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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 
受贈單位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名    稱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申請單位 

代表人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申請單位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地址: 

年度經營或 

籌辦計畫年度 
 

申請資格  

符合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下

稱本辦法)第 3 條、第 4 條或第 5 條規定，並檢附參加或舉辦賽事證明文件及年度經營或籌

辦計畫。 

申請者類型(請擇一勾選) 申請類型(可複選，並依擇定類型審查) 

□ 職業運動聯盟 

□ 經營參與職業運動聯盟舉辦之職業聯賽隊 

伍之營利事業、法人 

□ 經教育部核准辦理企業聯賽之特定體育 

團體 

□ 經營參與經教育部核准辦理之企業聯賽隊

伍之營利事業、法人、大專校院或地方政

府 

□申請認可(詳備註 1) 

□申請專案核准(詳備註 2) 

□ 重點運動賽事 

□辦理國際綜合性運動會，申請專案公告 

□辦理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申請專案公告 

□辦理國際職業運動賽事，申請專案公告 

聲明切結書 

1. 應依計畫於符合本辦法第 15 條所定之支出用途內使用，並妥善保存計

畫期間內之支出憑證，於教育部指定期間內辦理計畫結案，並配合教

育部辦理就地查核。 

2. 若違反本辦法第 15 條所定支出用途使用捐款，經教育部查證屬實者，

應即廢止其認可、專案核准或公告，並返還捐款之一部或全部；其情

節重大者，不得向教育部申請次一年度之認可、專案核准或公告。涉

及刑責者，應依法移送偵辦。 
3. 同意提供所填資料予教育部與財政部作為申請審查、連絡、依法令規

定蒐集、處理、利用資料及辦理專戶公告等相關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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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審查

意見 

(主管機關填

寫) 

 

 

          

 

備註事項：1.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 條之 2」第 2 項認可規定，營利事業捐贈經教育部
認可之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得於捐贈金額新臺幣 1,000 萬元額度內，將捐贈金
額以 150%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若為關係人，僅得於捐贈金額新
臺幣 1,000 萬元額度內，將捐贈金額以 100%自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
除。關係人定義可參考「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
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 

2.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 條之 2」第 3 項專案核准及專案公告規定，營利事
業捐贈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經教育部公告之重點運動
賽事主辦單位，得不受第 1 點備註之 1,000 萬元額度上限及關係人限制。 

3.須檢附「參加或舉辦賽事證明文件」及「年度經營或籌辦計畫(可參考附件範
例)」。 

4.申請方式分郵寄及現場申請。 

                                       

 

申請單位名稱：             （蓋章） 

代表人名稱：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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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經營或籌辦計畫參考範例 
計畫填寫說明： 

1. 計畫內容以強化營運、逐年提升獲利能力為方向。 

2. 計畫經費需求應考量原先投入經費的規模、現行經費缺口、所欲提升之營

運面向。並非提報愈多就可以拿愈多，應務實評估相關經費需求。 

申請者備註：底色部分除總收入支出可公開外，其餘涉及公司財務資訊及財務

報表均請勿公告。 
111 年 05 月 17 日 

一、 本年度營運目標_質化指標：台灣職業籃球聯賽總冠軍 

本隊於 109 年及 110 年度分別為聯賽第 3 名及第 2 名，屢屢締造

隊史新猷。展望 111 年度期待可以拿下總冠軍為營運目標。 

 

二、 本年度營運目標_量化指標與過往兩年經營或籌辦成果 

(一) 營運目標_量化指標(含經費編列基礎)                                                                               

單位：新台幣千元 

指標 
預計 111年度達成目標 

110年度 109年度 
說明 金額 

比賽

日收

入 

提升比賽日收入 10% 

1. 預計舉辦 4場，與日本、韓國職業

棒球隊交流賽事，吸引進場球迷人

數 6,000人次，門票 400元/每場。 

2. 預計進場球迷人數增加 100人/每

場，達 1,000人/每場。 

3. 預計球迷進場門票 100元/每場，

季後賽門票 200元/每場。 

5,000 20場主場賽

事 

3,000千元 

16場主場賽

事 

2,000千元 

6場季後賽 

1,000千元 

6場季後賽 

1,000千元 

商業

收入 

提升商業收入 20% 

1. 預計新增年度贊助商 6家，新增贊

助金額 18,000千元。 

2. 產品零售及授權，預計達 4,000千

元。 

3. 場館營運收入，預計達 10,000千

元。 

72,000 贊助商 6家

40,000千元 

贊助商 4家

30,000千元 

產品零售及

授權，達

3,000千元 

產品零售及

授權，達

2,500千元 

轉播

收入 

提升轉播收入 40% 

1. 依據聯盟分配金額預計今年度

1,000千元。 

3,400 聯盟分配金

額 1,000千

元 

聯盟分配金

額 1,000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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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預計 111年度達成目標 

110年度 109年度 
說明 金額 

2. 自媒體轉播，預計收入 400千元。 

3. 預計舉辦 4場與日本、韓國職業籃

球隊交流賽事，預計轉播收入

2,000千元。 

合計 80,400   

 

(二) 預計提升規劃及使用用途 

單位：新台幣千元 

用途 說明 111預算 110年度 109年度 

籃球隊隊員

薪資、勞健

保、退休基

金 

1. 新聘日本球員、美國球員共 2

名，增加支出 12,000千元。 

2. 本土球員 13名，支出 42,000千

元。 

54,000 球員共

15名，

支出

50,000千

元。 

球員共

15名，

支出

48,000千

元。 

教練費用 1. 聯賽教練團隊 5名，支出

10,000千元。 

2.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教練團隊，

15名，支出 9,000千元。 

3. 體能教練團隊、心理諮商師團

隊、運動防護員，共 5名，支

出 4,800千元。 

23,800 23,000 20,000 

商業部門活

動 

1. 部門人員共 6名，支出 3,000

千元。 

2. 贊助活動洽談及舉辦活動經費

支出 1,000千元。 

3. 場館維運經費支出 4,000千

元。 

8,000 3,600 3,300 

媒體部門活

動 

1. 部門人員共 5名，支出 3,600

千元。 

2. 轉播器材費用支出 200千元。 

3. 網站營運費用支出 200千元。 

4,000 3,800 3,800 

行政部門活

動 

1. 總經理 1名，支出 1,000千

元。 

7,400 5,0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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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門人員 5名，支出 2,400千

元。 

3.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規劃支

出 1,500千元。 

4. 跨國賽事舉辦費用支出 1,500

千元。 

5. 報名聯賽支出 1,000千元。 

註:109年度、110年度實際收支狀況之決算報表(含上表收入支出)如附件 1、2。 

 

(三)經費預算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會計項目 摘要 
111年度預算 110年度 109年度 

金額 金額 金額 

比賽日收入 主場賽事收入 5,000 3,000 2,000 

季後賽收入 1,000 1,000 

商業收入 贊助商收入 58,000 40,000 30,000 

產品零售及授權 4,000 3,000 2,500 

場館營運收入 10,000 - - 

轉播收入 聯盟分配收入 1,000 1,000 1,000 

自媒體轉播收入 400 - - 

新辦賽事轉播收入 2,000 - - 

小計 80,400 48,000 36,500 

人事費用 

外籍球員_2名 12,000 
50,000 48,000 

本土球員_13名 42,000 

教練費用_聯賽 10,000 

23,000 20,000 
教練費用_學生球迷

養成推廣 
9,000 

教練費用_體能團隊 4,800 

商業部門 3,000   

媒體部門 3,600   

行政部門  3,400   

事務費用 

媒體部門_轉播器材 200   

媒體部門_網站營運 200   

洽談及舉辦贊助活動 1,000   

場館維運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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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摘要 
111年度預算 110年度 109年度 

金額 金額 金額 

活動支出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

動規劃 
1,500   

跨國賽事 1,500   

報名聯賽支出 1,000   

商業部門   3,600 3,300 

媒體部門   3,800 3,800 

行政部門   5,000 5,100 

小計 97,200 85,400 80,200 

本期盈餘(虧損) (16,800) (37,400) (43,700) 

 

三、 計畫實施時間、地點、方式及內容 

本計畫以提升球隊競爭力為主，輔以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人才培育、

增加球迷基數、提高國內及國際能見度、培力選手多元能力，並於必要活動中

結合跨領域業者，期能帶動國外旅客來台觀光。其中經費需求以球員薪資、學

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為最主要支出，爰擬透過教育部專戶支應部分球員薪資、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辦理經費與該活動教練支出，總申請經費為 4,000萬

元。計畫實施內容說明如下： 

項目 時間 地點 實施方式及內容 預期效益 

強化球員

戰力 

1-12

月 

主場

館、 

訓練場

地及競

賽場地 

新增聘 2位外籍球員，並

增加 3位本土明星球員，

充實隊伍競爭實力，增加

比賽精采度。 

預期可提升 111年度

進場球迷數量，於 111

年度職業籃球聯賽中

取得冠軍，進而取得

明年度參加亞洲籃球

冠軍盃賽資格，提升

明年度轉播金收入，

並提升國際曝光度。 

學生球迷

養成推廣

活動 

7-12

月 

台南、

嘉義、

高雄等

地各級

學校 

預計辦理 50場。 

1. 透過行政部門聯繫規劃

距離本隊台南主場館交

通路程 1小時內之各級

學校，辦理 42場推廣

預期於增加進場球

迷、本隊自媒體賽事

流量(後續將增加與各

界廣告商之跨界結合)

的同時，善盡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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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地點 實施方式及內容 預期效益 

活動，估計高雄 15場

(6場國小、2場國中、

4場高中職、3場大專

校院)、台南 10場(4場

國小、2場國中、2場

高中職、2場大專校

院)及嘉義 17場(7場國

小、2場國中、5場高

中職、3場大專校

院)，本活動教練團隊

將規劃有趣之遊戲及練

習內容，提升參與意

願，並於比賽日開場前

或中場休息時間辦理趣

味競賽，促進推廣觸及

學生進場觀看賽事。 

2. 辦理 8場學生賽事(含

2場總決賽賽事)，共 2

梯次，每梯次 3縣市各

1場，晉級者至本隊主

場館進行總決賽，並由

賽事參與隊伍中，挑選

表現優秀者，提供參與

本隊青年培訓隊之機

會。 

會責任，推廣籃球運

動，並培育優秀選

手，健全台南、嘉義

及高雄籃球發展環

境。 

 

研發運動

科學訓練

器材及推

廣教學 

每周

提供

4日

8時

段 

本隊主

場館 

有興趣之學校團隊(不限籃

球隊)、民眾申請使用 

預期於增加本隊訓練

效率、提升競技實力

的同時，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提供相關學

校團隊、民眾一安全

且有效訓練的訓練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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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地點 實施方式及內容 預期效益 

移地訓練 8月 沖繩 為利宣傳本年度 8月舉辦

日、韓、台跨國賽事，與

旅行社規劃提供沖繩民眾

來台旅遊半價優惠，來台

北看賽事、到台南深度旅

遊。藉 7月底至沖繩移地

訓練共 2周，與日本職業

球隊進行友誼賽，以利提

升本隊競技實力，並於移

地訓練期間，透過當地社

區發展協會協助，辦理與

當地居民見面會，達訓練

與宣傳賽事之目的，另提

供當地民眾購買本隊自媒

體優惠。 

預期提升本隊舉辦

日、韓、台跨國賽事

進場球迷、收看轉播

球迷之數量，並帶動

運動觀光風氣。另於

提升本隊於國外知名

度同時，增加球員與

國際球員交手經驗，

以利準備參與亞洲籃

球冠軍盃賽。 

 

選手退役

輔導 

1-12

月 

本隊基

地 

於休賽季辦理 10天職涯輔

導課程，於第 1天邀請職

涯輔導老師，透過實際案

例，向選手進行職涯發展

觀念講解，並透過興趣量

表協助選手發現更多可

能。並於第 2天邀請財務

管理講師，向選手宣導財

務管理觀念。第 3、4天邀

請運動管理業界人士進行

職涯輔導。第 5至 7天，

邀請媒體界講師，向選手

介紹自媒體觀念、養成相

關技巧。第 8至 10天，邀

請行銷界講師，向選手介

紹行銷產品、辦理活動概

念，並透過實際練習，引

配合教育部政策，申

請本專戶之職業球

隊，除辦理學生球迷

養成推廣活動外，還

須辦理運動員退役照

顧，本隊將以實際行

動支持政府政策，預

計透過精實之輔導課

程，啟發選手於其他

領域興趣，培養其他

領域能力，期待選手

於退役後能繼續為社

會奉獻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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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地點 實施方式及內容 預期效益 

導選手規劃相關活動，並

實際落實於移地訓練時與

當地居民見面會。 

 

四、 向教育部申請年度經費需求、用途及請款期程 

(一)依本辦法支出用途明列年度經費支出 

(與本隊第一點財報相關支出項目將有些微出入) 

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項目 小計 單價 數量 說明及備註 

1.專門從事運動賽

事之選手報酬 

54,000   外籍球員共 2名，支出

12,000千元。本土球員共 13

名，支出 42,000千元。 

2.教練指導費 19,000   聯賽教練團隊共 5名，支出

共 10,000千元。學生球迷養

成推廣活動教練團隊共 15

名，支出共 9,000千元。 

3.運動科學支援費 800 150 3 大型器材 

350 1 研發團隊費用 

4.運動防護費 4,800   體能教練團隊、心理諮商師

團隊、運動防護員共 5名，

支出共 4,800千元，含人事

及防護用品支出 

5.訓練器材裝備費 500    

6.參賽報名費 1,000    

7.移地訓練費 400   休賽季至沖繩移地訓練，球

員、教練團隊、行政團隊共

40人，包船共 100千元，住

宿費用 200千元，訓練場地

及器材設施 100千元。 

8.參賽或聯賽期間

旅運費 

500 166 30場次 賽季期間高鐵優惠費用。 

11.相關保險費 100 2.5 40人 移地訓練期間保險。 

12.場地維運費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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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項目 小計 單價 數量 說明及備註 

13.選手退役輔導費 500 50 10天 邀請行銷界、媒體界、商業

界、職涯輔導界人士進行輔

導課程。 

14.因應特殊傳染性

疾病防疫措施衍

生費用 

1,000   覈實支付。 

15.其他經教育部指

定支出用途(學

生球迷養成) 

1,500 30 50場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規劃

支出。 

總計金額 88,100    

 

(二)依本辦法支出用途明列年度預計經專戶支出 

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項目 小計 單價 數量 說明及備註 

1.專門從事運動賽

事之選手報酬 

35,000  11 2名外籍球員及 9名本土球

員。 

2.教練指導費 900 60 15 用於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

教練費用。 

3.運動科學支援費 800 150 3 大型器材。 

350 1 研發團隊費用。 

4.運動防護費 300   防護用品支出。 

5.訓練器材裝備費 500    

7.移地訓練費 400   休賽季至沖繩移地訓練，球

員、教練團隊、行政團隊共

40人，包船共 100千元，住

宿費用 200千元，訓練場地

及器材設施 100千元。 

11.相關保險費 100 2.5 40人 移地訓練期間保險。 

13.選手退役輔導費 500 50 10天 邀請行銷界、媒體界、商業

界、職涯輔導界人士進行輔

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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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經教育部指

定支出用途(學

生球迷養成) 

1,500 30 50場 學生球迷養成推廣活動規劃

支出。 

總計金額 40,000    

 

(三)請款期程 

共分 2期請款:第 1期款於捐款入體育署專戶後，請領 70%(2,800萬元)；

第 2期款於 111年 12月 10日提報結案報告書，並請領 30%(1,200萬元)。 

 

五、 預期效益 

 

 

 

 

 

 

 

六、 年度經費募集規劃 

(一)A公司(Line Bank)預計經教育部專戶捐贈本計畫 2,500萬元。 

(二)B公司(PC Home)預計經教育部專戶捐贈本計畫 1,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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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審查基準 

 

申請計畫及佐證文件 審查基準 審查結果 

1、 申請表 

2、 年度經營或籌辦計

畫： 

(1) 營運目標 

(2) 計畫實施期間、地

點、方式及內容。 

(3) 年度經費需求、用途

及請款期程。 

(4) 預期效益。  

(5) 過往二年經營或籌辦

之成果。  

(6) 年度經費募集規劃。 

1、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認可之

審查基準：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 計畫可行性。 

(2) 經費合理性。 

(3) 執行能力、經歷及實績。  

(4) 運動產業發展效益。  

(5) 參與性或觀賞性運動人口

數目提升。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再審，得

申請協助輔導。  

□未通過。 

2、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

案核准、重點運動賽事公

告之審查基準：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 計畫可行性。 

(2) 經費合理性。 

(3) 執行能力、經歷及實績。  

(4) 運動產業發展效益。  

(5) 參與性或觀賞性運動人口

數目提升。 

(6) 與其他領域跨界結合程

度。 

(7) 與國際之接軌程度。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再審，得

申請協助輔導。  

□未通過。 

備註: 

一、由專戶管理會依據 1.過往 2年度資金投入情形；2.經費需求之急迫、必要性；3.年度

經營或籌辦計畫等因素，核定受捐贈金額上限。 

二、專戶受贈單位得檢附中程計畫，列為相關證明文件，併供審核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