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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名稱 

校內補助計劃 

二、 活動宗旨 

1. 為了保障已繳會費之學生的權益，給予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補助的

回饋。 

2. 讓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的活動更加順利的舉辦，讓校內同學體驗更

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會達到宣傳的效果，並且能跟社團/系學會/個

人團體有更多的互動關係。 

三、 活動目的 

1. 提升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活動的執行運作、補貼費用。 

2. 提升中原大學學生會的知名度與學生對學生會的好感與認同。 

3. 協助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有更多資源可以使用，舉辦更完整的活

動。 

四、 活動目標 

1. 每個月補助金將發放至少一萬元，給予各個社團、系學會以及個人團

體補助。 

2. 回饋問卷的回收率為 95%以上且滿意度達 70%以上。 

3. 與社團和系學會的補助率達到 75%,與個人團體的補助率達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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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對象 

中原大學各社團、系學會及個人團體。 

六、 活動時間 

中原大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 申請活動流程 

 

1. 審核標準： 

(1) 1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25%的人

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25%）。 

(2) 2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50%的人

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50%）。 

(3) 3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75%的人

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75%）。 

(4) 4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100%的

人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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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個人團體應為 4人以上。由於個人團體情況特殊，人數較

少，4人最多申請 2000元補助，8人最多申請 4000元補

助。 

(2) 社團/系學會幹部不足八人則以社員代替 

(3) 一學期內不論以社團/系學會幹部(社員)或個人團體名義申

請每人皆只能申請兩次。 

(4) 若為多系/多個社團聯合活動，應推選出一個該項目負責的

主要系/社團（該負責人不得參與下個月的補助活動），該活

動的審核標準為 1000元須 4人繳交會費，2000元須 8人繳

交會費，3000元須 12人繳交會費，4000元須 16人繳交會

費。 

2. 若已達審核標準，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應在每個月第一周在中原大

學學生會粉絲專頁填寫申請表單，當月活動當月申請補助。 

3. 每個月前七日的晚上十點會在中原大學學生會粉絲專頁公開當日審核

通過名單（若在前七天的某一天已經發放完補助金，將會在當天晚上

公佈已截止報名）。每月八號中午十二點止公布該月獲得補助金的社團

/系學會/個人團體及其申請之金額，並且每月一號不開放申請。 

4. 已達審核標準並且申請時間較早的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將獲得補助



 

4 

金，且直至該月預算一萬五千元補助金發放完畢或到每月七號二十四

點。 

5. 申請補助金的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應在活動結束兩周內，帶著收據到

學生會辦找專員核銷。收據必須符合財務部的規定，若不符合規定，則

無法領取到補助金。 

6. 每個月月底在粉絲專頁進行資金流向的公開，該月的補助金若為未發放

完畢，將挪至下個月繼續發放。 

八、 回饋問卷條例 

1. 申請者須在核銷前至粉絲專頁填寫回饋問卷 (Google表單)。 

2. 學生會制式問卷： 

1.申請人屬於下列? 

□社團: _________  □系學會: _________  □個人團體: _________ 

2.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活動的內容屬於下列哪項？ 

□新生迎新/成發活動  □服務學習活動  □節日性活動（聖誕節、萬

聖等） □其他:_____________ 

4.是從何得知此活動? 

□中原大學學生會粉專 □學生會網站   □itouch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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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______________ 

5.申請金額為下列何者?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4000元 

6.對此補助計畫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認為以有無繳交會費作為補助金的審核標準是否合理？ 

□合理 □ 不合理，_____________ 

8.是否願意再次參與補助活動? 

□是  □否 

9.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活動宣傳 

2. 網路宣傳：中原大學學生會粉絲專頁發文宣傳/中原大學學生會網站。 

3. 社團及系學會的宣傳將在 FB社團(105社團人/105綜合性社團)進行

PO文。 

4. 放置於 itouch首頁。 

5. 原夢粉絲專頁 

十、 活動預算 

總預算為六萬元整，分四個月進行發放，每個月發放一萬五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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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補助注意事項 

1. 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不得連續兩個月申請補助金。 

2. 若第一次申請補助金額為 4000元，第二次申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3000

元。第一次申請補助金額為 3000元，第二次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2000

元。 

3. 每月一號的活動不給予補助。 

4. 收據核銷實支實付。例如：單據總額超過 2000元，只補助 2000元部

分。單據總額不超過 2000元，則實支實付。 

5. 在核銷前需上傳一張活動照片至 cycusa.pr@gmail.com 。 

6. 同一個活動只能申請一次補助金，不可多個系/社團/團體申請同一活

動。 

7. 若有違規申請規範以及在申請活動中有作假行為，申請資格將被取消且

將其惡劣行徑公佈在學生會官網上。 

十二、 活動申請規範 

8. 申請物品項目不包含酒精等飲品。 

9. 申請之活動若含有酒精等飲品則一律不給予補助。 

10. 申請之活動一切須合法並遵守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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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預算規劃 

中原大學第二十五屆學生會 105-2學年度活動經費預算表 

收件日期: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5日  預算編號 :   1-2-4-1(款-項-目-節) 

活 動 名 稱:   社團暨系學會贊助計畫 

活 動 時 間:   106 年  3 月  1 日  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活 動 總 協:   倪昱昕、戴亦瑄 

              

科目類別 序 科目名稱  單 價  數量 單位  金 額  

其他費用 

1 補助款一  $   15,000  1 式  $         15,000  

2 補助款二  $   15,000  1 式  $         15,000  

3 補助款三  $   15,000  1 式  $         15,000  

4 補助款四  $   15,000  1 式  $         15,000  

小 計  $                                    60,000  

  雜 費  $                                       -    

  合計新台幣   陸 萬 元整 (NT$60,000) 

備 註 :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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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補助企劃申請表 

注意事項： 

1. 審核標準：1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25%的人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25%）。2000元經

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50%的人員繳交學生會

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50%）。3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

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人中 75%的人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

比也應為 75%）。4000元經費申請需滿足社團/系學會幹部任意選取八

人中 100%的人員繳交學生會會費(個人團體的佔比也應為 100%)。 

※備註： 

(1) 個人團體應為 4人以上。由於個人團體情況特殊，人數較少，4

人最多申請 2000元補助，8人最多申請 4000元補助。 

(2) 社團/系學會幹部不足八人則以社員代替 

(3) 一學期內不論以社團/系學會幹部(社員)或個人團體名義申請每

人皆只能申請兩次。 

(4) 若為多系/多個社團聯合活動，應推選出一個該項目負責的主要

系/社團（該負責人不得參與下個月的補助活動），該活動的審

核標準為 1000元須 4人繳交會費，2000元須 8人繳交會費，

3000元須 12人繳交會費，4000元須 16人繳交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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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補助金的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應在活動結束兩周內，帶著收據

到學生會辦找專員核銷。收據必須符合財務部的規定，若不符合規

定，則無法領取到補助金。財務部的規定將發佈在學生會網站上。 

3. 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不得連續兩個月申請補助金。 

4. 若第一次申請補助金額為 4000元，第二次申請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3000元。第一次申請補助金額為 3000元，第二次補助金額不得超過

2000元。 

5. 每月一號的活動不給予補助。 

6. 收據核銷實支實付。例如：單據總額超過 2000元，只補助 2000元部

分。單據總額不超過 2000元，則實支實付。 

7. 在核銷前需上傳一張活動照片至 cycusa.pr@gmail.com 。 

8. 同一個活動只能申請一次補助金，不可多個系/社團/團體申請同一活

動。 

9. 若有違規申請規範以及在申請活動中有作假行為，申請資格將被取消

且將其惡劣行徑公佈在學生會官網上。 

10. 申請物品項目不包含酒精等飲品。 

11. 申請之活動若含有酒精等飲品則一律不給予補助。 

12. 申請之活動一切須合法並遵守校規。 

更多詳細資訊請前往學生會網站:http://sa.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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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我已看過並同意上述標準 

□我不同意 

 

1. 申請人屬於下列?  

□社團: _________ □系學會: _________ □個人團體: _________  

2. 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活動的內容屬於下列哪項？  

□新生迎新/成發活動 □服務學習活動 □節日性活動（聖誕節、萬聖等） □

其他:_________  

4. 是從何得知此活動?  

□中原大學學生會粉專 □學生會網站 □itouch首頁  

□其他:_________  

5. 申請金額為下列何者?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4000元  

6. 對此補助計畫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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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認為以有無繳交會費作為補助金的審核標準是否合理？  

□合理 □ 不合理，_________  

8. 是否願意再次參與補助活動?  

□是 □否  

9.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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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各式規定 

一.收據 

1. 需有統一編號-45002502 

2. 需有商家統一編號 

3. 沒有寫錯、塗改 

4. 有商家負責人印章 

 

 

 

 

 

二.發票 

1.需有統一編號-45002502 

 

 

 

 

 

 

 

 

 

 

  

 

450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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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據 

1.請至課指組領取-中原大學支付個人款項領款收據-填寫 

2.需填日期、領款名稱、金額、單位、職稱、姓名、人事代碼或學號、蓋章、

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 

3.若為校外人士須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表示一定要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