準者，以活動屬性相近之補助標準為原則；因特殊
情形，臨時辦理之重大活動，為鼓勵社團發展，非專款補助不能實現者，得
另行簽核，不受上述標準限制。
十二、凡受補助之社團活動，應確實依所提計畫執行並於規定時限內核銷，若執
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則列入下學期審查社團補助之依據。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第四點、第十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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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三、社團舉辦合於下列事項之活動，
可向學校申請專案補助：
（七）寒暑假社團所辦理之三天以上

三、社團舉辦合於下列事項之活動， 1.將｢3｣修改為｢
可向學校申請專案補助：
三｣。
（七）寒暑假社團所辦理之 3 天以上

社會服務活動。

社會服務活動。

四、
四、
1.將｢一次｣修改
（一）研討會、研習營、演講及座談 （一）研討會、研習營、演講及座談活 為｢兩次｣，提高
活動；各社團每學期以兩次為限，仍
動；各社團每學期以一次為限補助 學 生 辦 活 動 意
需依活動性質及規模補助講座費用

講座費用。

四、

四、

（三）執行學校委辦之校內專案活

（三）執行學校委辦之校內專案活

動，如全校學生迎新活動、社團博覽

動，如全校學生迎新活動、社團博覽

會、校慶系列活動及舞會等活動，得

會、校慶系列活動、文藝季及舞會等

參酌其活動成效及規模，審核其計畫

活動，得參酌其活動成效及規模，審

後，酌予補助。

核其計畫後，酌予補助。

四、

四、

願。
1. 刪除｢文 藝 季
｣，已無辦理。

申請學校補助，依其活動性質，每學

1. 刪除｢浮 雲 手
札｣，已無補
（四）學生會所主辦之全校性活動，
助。
除依「財務處理準則」之預算外，得
2. 因 刪 除 前 條
申請學校補助，依其活動性質，每學 文，變更條文項

年補助項目如下：

年補助項目如下：

（四）學生會所主辦之全校性活動，
除依「財務處理準則」之預算外，得

1、演唱會：每學期各一場為限，以總 1、浮雲手札：以 8,000 元為上限。
經費之百分之十為原則，最高以四萬

2、演唱會：每學期各 1 場為限，以

元為上限。

總經費 10%為原則，最高以 40000 元

次。
3.修改阿拉伯數
字為國字。

2、大型電影欣賞：每年以一場為限， 為上限。
以五仟元為上限。

3、大型電影欣賞：每年以 1 場為限，

3、全校社團負責人研習、幹部訓練活 以 5000 元為上限。
動，依部頒規定以三天兩夜為限，另

4、全校社團負責人研習、幹部訓練

行簽核。

活動，依部頒規定以 3 天 2 夜為限，
另行簽核。

四、

四、

（五）綜合性社團(系所學會)：

（五）綜合性社團(系所學會)：

1、參加大專盃活動：區域以三仟元為 1、參加大專盃活動：區域以 3000 元
4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上限，全國以六仟元為上限。

為上限，全國以 6000 元為上限。

2、系內運動競賽：以一仟元為上限。 2、系內運動競賽：以 1000 元為上限。
3、寒暑假高中職營隊活動：依活動規 3、寒暑假高中職營隊活動：依活動
模及收費情況，以一萬元為上限。

規模及收費情況，以 10000 元為上限。

4、主辦大專盃：區域性一萬元為上

4、主辦大專盃：區域性 10000 元為上

限，全國性三萬元為上限。

限，全國性 30000 元為上限。

5、全系大型活動具有系、院之特色且 5、全系大型活動具有系、院之特色
具教育意義者，以其歷年辦理成效及

且具教育意義者，以其歷年辦理成效

規模大小而定，以一萬五仟元為上限。 及規模大小而定，以 15000 元為上限。
1.將阿拉伯數字

四、

四、

（六）學藝性社團：

（六）學藝性社團：

改為國字。

1、全校性文藝競賽：補助評審費、獎 1、全校性文藝競賽：補助評審費、
金、獎品及活動費等，以其歷年辦理

獎金、獎品及活動費等，以其歷年辦

成效及規模大小而定，最高一萬元為

理成效及規模大小而定，最高 10000

上限。

元為上限。

2、成果發表活動：以作品展覽或動態 2、成果發表活動：以作品展覽或動
表演為主，以五仟元為上限。

態表演為主，以 5000 元為上限。

3、校外參觀訪問活動：符合社團宗旨 3、校外參觀訪問活動：符合社團宗
且具有教育意義，補助保險、交通費

旨且具有教育意義，補助保險、交通

為主，以兩仟元為上限。

費為主，以 2,000 元為上限。

4、其他學藝性社團活動：視其活動規 4、其他學藝性社團活動：視其活動
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計劃酌予補

規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計劃酌予

助，以五仟元為上限。

補助，以 5,000 元為上限。

四、

四、

（七）康樂性、聯誼性社團：

（七）康樂性、聯誼性社團：

1.將阿拉伯數字

1、各項競賽活動：校內以兩仟元為上 1、各項競賽活動：校內以 2000 元為
限，區域以三仟元為上限，全國以一

上限，區域以 3000 元為上限，全國

萬元為上限，補助報名費、裁判費，

以 10000 元為上限，補助報名費、裁

秩序冊印製費、獎品費、車資及住宿

判費，秩序冊印製費、獎品費、車資

等活動費用。

及住宿等活動費用。

2、成果發表活動：依活動成效及規模 2、成果發表活動：依活動成效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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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國字。

而定，以一萬元為上限，補助燈光音

模而定，以 10000 元為上限，補助燈

響租借費，節目單（入場卷）印製費、 光音響租借費，節目單（入場卷）印
場地佈置費等。

製費、場地佈置費等。

3、其他康樂性、聯誼性社團活動：視 3、其他康樂性、聯誼性社團活動：
其活動規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計

視其活動規模，參與人數多少，審核

劃酌予補助，以五仟元為上限。

計劃酌予補助，以 5000 元為上限。

四、

四、

（八）服務性社團：

（八）服務性社團：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1、平時營隊服務：依其收費情形及規 1、平時營隊服務：依其收費情形及
模，以五仟元為上限。

規模，以 5000 元為上限。

2、營前訓練：補助講師費、講義印製 2、營前訓練：補助講師費、講義印
費，以三仟元為上限。

製費，以 3000 元為上限。

3、其他服務活動：以符合社團宗旨為 3、其他服務活動：以符合社團宗旨
主，以三仟元為上限。

為主，以 3000 元為上限。

四

四

（九）各社團辦理內部幹部訓練活

（九）各社團辦理內部幹部訓練活

動：以三仟元為上限。

動：以 3000 元為上限。

四、

四、

(十一) 績優社團幹部申請參加校外研 (十一)績優社團幹部申請參加校外研
習活動，每年一次為限，以補助報名

習活動，每年 1 次為限，以補助報名

費五仟元為上限。

費 5000 元為上限。

四、

四、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新增條例，為鼓
勵社團參加校
外競賽，增加獎
勵。

(十二)社團代表學校參加校外評選活
動，依照活動規模補助三仟至一萬
元，若獲獎依獎項及活動等級補助五
仟至一萬元，由社團自行指定一年內
特定活動補助金。

助，依其發行宗旨，對象及內容，概

五、社團為出版刊物，可申請經費補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助，依其發行宗旨，對象及內容，概

分如下：

分如下：

五、社團為出版刊物，可申請經費補

（一）全校性刊物（報紙、雜誌型）： （一）全校性刊物（報紙、雜誌型）：
以五仟元為上限。

以 5000 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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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學會學術性刊物：視其出版

（二）各學會學術性刊物：視其出版

計劃酌予補助，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計劃酌予補助，每學期以 1 次為限，

補助五仟元為上限。

補助 2000 元為上限。

八、社團指導老師之經費補助，由課 1.將｢辦法｣改為
｢要點｣。
指組依「社團指導老師制度實施要點」 指組依「社團指導老師制度實施辦
八、社團指導老師之經費補助，由課

有關規定辦理。

法」有關規定辦理。

十、有關學生社團補助費申請，至少

十、有關學生社團補助費申請， 社

課指組審查簽於活動企劃書，於活動

1. 將｢社團 得 一
學 期 提 出 申
團得一學期提出申請，時間為每學期
請，時間為每學
開學前一周，第一學期審查 8 月至隔
期開學前一周」
年 1 月底之活動補助；第二學期審查 改為｢至少於活

後兩周內核銷完成，若遇不可抗之原

2 月至 7 月底之活動補助，實際申請

於活動前兩周備活動企劃書及活動申
請表提出申請，確實補助之經費由各

因如連續假期可順延一周，寒、暑假
活動統一公告時間進行核銷。

動前兩周備活
及審查時間，由課指組另行通知公佈 動 企 劃 書 及 活
動申請表提出
之。
申請｣。
2. 將｢實際 申 請
及審查時間，由
課指組另行通
知公佈之｣改為
｢確實補助之經
費由各課指組
審查簽於活動
企劃書｣。
3. 新增｢於 活 動
後兩周內核銷
完成，若遇不可
抗之原因如連
續假期可順延
一周，寒、暑假
活動統一公告
時間進行核銷
｣。

依所提計畫執行並於規定時限內核

十二、凡受補助之社團活動，應確實 1.將阿拉伯數字
改為國字。
依所提計畫執行並於規定時限內核

銷，若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則列

銷，若執行率未達 80%，則列入下學

入下學期審查社團補助之依據。

期審查社團補助之依據。

十二、凡受補助之社團活動，應確實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