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06 學年度 

校內補助計劃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第二十六屆學生會 

活動負責人： 

林庭荃 0976-024-265 251009844@qq.com 

羅曉意 0912-331-591 yi199610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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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名稱： 

校內補助計劃。 

二、專案緣起： 

  學生會費是學生會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學生會費的使用、

管理、收益和處分也是學生會幹部們的重要課題。我們認為，學

生會應本於服務大家的宗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更多

有需要的社團、系學會和個人團體。故，校內補助計劃應運而生。

學生會願意拿出學生會費之一部，讓社團、系學會和個人團體能

在辦活動時減少資金上的壓力，更好的為我們中原大學的學生服

務。 

三、參與對象：  

  中原大學各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 

四、專案目標： 

申請校內補助計劃的社團、系學會、個人團體的總個數

達20個。 

五、管理方式： 

（一）審查 

1. 日期：欲申請之單位需於活動舉辦前 1個月前申請補助 

2.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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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團體：4位負責人以上（超過 8人請填寫 8位主要

負責人） 

社團幹部舉辦社團活動時，不得以個人團體名義申請補助，

須以社團名義申請； 

系學會幹部舉辦系上活動時，不得以個人團體名義申請補

助，須以系學會名義申請 

（2） 社團: 4位負責人以上（超過 8人請填寫 8位主要負責

人） 

（3） 系學會： 4位負責人以上（超過 8人請填寫 8位主要

負責人） 

3. 會費：申請成員繳納學生會會費的比例應達 60%(採無條件進

位) 

4. 審查標準：  

(1) 具有真知力行、傳啟文化、服務世人、全人教育等積極向

上的意義和理念。不得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送宵、送舊、

讀書會等活動不得申請。已受我校其他單位補助之活動不得再

申請，違者單位 1年內無申請資格 

(2) 符合比例原則，即申請補助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成 

(3) 活動對象需為中原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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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原大學學生會擁有最終解釋權 

5. 申請單位需提交企劃書（附件一參照），內容包括：活動名稱、

活動單位、活動時間地點、申請人數及負責人聯絡資訊、活動

內容、申請補助額度、資金使用方法等等。發送至公關部Gmail：

cycusa.pr@gmail.com。公關部將於收到企劃書後予以回復表

示收到申請。 

(二)〃公告 

6. 由公關部對該企劃綜合評估審核，得勾率低於 50%者，無補助

之資格（附件二參照）。通過資格單位之補助金額計算方式如

下： 

若只有 1家單位申請：2500*得勾率 

2家單位申請：5000*1/2*得勾率 

3家以上單位申請（n）：7500*1/n*得勾率 

上下半月金額上限為 7500，審核方式相同。 

EX：只有 XX社申請，得勾率為 80%，得到補助金 2000 

A和 B兩個系學會申請，得勾率分別為 90%和 60% 

A得到補助金：5000*1/2*90%=2250 

B得到補助金: 5000*1/2*60%=1500 

惟，補助金額之上限不超過該單位總預算之 50% 

mailto:cycusa.p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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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申請之名單和金額將在每月的 1 號和 15 號於學生會粉專

公佈    

7. 申請單位於活動結束後發送活動成效（附件三參照）於公關部

Gmail：cycusa.pr@gmail.com，並填寫問卷。成效評估未通過

者取消本學期申請資格。 

(三)〃核銷 

8. 在期限內找財務部核銷，實支實付。 

申請者需提交符合相關規定的證明（收據、發票、領據） 

收據 

需有統一編號-45002502 

(1)需有商家統一編號 

(2)沒有寫錯、塗改 

(3)有商家負責人印章 

(4)日期需在合理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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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 

(1) 需有統一編號-45002502 

(2) 日期需在合理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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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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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為校外人士須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日期需在合理期限內 

(1)  

    表示一定要填 

 

提交證明需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星期內於週一 12:10-13:00 或

週二 12:10-13:00 或週四 10:10-12:00 當面交給學生會財務

部幹部，核銷無誤將當場給予核定金額 

     若提交之相關證明合計大於申請金額，則核銷申請金額。 

若提交之相關證明合計小於申請金額，則核銷相關證明之金

額。 

（四）.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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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申請標準:按繳學生會會費的比例作為標準有完整

的審查流程 

2. 補助金額全權由繳學生會會費比例決定由學生會審核 

3. 同一單位一學期內最多申請兩次補助。且申請的負責人不

得重複。 

4. 若為多個社團/多系合辦的聯合活動，應推選出一個主要

負責的社團/系。該補助包含在主要負責單位的補助上限

次數內。 

5. 不予核銷之款項：煙酒、刀具、交通費、國外發票、毒品

等非法用品…… 

6. 申請的補助金額不得超過該活動總金額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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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傳方式： 

（一）.於學生會Line官方帳號宣傳。 

（二）.於學生會網站宣傳。 

（三）.於臉書粉絲專業宣傳。 

（四）.於i-touch網站宣傳。 

（五）.於系聯會及社聯會宣傳。 

七、進度規劃： 

 八月初 八月中 八月底 

撰寫企劃書    

議會審查    

預算審查    

 九月初 九月中 九月底至 107/1 

推廣    

八、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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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算表 

中原大學第二十六屆學生會 106-1 學年度活動經費預算表 

收件日期: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18

日 
 預算編號 :   1-2-4-1(款-項-目-節) 

活 動 名 稱:    校內補助Ⅰ 

活 動 時 間:    106  年  11  月 至  107  年  1  月 

活動總副協:    林庭荃 羅曉意 

              

科目類別 序 科目名稱  單 價  數量 單位  金 額  

其他費用 

1 十一月補助金  $   15,000  1 月  $         15,000  

2 十二月補助金  $   15,000  1 月  $         15,000  

3 一月補助金  $   15,000  1 月  $         15,000  

小 計  $                                    45,000  

  雜 費  $                                       -    

  總金額合計新台幣 肆萬伍千元整 (NT$45,000) 

備 註 :     

 1.雜費不得超過總金額之百分之五。 

  

106-1 

提高校內補助計劃的
知名度。 

106-2 

越來越多的社團、系
學會和個人團體使用
校內補助計劃的管道。
校內補助計劃的涉及
範圍也越來越多元化。 

未來 

校內補助計劃成為良
好的學生會與社團、
系學會、個人團體溝
通的媒介，在資金使
用上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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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校內補助計劃企劃書 

請用標楷體 14號字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單位 

□社團，     社  □ 系學會，    系系學會  □ 個人團體 

三、 活動時間地點 

四、 申請人數及負責人聯絡資訊 

 姓名 學號 電話號碼 

主要負責人    

負責人 2    

負責人 3    

負責人 4    

負責人 5    

負責人 6    

負責人 7    

負責人 8    

 

五、 活動內容（3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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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目標 

（請填寫量化指標。ex活動滿意度為百分之幾。至少填寫 3個

目標。活動參與人數為必填） 

七、 活動資金使用方法 

科目名稱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用途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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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內補助計劃評分表 

姓名：        活動名稱： 

標準 是/否 

具有真知力行、傳啟文化、服務世人、全人教育等積

極向上的意義和理念。不得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符合比例原則，即申請補助有助於上述目的之達成  

活動對象為中原大學學生  

 

1.企劃書格式是否符合標準格式  

2.是否有和 1個以上的系學會/社團等團體合作  

3.活動預期參與人數是否超過 100人  

4.活動宣傳是否 3種以上  

5.是否回饋參與者  

6.有問卷或其他能評估成效的規劃  

7.活動規劃完整包含內容、人力分配、雨天備案等  

8.活動是否創新  

9.是否具教育意義  

10.經費使用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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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內補助計劃成效報告書 

一、 活動名稱 

二、 活動單位 

□社團，     社  □ 系學會，    系系學會  □ 個人團體 

三、 活動時間地點 

四、 活動內容 

五、 活動目標 

六、 活動目標達成（含參與同學調查問卷分析） 

七、 活動照片（至少 2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