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 

92.11.11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0.22 九十七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1.10.8 一○一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 

102.1.7 一○一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 

103.12.16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104.5.19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 

105.6.16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社團活動建全發展，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品質，特定 

訂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社團經費應自籌財源，然為使學生社團活動得以推動，學校酌 

予補助部分經費，並求經費補助制度話與公平化。 

第三條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之補助與申請，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第四條 社團經費補助種類分為： 

一、一般補助。  

二、專案補助。  

三、學校委辦補助。 

四、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或比賽之補助。 

五、器材購置。 

第五條 一般補助項目及標準由課外活動組審查，學生社團向本校申請經費

補助，均應於活動前提出申請；活動開始後再申請者不予補助。 

一、申請期限以課外活動組公告為主。 

二、社團提交活動企劃書時即應檢附課外活動組所公定之「課外活

動經費補助申請表」。 

三、如為校外活動者，則應檢附「校外活動申請表」，方可提出申

請。 

四、活動企劃書內容應詳附活動名稱、宗旨、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活動時間、地點、行程表、經費預算、參加人員、工作人員及

請求協助事項等。 

五、辦理校外活動，需辦理保險，並且未成年者須檢附家長同意

書。 

六、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經費補助： 

              (一)幹部訓練：訓練學生社團組織下屆新任幹部，以一學年一 

                   次為原則。 

（二）營隊、迎新活動。 

（三）學術活動：演講、學術研討座談會、展覽、研習班等。 

（四）刊物出版：報紙、雜誌等。 

（五）各類競賽：無論康樂、體育、學術性競賽、主辦或參加校

內外比賽者。 

（六）康樂活動：校內外演奏會、公演、展覽、其他演出…等。 

（七）服務活動，含學期間平時服務、寒暑假期間之社會服務  

      隊。 

（八）其他符合社團宗旨之綜合性活動。  



七、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經費補助： 

    （一）各社團純係同學間聯誼、參觀、遊覽或娛樂性之活動，不   

      予補助。 

    （二）假借學術、營隊活動之社團日常社課。 

 （三）假借舉辦對外比賽之社內競賽。 

   （四）違反社團成立宗旨之活動。 

八、社團經費補助規則： 

（一）各類營隊活動經費補助對象為在校學生。 

 （二）補助項目： 

1.文宣影印費、消耗性文具用品。 

2.場地租借費、交通費、住宿費等。場地租借費僅針對申請校

外場地為限，學生交通費以補助莒光號票價為上限，住宿費、

遊覽車、機票等相關費用一律由學生行政中心審核判定該學

年企畫書收繳狀況依比例斟酌補助。 

3.比賽用、表演用耗材皆為補助項目，唯數量斟酌補助(50%為

上限)。 

4.講師邀請之相關支出如住宿費、交通費等為補助項目，補助比

例由學生行政中心審核判定之。但講師費、邀請函、感謝狀、

評審費不予補助，講師交通費以補助自強號票價為上限。 

5.個人人身安全保險，限東華在校學生。 

6.醫療箱一年限申請一次，且限於參加校外比賽與辦理校外活

動。 

（三）不補助項目： 

1.便當費、餐費、食材、飲料、汽機車油錢等。 

2.相片沖洗、紀念品、活動結束後歸個人或社團所有之物品 

3.非主要消耗於活動期間之日常營運成本(琴弦、吹嘴…等)。 

4.社團社課鐘點費不予補助。 

5.國內外往返機票以及國外住宿費。 

6.講師費、邀請函、感謝狀、評審費。 

（四）詳細項目，請見附表。 

第六條 專案補助： 

 一、凡以全校同學為對象，並經課外活動組評定為大型之專案活動

者，活動經費補助之金額以不超過該項活動總經費之百分之八十 為

上限。 

二、本類補助以兩個以上承辦單位者跨校、跨社團為優先。 第

第七條 學校委辦補助： 

學生社團受學校委託辦理之活動，則全額予以補助。 

第八條 學校主動遴選參加校外活動者，補助報名費、交通費（莒光號火車 或



台汽國光號為上限），若主辦單位為提供膳宿，得視情形補助。 

第九條 器材購置  

一、以技藝性社團之硬體設備為主，並得視各社團之需求予以補助。    

二、每學年每社團器材購置以補助乙次為原則，補助金額以不超過  

十萬元為原則。 

第十條     社團辦理各項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經費： 

 一、各社團聚會、送舊、舞會。  

二、純係同學間聯誼、參觀、遊覽或娛樂性之活動。 

第十一條  社團經費補助申請手續： 

一、一般申請補助手續悉依課外活動組相關規定辦理，社團經費補

助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各性質社團代表一人、學生議會與學生

會代表一人參與。 

 二、專案補助及器材購置應於指定日期前檢具申請表及企劃書向課 

外活動組申請。 

 三、活動地點如為本校教室或講堂，請先洽管理員或系所辦妥借用 

手續。 

 四、活動結束後，請於一個月內檢附經費補助申請表、活動成果報 

告表、收支項目說明表及原始支出憑證向本校課外活動組辦理 

核銷，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社團經費補助。 

第十二條  經費申請必須實報實銷；若有造假，則取消其補助，並依「國立 

           東華大學學生社團獎懲辦法」懲處。 

第十三條  學生社團不得對外發起勸募；但經課外活動組核備後得向社員募 

           集財務，並接受主動捐贈。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附表： 

 一、幹部訓練： 
 

編號 活動時間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1-1 一天 2000 所有學生團體

每學期合計 1 

次為限 

建議舉辦時 

機以交接期 

為佳 

1-2 兩天以上 3000 

1-3 兩天(住宿) 5000 

1-4 三天以上(住宿) 6500 
 

二、營隊、迎新： 各類營隊活動經費補助對象為在校學生。 
 

編號 類別 活動時間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2-1 營隊 一天 2000 所有學生團體 需符合服 



2-2 營隊 兩天以上 3000 每學期合計 2

次為限 

務性或社 

團宗旨之 

營隊 
2-3 營隊 兩天(有住宿) 5000 

2-4 營隊 三天以上(住宿) 6500 

2-5 迎新 開學 60 天內 2000 一學期 1 次  
 

三、學術活動： 
 

編號 活動類別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3-1 一般宣傳活動 1000 每學期 2 次 學術、理念、服務宣傳 
 

3-2 演講、座談會 4000 每學期 2 次  

3-3 期末成果展覽 3000 每學期 1 次  
 

四、出版刊物： 
 

編號 活動類別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4-1 報紙型 3000 每學期 

合計 1 次 

 

4-2 雜誌型 6000  
 

五、各類競賽： 
 

團體類(排球、壘球、籃球、合奏音樂、樂團…等) 

編號 性質 規模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5-1 
 

參與 校際 3000 
 

每學期合計 

2 次為限 

 

5-2 全國 8000 

5-3  
舉辦 

校內 3000 

5-4 校際 8000 

5-5 全國 一般專案 1 次為限 

舉辦須知 請評估報名費用以確保收支平衡 

其他 電腦類競賽以企畫書內容判定為團體競賽否 

 
 

個人(三人以下)類(羽球、桌球、武道、個人音樂、學術…等) 

編號 性質 規模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5-6 
 

參與 校際 1500 
 

每學期合計 

2 次為限 

 

5-7 全國 3000 

5-8  
舉辦 

校內 2000 

5-9 校際 5000 

5-10 全國 一般專案 每學期 1 次 

舉辦須知 請評估報名費用以確保收支平衡 
 

申請須知 請勿以競賽名義舉辦對內比賽，經查證屬 

實該團體下一學期不得申請活動補助。 
 

六、康樂活動： 
 

校內外大型表演、演唱會或其他交流聯誼活動 

編號 性質 規模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6-1 
 

表演 兩社以下舉辦 3000 每學期合計 

2 次為限 

 

6-2 三社以上合辦 9000 

6-3 期末成發 一般規模 6000 每學期合計 

6-4  五社以上聯合 20000 1 次為限  

6-5 
 

大型活動 演唱會 50000 

6-6 全國性競賽 20000 
 

七、服務活動：針對校內外服務之活動補助 
 

編號 性質 時間/規模 補助上限 補助次數 備註 

7-1 學期服務 一天 1500 每學期合計 

3 次為限 

 

7-2 兩天 3000  

7-3 三天以上 8000 每學期 1 次  

7-4 寒暑期間  10000 無 申請補助需 

派員到會說 
明 

7-5 特殊服務 超過 1000 人次 20000 

7-6  其他特別服務 20000 

除上述專案部分外，視其特殊活動成果(規模、影響範圍、效益)的差異而定一般

專案上限為 2 萬元；特殊專案上限在 5 萬元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