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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費分類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原訓輔專款）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學校行政事務費 



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案經費 

 教育部補助款— 

   教育部每年度依學生人數補助學校作為各
項學務相關活動之經費。 

 學校配合款--- 

   學校得提出相對配合款一併執行。 

 教育部獎助款— 

   各校提出特色主題申請（三年計畫）。 

 專案補助款—如：北二區法治教育研討會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1.經費來源：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
申請原則及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 

『應提撥資本門2﹪，經常門2％之獎補助
款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工作』。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2.使用限制 

  （1）資本門--以『購置學生社團 活動所  

       需之器材設備』為主。 

  （2）經常門--至多四分之一得用於校外社團 

       指導教師之鐘點費，其餘經常門經費 

       支用則比照本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 

       款實施要點辦理。 



貳、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一、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專款專用，並應 
    按編列預算全數執行。 
 
二、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禁用事項： 
   1.基本人事費、導師費、社團老師指導  
     費、校外訪視費（交通）費、誤餐費或 
     加班費（非上班時間除外）、教職員工 
     值班費、醫師診療費。 
    



貳、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二、教育部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禁用事 

    項： 

  2.獎助學金、工讀（助學）金、校隊訓 

    練及比賽費用。 

  3.年度慶典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者 

    除外） 

  4.儀器設備購置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 

    之各項活動費等。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三、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支援學校辦理本 

     校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案教育或研 

     習活動為主，不得用於： 

    1.補助師生出國研習或旅遊。 

    2.代表學校作為申請其他機關團體計 

      畫之自籌經費。 

    3.捐贈或用以補助其他機關團體。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四、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項： 

   

   1.學校應邀集學生代表共同訂定社團經費  

     補助規定，其經費之申領與核銷應依學 

     校內部憑證審核規定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四、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項： 

   2.如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學 

     生幹部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施（含現 

     金、禮券、提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 

     等），應由學校配合款項下編列，其總 

     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百分之二十， 

     其中現金部分並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 

     之百分之十。獎勵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 

     過程。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四、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 

    項：  

 

3.各項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費總額以不
超過補助款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各項
工作項目之辦理經費不得超過該目標補
助款之百分之五十。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四、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使用注意事項：  

 

4.各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其經費總額
以不超過補助款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
且單項研習或活動之辦理不得超過該目
標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之百分之五十。
活動經費若有不足，得以學校配合款或
其他經費支應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五、流用規定— 

1.為顧及實際需要，學校得於各工作項目
間流用經費，其幅度以工作項目之百分
之二十為原則。 

2.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變更，應於經費使
用年度結束當年度之十二月二十日前報
本部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五、流用規定—  

3.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或學校配合款流用
幅度超過百分之二十、以補助款或學校配
合款以外經費支應致工作項目支出超過百
分之二十，或有新增之工作項目者，應填
具「計畫項目暨預算變更彙整表」，併附
修正「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項目
暨概算表」各一式三份，於活動舉行前，
函報本部核定，始得動支。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六、使用程序—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動支，應簽報學 

   生事務長（訓導主任）及簽會學校會計 

   單位，經校長或授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 

   後，始得動支；其核銷時亦同。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七、其他規定： 

  

 1.對夜間學制學生之補助款，應用於與夜間   

   學制有關之師生學生事務與輔導活動。 

 2.學校應依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願景與目 

   標具體規劃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並 

   依報本部之計畫執行。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3.活動辦理完竣後，應由會計室專帳逐案
保存原始支出憑證，學生事務處保留活
動簽呈影本、活動計畫、活動成果、支
出憑證 影本、經費收支結算表（應加註
傳票號 碼）及相關附件等，依報本部計
畫之領域別及項目別整理； 

4.全校性之研習活動並應包括問卷回饋統
計分析。 



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原則 

八、帳務處理： 

  1.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之帳務處理，應依教育部   

    補助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經費收支作業及查核要 

    點辦理。 

  2.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應於年度結束後，填報使 

    用情形統計表及成效報告表，所報資料應與學 

    校帳載之核銷金額相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 

    款若未按計畫用罄，應繳回教育部。 



參、學務工作四大願景 

一、建構核心價值與特色校園文化 

   1-1 建立校園之核心價值，塑造具有特色 

         之校園文化  

二、營造溫馨友善之校園環境，促進學生  

       適性揚才與實現自我 

     2-1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2-2促進與維護健康 

   2-3促進和諧關係 

   2-4促進適性揚才、自我實現 



參、學務工作四大願景 

三、培養具良好品格的社會公民 

   3-1建立多元文化校園與培養學生良好品格  

        與態度 

   3-2推動服務學習、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世 

        界觀之社會公民 

四、提昇學務與輔導工作之專業化、e化及績 

       效 

   4-1落實評鑑制度及提昇工作效能   



肆、（訓輔）經費使用及核銷注意事項 

一、經費使用： 

 活動計畫前 

    1.請先確認經費之項目與來源（補助款或配合
款），可使用之金額（餘額）。 

    2.請先確認該項經費之使用原則，如：教育部有
關經費使用注意事項，是否有使用對象之限制
如：限用於補助學生社團所辦理之活動，或限
制不得使用現金或獎品、獎牌等規定。 

 活動計畫宜詳列經費支出預算，簽會學務處、
會計室轉呈校長核可後實施。 



肆、（訓輔）經費使用及核銷注意事項 

二、活動過程：應照相存證，且以能展現全場活
動情形之範圍為宜。 

三、經費核銷時附下列資料：製作正副本憑證 

 憑證正本附件— 

      （1）經費收支結算表、（2）簽呈影本、 

      （3）活動計畫、          （4）請購單 

 憑證副本附件— 

      （1）經費收支結算表（2）簽呈影本（3）
活動計畫      （4）請購單（5）活動成果
資料（含紀錄、照片）6）活動成果報告表 
（7）問卷回饋統計(大型活動)  



五、10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活動經費結算表（黏貼憑證第一頁） 

活動名稱： 訓輔經費
項    
次 

□補助款第     項 

□配合款第     項 核准之預算金額 

項次 收支摘要 預算金額 核銷金額 備   註 

1 請註明收據發票之序號 

2 如：＃3，＃4， 

3 

4 

5 小計 

每張憑證黏貼發票或收據以8-10張為限，若超
過時以第二張憑證黏貼，以不超過範圍為限，
蓋章及總金額寫在第一張即可。 



六、成果報告表 

106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訓輔）經費活動成果報告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主辦單位 經費 
來源 

補助款 

指導單位 配合款 

區分 

 
活動情形 

應略加描述 

檢討與 
建  議 

應就活動狀況與經費使用檢討改進（不可空白）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或社團負責人）：                                          （或課指組） 

 



憑證份數 

1.分補助款及配合款 
       （視經費編列而定） 
2.每份憑證細分為 
（1）款付廠商   
（2）款付個人及沖銷   
（3）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凡是講師費、評審費均需編列二代 
  健保補充保費1.91％，並應在編列 
  預算時提列。 
2.結帳時，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單獨做  
  一張憑證（正、副本） 



憑證製作粘貼資料 

（一）核銷資料 
1.經費核銷表  2.經費結算表  3.發票或收據

（要編號）每張黏貼8-10張為限。 
（二）佐證資料 

1.原簽 (含計畫及預算)  
2.請購單及估價單   
3.參加人員(誤餐)名冊  
4.成果報告表 
5.活動照片 
6.會議記錄 
7.活動者成果報告（含計畫、執行、考核、  
 回饋分析統計） 



憑證右上角 用途名稱之填寫 

1.辦理105.1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2.補助學生會辦理愛在林口社區聯歡活動 
3.辦理 迎冬至、話湯圓活動（夜導師研習） 
4.補助資科系學會辦理夾豆子好好玩活動     

（社區關懷活動） 
5.105學年度新鮮人手冊 
（補助學生會印製105學年新鮮人手冊） 



四、學輔經費使用原則 

1.經費使用前應先簽請核定後才執行。 
2.經費之編列應合宜、必要，合乎比例原則。 
3.印製刊物、文宣、旗幟應先設計、請購核可後  
  再執行。 
4.採購物品應有照片或佐證資料附憑證後備查 
5.中午時間活動必要時可編列餐飲便當費，但單 
  價、數量應符合人數（接近） 
  餐費收據下(後)方應附簽名冊。 



五、學輔經費使用原則 

6.非有特別理由請勿附加茶飲、咖啡、零 
  食發票報帳。餐費收據請勿以超出80之 
  單據如：麻辣鍋、套餐等結報。 
  參費應註明單價、數量。 
7.文具用品、紙張印刷費數量用應符合需 
  要核實編列。 
8.請勿以執行工作費用之名義，內含無限 
  可能的東西報帳。 
9.非有特別理由，活動非於用餐時間舉行 
  者，不宜申報餐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