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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全國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說明 

研討會分組及綜合座談紀錄問題及解答 

問題 1：學輔經費是否可用於支用國際志工相關費用? 

答：依照教育部之規定是不能支付的，但若是辦理國際志工活動的行前講

習或訓練開銷費用則可支用。 

問題 2：學輔經費面臨核銷時支用與規劃項目的差異，若活動案的科目經

費有所差異，是否會列入缺失? 

答：經費有差異需辦理流用，只要符合學校的流用標準就不算是缺失，且

流用金額不能超過補助經費 20%，超過 20%則需報教育部核備。 

問題 3：學輔經費各項工作項目可結合使用嗎？ 

答：經費科目有此項目，且其它項目尚餘經費，則可流用至此項目結合使

用。 

問題 4：有關現金禮卷之規定不可超過 20%`,請問禮卷視同現金嗎？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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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其中現金部分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

的 10%。禮卷非屬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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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內聘講師可以支用經費，其條文沒有規定學務人員不可使用，在

非上班時間辦理活動是否等同內聘講師之規定？ 

答：就學務人員授課之事實，於辦理研討會、座談會等活動時，可依「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項目 1（3）有關內聘講座鐘點費規定

上限每節新臺幣 800 元，非前述活動之一般課程，則依照學校教師授課時

數及鐘點費核計。 

問題 6：實習心理諮商師是否可支領學輔經費之講座鐘點費或相關出席費？ 

答：實習心理諮商師之身分屬於未畢業之學生，且未領專業證照，尚不具

學者專家資格，故不能支領講座鐘點費或相關出席費。 

問題 7：個案領導會議，是否可以購置圖書編為教材？ 

答：若是活動相關的圖書可以編列，但若非相關活動或個人使用之範疇則

不能編列。 

問題 8：學生社團辦理校外活動，但公車不能到達，是否可用計程車資補

助？ 

答：除急用公務可搭乘計程車外，平時不能支用，應循學校校內行政程序

簽核後，用學校配合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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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騎機車外出服務學習的學生，是否可申請交通費? 

答：學生外出服務學習，如係經學校核准並同意支領交通費者，可依照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項目 1（13）之支用說

明，國內旅費之編列及支給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該

要點第 5 點第 3 項，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費費得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

（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及賠償。 

問題 10：裁判費的計費方式，是否可先預支? 

答：依照學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問題 11：學生辦理活動找學校同仁負責接送，並使用學校的小巴士作為交

通工具，是否能申請交通費? 

答：開車接送人員為學校員工，不能申請交通費。 

 

問題 12：有關雜支編列是否有上限為 6%之規定？ 

    答：教育部於 102 年修訂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時，雖已取消

雜支編列上限為 6%之規定，但學校編列此項目之原則及定義不變，

學校仍須注意覈實編列經費且比例不宜有過高情形。 

問題 13：若願景所編列學輔經費與願景之定義有落差，是否會追回？ 

答：教育部不會追回，若是用途不當才會追回學輔經費。 



106 年度全國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說明研討會 

分組座談(一)初階人員討論題目 

場次：初階人員 

時間：106 年 7 月 14 日（五） 14：30~15：20 

地點：高醫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龍華科技大學葛校長自祥 

與談人：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心理諮商組石組長雅惠、義守大學稽核室陳主任昭興 

紀錄：高雄醫學大學職涯發展組吳昱儀助理、高雄醫學大學會計室陳美錡組員 

 

提問內容與回應 

一、健行科技大學提問 

問題一: 學生社團參與相關研習、會議可否支用學輔經費? 

回應 

可以。請參考手冊第 175 頁「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問與答第 5題之

答案，若有疑慮,建議使用學校配合款。 

 

問題二：學生社團活動：迎新、送舊茶會…可否支用學輔經費? 

回應 

建議先使用學校經費，再用學校配合款支應。 

 

問題三：每一活動、會議是否有餐費支用上限? 

回應 

請參考本研討會手冊第 165 頁「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膳宿費，辦理半日者：每

人膳費上限 120 元」。核實列支，以實際人數乘以每人膳費。 

 

問題四：學務人員參與相關研習會議活動，其報名費、住宿費、車馬費等可否於學輔經費編列支應？ 

回應 

可支用，但必須為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活動。 

 

二、朝陽科技大學提問 

【問題一】 

請教講師交通費，例如：高鐵、火車等，是屬於「運費」科目項下支應嗎？ 

回應 

請參考本研討會手冊第 165 頁「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第 164 頁「國內旅費、短程

車資、運費」之規定辦理。 

 

  



三、中國文化大學提問 

問題一：學輔經費的使用期限，是否可能比照學輔配合款的使用期限，在一月底使用完畢？ 

回應 

不可，公務預算必須於當年度 12 月 31 日前使用完竣。 

 

問題二：如非特殊活動，像一般講座，可否編列講師用水費用？ 

回應 

請參考本研討會手冊第 165 頁「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膳宿費下之膳費編列項目下

支應，且應以整個活動之參與人員一起編列。 

 

四、東方設計學院提問 

問題一：學輔經費支應演講費，如演講者同時具有業界講師及學校學生（博班）是否可支應？如可知應

是依內聘鐘點支付嗎？ 

回應 

一、學輔經費可支應學校學生(具有業界講師資格)之演講費，但學生必須確實具備該項專業資格且可提

供證明，且演講內容需與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 

二、依據學輔經費補助要點所謂校內人員是依照校內是否支薪聘任為依據，校內學生並非校內支薪人員，

故若該學生確實具有該項專業且領有相關證照者，理當可以視為校外講師，以外聘鐘點費支應其講

師費。 

 

問題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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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點第 1 款

當年度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學校，得有學校配合款購置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想詢問改制大學是

否適用？ 

回應 

本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款所說明之學校為針對新設或第一次改制的學校均通用，但不適用於第二次改

制大學。 

 

五、現場提問 

問題一：補助款及配合款分配原則？ 

回應 

請參考「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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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點之規定

辦理。 

 

問題二：學校辦理社團演唱會，和入場者收費是否需報娛樂稅？ 

回應 

請學校自行和會計室討論相關問題。 

 

問題三：辦理演唱會，學輔經費是否能支應版權費？ 

回應 

請參考手冊第 168 頁「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

改進方案」第 7點規定：「不得編列聘請樂團演唱或表演之經費…」。爰此，不可支應，建議以學校自

籌經費支付，版權費用較高，通常為逐年分攤。 

 



問題四：系學會是否可使用學輔經費？ 

回應 

可以。請參考「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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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願景、目標、策略及經費來源明細表-可支應社團及學生自治團體所辦理之活動。 

 

問題五：學輔經費會計帳務作法？ 

回應 

完整憑證彙整，包含簽呈、核銷、成果等。補助款以正本彙整；學校配合款可用副本彙整。 

 

問題六：年底核帳作法（例如聖誕節、跨年活動）？ 

回應 

以簽核完成之簽呈先預借款項支應即可。 

 

問題七：新生之活動可否以學輔經費支應？ 

回應 

學輔經費使用順序：學生優於導師，導師優於學輔人員；建議使用學校招生經費支應，倘若新生有學

號後即可以學輔經費支應。 

 

問題八：手冊 P.165，膳宿費上限 1400-1600 的標準？ 

回應 

依本研討會手冊第 165 頁「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之標準支付-每日住宿費上限為

1,400 元或 1,600 元。 

 

問題九：手冊 P.21，學輔訪視期程是以學年度 or 年度彙整？ 

回應 

以年度方式彙整；手冊第 21 頁第 2點的（學年度）為誤植。 

 

問題十：社團社區服務非本校學生是否可以支應？ 

回應 

校外人士建議使用配合款或學校經費支應。 

 

問題十一：心輔工作坊教材費是否有編列上限？ 

回應 

教材費使用於教學上會有爭議。學輔相關領域活動請參考手冊第 172 頁，使用學校配合款支應。 

 

問題十二：手冊第 101 頁，導師帶同學外出（以班級為單位），是否可支交通費及膳宿費？ 

回應 

若為學輔相關活動可支應交通費，宿費建議使用配合款、學校經費或募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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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座談(二)進階人員討論題目 

場次：進階人員 

時間：106 年 7 月 14 日（五） 14：30~15：20 

地點：高醫國際會議中心 B廳 

主持人：國立中山大學蔡副校長秀芬 

與談人：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陳主任斐娟、逢甲大學會計系康副教授淑珍 

紀錄：高雄醫學大學課外活動組康雅婷助理、高雄醫學大學會計室鄒美駖組員 

 

提問內容與回應 

一、東方設計學院提問 

問題一：「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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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點第 1 款

當年度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學校，得有學校配合款購置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想詢問改制大學是

否適用？ 

回應 

本實施要點第 5點第 1款所說明之學校為針對新設或第一次改制的學校均通用，但不適用於第二次改制

大學。 

 

問題二：學輔經費支應演講費，如演講者同時具有業界講師及學校學生（博班）是否可支應？如可支應

是依內聘鐘點支付嗎？ 

回應 

(一)學輔經費可支應學校學生(具有業界講師資格)之演講費，但學生必須確實具備該項專業資格且可提

供證明，且演講內容需與提升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相關。 

(二)依據學輔經費補助要點所謂校內人員是依照校內是否支薪聘任為依據，校內學生並非校內支薪人員，

故若該學生確實具有該項專業且領有相關證照者，理當可以視為校外講師，以外聘鐘點費支應其講

師費。 

 

二、環球科技大學提問 

問題一：研習手冊第 21 頁第 2點，學輔訪視以「曆年」（學年度）為彙整期程。但第８點原始憑證是依

計畫之領域、項目別整理成冊，學輔補助款是採「年度」，故請問「原始憑證」該如何彙整裝訂成冊，

是依學年度或年度？ 

回應 

學輔經費原本就是採取「歷年制」，即為該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各校會計年度以學年制是為各校

規定，但學輔經費原始憑證仍依「歷年制」彙整成冊。 

  



三、文化大學提問 

問題一：學生能支領的費用有哪些？例如:表演費、出席費、評審費（社團評鑑）．．．等  

回應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章計畫經費支用六、計畫經費之支用，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四）補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受補助機關、學校或團體本職工作，其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定

支領講座鐘點費外，不得支領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

鑑費等相關酬勞。故學生不得支領表演費、出席費、評審費（社團評鑑）．．．等費用。   

 

四、崑山科技大學 

問題一：特色主題經費，補助款可否支應活動宣導品？ 

回應 

若與學輔相關之文宣品宜使用配合款支應，且比例不可過高。 

 

問題二：依學輔工作經費支用標準一覽表第 19 項（第 171 頁）「學輔工作人員護送急病或意外事故學生

至校外就醫或探視傷病學生之車資、慰問品」可支用補助款及校配款，請問核銷時，是否需補簽呈？（因

為第 104 頁（4）經費動支須事前簽報） 

回應 

一、由於學生急病或意外事故無法事先預測，故建議各校可制定相關支用原則，類似各校人員出差支付

標準，後續則可以依此為規範，不需要另外再上簽呈，即可檢附相關費用之合法原始憑證核銷。 

二、支付相關規定可以參照活動手冊第 175 頁問與答第 6 題，相關費用均應開立合法之原始憑證予以核

銷。 

 

五、現場提問 

問題一：剛剛於主題特色各校分享時有提到高雄醫學大學辦理現場機車考照活動，想詢問機車考照費用

是否可編列於學輔經費或特色主題經費中？ 

回應 

機車考照之報名費用不可編列，但為了宣導機車正確考照之訓練費用可以編列。 

 

問題二：若辦理性別平等宣導活動，以徵文或攝影比賽等方式來辦理，活動結束後將學生投稿得獎作品

印製成成果冊，並將成果冊分發至各班，每班一冊，提升宣導效果，類似此項成果冊印製數量較大(約

600 本)，可否使用補助款支應？ 

回應 

此類資料類似學生輔導資料，應以學校配合款支應，並要思考如何評估效益。 

 

問題三：由於現今學生許多研習活動均須至校外單位進行，例如：外籍生文化交流至九族文化村或是奇

美博物館、志工訓練至訓練營地等，均需要門票費用，想要請問學生研習活動所需的門票費用是否可以

用學輔經費支應？ 

回應 

請參考手冊第 167 頁「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

進方案」之相關規定。若辦理該項活動的內涵與目的，確實具有學生輔導和意義的，且為必要費用，則

是可以編列相關費用。若為校外辦理研習活動住宿於該場地，門票或入園費用已包含於住宿費用中，則

不可另外編列。 



106 年度全國私立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使用說明研討會 

綜合座談討論題目 

時間：106 年 7 月 14 日（五） 15：20~16：00 

地點：高醫國際會議中心 B廳 

主持人：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許專門委員慧卿 

與談人：國立中山大學蔡副校長秀芬、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陳主任斐娟、龍華科

技大學葛校長自祥、國立臺北商業大學心理諮商組石組長雅惠、義守大學稽核室陳主任昭興

逢甲大學會計系康副教授淑珍、高雄醫學大學羅學務長怡卿 

紀錄：高雄醫學大學課外活動組康雅婷助理、高雄醫學大學會計室鄒美駖組員、高雄醫學大

學職涯發展組吳昱儀助理、高雄醫學大學會計室陳美錡組員 

 

壹、提問與回應 

問題一：未收學生會費，學輔經費是否需經學生議會同意? 

回應 

學生議會主要職責在反映學生意見及監督學生會費使用；學輔經費編列時，其中補助學生活

動的部分可邀請學生會參與討論，但並非必需經學生議會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