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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申請說明會線上簡報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9 日臺教體署學(二)字第 1100002755 號函辦理。 

貳、目的 

申請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之注意事項說明，以供欲申請之學校充分資

訊，並為未來申請親水體驗池之依據。 

參、主辦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肆、承辦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伍、線上辦理時間、地點 

簡報觀賞期間：自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3 日止。 

簡報觀看網站： 

一、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懶人包 

網址：https://reurl.cc/EZ9vov  

二、「教育部體育署」網站 -「學校體育」- 最新消息 - 「111 年度補助國民

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線上說明會公告」 

網址：https://www.sa.gov.tw/News/NewsDetail?Type=1&id=3538&n=93  

三、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 - 活動訊息及下載專區 

https://reurl.cc/EZ9vov
https://www.sa.gov.tw/News/NewsDetail?Type=1&id=3538&n=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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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watersafety.sa.gov.tw/  

陸、參加對象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業務承辦人。 

二、歷年親水體驗池水域安全巡迴教學實施學校與資源共享學校 (歷年巡

迴教學實施學校名單詳如附件一，歷年資源共享學校詳如附件二)。 

三、已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設置親水體驗池學校 (設置親水體驗池學校名

單，詳如附件三)。 

四、欲申請 111 年度親水體驗池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公私立國民小學

及教育部主管國民小學。 

柒、報名資訊 

本活動不需報名，可直接至網站觀看簡報影片。 

捌、聯絡方式 

專案助理：邱渱小姐、高麗如小姐 

電話：(02)2871-8288 轉 8913、8915 

E-mail：swimpool.ut@gmail.com 

提問表單填寫網址：https://forms.gle/aVZH8Nwqcr52ZP1dA 

  

https://watersafety.sa.gov.tw/
mailto:swimpool.ut@gmail.com
https://forms.gle/aVZH8Nwqcr52ZP1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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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歷年教育部體育署親水體驗池暨水域安全巡迴教學學校名單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巡迴年度 

1 臺東縣 豐年國小 

106 年度 

2 苗栗縣 泰興國小 

3 花蓮縣 永豐國小 

4 新竹縣 玉峰國小 

5 雲林縣 成龍國小 

6 雲林縣 中興國小 

7 雲林縣 臺興國小 

8 南投縣 地利國小 

9 嘉義縣 東石國小 

10 宜蘭縣 蓬萊國小 

11 彰化縣 廣興國小 

107 年度 

12 臺南市 安溪國小 

13 臺南市 岸內國小 

14 屏東縣 地磨兒國小 

15 宜蘭縣 南山國小 

16 雲林縣 來惠國小  

108 年度 

 

17 臺南市 北門國小 

18 臺中市 平等國小 



4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巡迴年度 

19 苗栗縣 烏眉國小楓樹分校  

 

 

108 年度 

20 宜蘭縣 大同國小樂水分校 

21 新竹縣 嘉興國小 

22 澎湖縣 將軍國小 

23 南投縣 發祥國小 

24 高雄市 寶來國小 

25 屏東縣 口社國小 

26 南投縣 互助國小 

109 年度 

27 臺南市 延平國小 

28 南投縣 信義國小 

29 臺南市 東原國小 

30 宜蘭縣 金洋國小 

31 雲林縣 宏仁國小 

32 苗栗縣 新開國小 

33 雲林縣 建華國小 

34 南投縣 萬豐國小 

35 彰化縣 後寮國小 

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8 月 20 日臺教體署學(二)字第 1100029989 號函，停止辦理

110 年度巡迴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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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歷年教育部體育署親水體驗池暨水域安全巡迴教學資源共享

學校名單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年度 

1 雲林縣 中正國小 

108 年度 

2 苗栗縣 烏眉國小 

3 宜蘭縣 大同國小樂水分校 

4 澎湖縣 將軍國小附設幼兒園 

5 屏東縣 賽嘉國小 

6 新竹縣 嘉興國小義興分校 

7 臺南市 北門國小玉湖分校 

8 臺南市 錦湖國小 

9 臺南市 雙春國小 

10 臺南市 蚵寮國小 

11 高雄市 建山國小 

12 南投縣 發祥國小附設幼兒園 

13 南投縣 力行國小 

14 臺南市 後港國小  

 

109 年度 

 

15 南投縣 愛國國小 

16 宜蘭縣 金岳國小 

17 雲林縣 誠正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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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年度 

18 苗栗縣 景山國小  

109 年度 19 雲林縣 內湖國小 

20 雲林縣 明德國小 

21 南投縣 親愛國小 

註：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8 月 20 日臺教體署學(二)字第 1100029989 號函，因疫情影響

停止辦理 110 年度巡迴教學計畫。 
 

  



7 

附件三 已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設置親水體驗池學校名單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1 新北市 雙溪國民小學 

2 新北市 萬里國民小學 

3 新北市 金美國民小學 

4 新北市 大坪國民小學 

5 新北市 三和國民小學 

6 新北市 平溪國民小學 

7 桃園市 光華國民小學 

8 臺南市 雙春國民小學 

9 臺南市 玉井國民小學 

10 臺南市 東原國民小學 

11 臺南市 楠西國民小學 

12 高雄市 溪洲國民小學 

13 高雄市 樟山國民小學 

14 新竹縣 五峰國民小學 

15 新竹縣 新光國民小學 

16 宜蘭縣 清溝國民小學 

17 宜蘭縣 過嶺國民小學 

18 宜蘭縣 順安國民小學(中山分校) 

19 宜蘭縣 廣興國民小學 

20 宜蘭縣 大溪國民小學 

21 宜蘭縣 南澳國民小學 

22 南投縣 五城國民小學 

23 南投縣 埔里國民小學 

24 南投縣 大鞍國民小學 

編號 縣市 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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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投縣 頭社國民小學 

26 苗栗縣 六合國民小學 

27 苗栗縣 中山國民小學 

28 苗栗縣 建中國民小學 

29 嘉義縣 達邦國民小學 

30 嘉義縣 溪口國民小學 

31 嘉義縣 和興國民小學 

32 嘉義縣 六美國民小學 

33 嘉義縣 梅北國民小學 

34 嘉義縣 新塭國民小學 

35 屏東縣 牡丹國民小學 

36 屏東縣 土庫國民小學 

37 屏東縣 草埔國民小學 

38 屏東縣 內埔國民小學 

39 臺東縣 德高國民小學 

40 臺東縣 嘉蘭國民小學 

41 臺東縣 三民國民小學 

42 臺東縣 卑南國民小學 

43 臺東縣 東河國民小學 

44 臺東縣 大溪國民小學 

45 臺東縣 太平國民小學 

46 臺東縣 新興國民小學 

47 花蓮縣 三民國民小學 

48 花蓮縣 見晴國民小學 

49 澎湖縣 中屯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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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實施計畫 

壹、 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協助學校購置、維護及擴充親水體驗池，以

推動親水體驗之游泳與水域安全教學，培養學生參與游泳等水域運動技能及習慣，

提升學生水域安全知能，並降低學生溺水死亡人數，特訂定本計畫。 

貳、 申請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國民小學。 

參、 補助對象：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公私立國民小學。 

二、 教育部主管國民小學。 

肆、 補助範圍： 

一、 無游泳池學校購置親水體驗池。 

二、 無游泳池學校購置組合式親水體驗池。 

三、 現有親水體驗池維護及擴充。 

伍、 補助金額及項目： 

一、 親水體驗池： 

(一) 購置、維護及擴充親水體驗池，補助金額及項目依計畫實際需求審查核

定，購置每校核定計畫額度上限以新臺幣45萬元為原則。 

(二) 補助項目包括：親水體驗池、安全地墊、救生器材、師資鐘點費(僅限當

年度新設置之學校申請)、教學輔具、水質清潔器(耗)材、安全管理所需

相關器材、簡易淋浴設備等項目。 

二、 組合式親水體驗池： 

(一) 購置組合式親水體驗池(設置地點以室外為主)，補助金額及項目依計畫

實際需求審查核定，購置每校核定計畫額度上限以新臺幣80萬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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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二) 補助項目包括：組合式親水體驗池、泳池收納式保護蓋、安全防護地墊、

師資鐘點費(僅限當年度新設置之學校申請)、教學輔具、救生器材、場

地安全整治經費(混凝土基座)、水質清潔耗材組等項目。 

陸、 申請補助說明： 

一、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時間：依函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二) 申請方式：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公私立學校，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規

劃提出申請。 

2. 教育部主管國民小學得依實施游泳與水域安全教學需求，逕提出申

請。 

(三) 申請文件：備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申請計畫綜整表(如附件1)、學校檢

核表(如附件2-1、附件2-2及附件2-3)、學校申請計畫書(如附件3-1及附件

3-2)及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表(格式如附件4)，一式6份(正本1

份，餘可為影本並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核章)。 

(四) 請各申請單位備文，並以掛號郵件方式將申請文件逕送本署委託單位。 

二、 審查作業：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公私立國民小學，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初

審，排列優先補助順序，並檢具初審紀錄，送本署委託單位。 

(二) 教育部主管國民小學，由本署逕予審查。 

(三) 由本署聘請專家學者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審查，其審查結果應通知申請單

位。 

(四) 如應具備之申請文件不全或其內容不完備者，由本署委託單位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五) 本署辦理審查作業，有必要時，得指派專人先至現場進行實勘，或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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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指派專人至本署或其他指定地點配合簡報或說明。 

(六) 申請單位因配合本署政策規劃及政策推動需求，或有特殊急迫需要者，

本署得依權責逕行審查，經專案核定後給予補助，不受本點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三、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受補助單位應依本署核定補助之總金額，備文並檢具註明補助款字樣收

據，報本署委託單位請款。 

(二) 本案依函規定期限內辦理核結，應備文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各1

份，報本署委託單位結案。 

(三) 經費請撥、支用及核結，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 輔導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應設專案小組或專責人員，督導本計畫之確實執行。 

(二) 為瞭解受補助單位辦理成效，本署得視需要派員前往輔導訪視，受補助

單位應配合輔導訪視需要，提供詳細資料並作必要之說明。 

(三) 本署得依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效，作為下年度核定補助之參考。 

五、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偏遠地區學校辦理學生親水體驗池活動者，其補助比率，依「教育部補

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辦理。 

(二) 前一款外，受補助學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學校，其補助比率應

依地方財力等級級次，依下列規定辦理，不足部分由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自籌，補助比率如下： 

1. 財力級次第一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 

2. 財力級次第二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六十。 

3. 財力級次第三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七十。 

4. 財力級次第四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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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力級次第五級者，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九十。 

(三) 受補助單位執行本補助經費辦理採購事項，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並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本署得視計畫內容及經費項目，核予補助經費。未獲補助之項目及經費，

由申請單位自籌經費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補助。 

(五)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因故變更、延期或取消辦理，應事先報本署核准。 

(六) 有關親水體驗池之水質管理及檢測事項，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所訂

「營業場所傳染病防治衛生管理注意事項」辦理。 

六、 預期效益： 

(一) 提高學生參與游泳與水域運動之機會。 

(二) 加強學生水域運動安全觀念，養成親水能力，提升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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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請計畫綜整表 

承辦人：                                機關首長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申請計畫綜整表 

申請項目：□親水體驗池□組合式親水體驗池□維護與擴充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用】 

申請單位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計畫提出申請) 

計畫經費總額(A)  

申請補助金額(B)  

自籌款(C)  

計畫目標  

計畫設置學校情形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初審及依優先補助順序排列，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順序 
學校名稱 

(申請項目) 

地理位置

(鄉鎮市區) 

班級數/

學生數 
設置地點 設置理由 

計畫經費

金額 

申請補助

金額 

        

        

        

        

        

        

        

        

        

        

填 

表 

人 

單位及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14 

附件 2-1 學校檢核表─新購置（親水體驗池） 

(本表請置於申請計畫書最前頁)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學校檢核表─新購置（親水體驗池） 

縣（市）：                 校名：               

類別 檢視項目 說明 
學校自主

檢核 

計畫書

頁碼 

設置規劃 

申請理由 偏鄉或交通因素等 □  

親水體驗池尺寸 約寬 3 公尺*長 7 公尺 □  

設置處鄰近更衣地點 教室或浴廁 □  

預留腹地空間 
池體周邊架設及動線空間各約三

公尺 
□  

水源供應 自來水或山泉水或地下水 □  

電力供應 電源與電壓 220V □  

簡易淋浴設備規劃 蓮蓬頭及置衣架 □  

設置地點之相關資料 
平面圖標示設置地點尺寸及附現

況照片 
□  

課程規劃 

課程內容包含游泳及水

中自救 
課表內容 □  

上課師生比 師 1：學生 15 □  

師資人員 校內或外聘及相關證照 □  

維護 

管理規劃 

體驗池維護管理 管理人員及 3 年管理計畫 □  

水質管理維護 管理方式及記錄 □  

器材管理維護 器材品項及管理方式 □  

安全 

管理規劃 

安全管理設備器材 圍籬 □  

救生器材設置 救生圈、救生勾等 □  

緊急處理機制 緊急處理機制流程表 □  

資源共享 

鄰近學校共享 學校或社區使用人數 □  

預期目標效益 學生習泳人數增加等 □  

校園發展 
近三年內校園預計重大

整修 

含體驗池預設場地整修範圍與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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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學校檢核表─新購置（組合式親水體驗池） 

(本表請置於申請計畫書最前頁)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學校檢核表─新購置（組合式親水體驗池） 

縣（市）：                 校名：               

類別 檢視項目 說明 
學校自

主檢核 

計畫書

頁碼 

設置規劃 

申請理由 偏鄉或交通因素等 □  

親水體驗池尺寸(不鏽鋼) 約寬 3 公尺*長 7 公尺*高 1.4 公尺 □  

設置處鄰近更衣地點 教室或浴廁 □  

預留腹地空間 
池體周邊架設及動線空間各約三公

尺 
□  

水源供應 自來水或山泉水或地下水 □  

電力供應 電源與電壓 220V □  

簡易淋浴設備規劃 蓮蓬頭及置衣架 □  

設置地點之相關資料 
平面圖標示設置地點尺寸及附現況

照片 
□  

課程規劃 

課程內容包含游泳及 

水中自救 
課表內容 □  

上課師生比 師 1：學生 15 □  

師資人員 校內或外聘及相關證照 □  

維護 

管理規劃 

體驗池維護管理 管理人員及 3 年管理計畫 □  

水質管理維護 管理方式及記錄 □  

器材管理維護 器材品項及管理方式 □  

安全 

管理規劃 

安全管理設備器材 圍籬 □  

救生器材設置 救生圈、救生勾等 □  

緊急處理機制 緊急處理機制流程表 □  

資源共享 

鄰近學校共享 學校或社區使用人數 □  

預期目標效益 學生習泳人數增加等 □  

校園發展 近三年內校園預計重大整修 含體驗池預設場地整修範圍與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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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學校檢核表─維護及擴充 

(本表請置於申請計畫書最前頁)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 

學校檢核表─維護及擴充 

縣（市）：              校名：              

類別 檢視項目 說明 
學校自

主檢核 

計畫書

頁碼 

基本 

資料 

申請理由 維護及擴充理由說明 □  

設班情形 班級數及學生數 □  

體驗池購置 申請購置及實際設置年度時間 □  

體驗池位置 設置地點及空間大小 □  

體驗池現況 使用年限及池體現況 □  

已購置體驗池及 

相關設備 
體驗池尺寸及現有設備項目 □  

設置地點周邊設施 水電、浴廁等設備 □  

水電供應情形 水源及電源、電壓 □  

簡易淋浴設備 設置情形或替代方式 □  

教學 

使用 

課程內容安排 
適應水性及水中安全自救技能等與

每學期實施次數/堂數 
□  

學生與師資 學生數及師資來源證照 □  

資源共享及效益 共享單位人數及實施成效 □  

安全及維

護管理 

體驗池維護管理 
含人員/方式及管理計畫 

執行情形 
□  

水質管理及水電用量 消毒過濾方式及水電費支出 □  

器材管理維護 器材品項及維護情形 □  

安全管理及器材設置 管理方式及器材品項數量 □  

救生器材與緊急處理機制 器材品項數量與機制訂定 □  

維護擴充

規劃 

維護項目 申請理由說明及數量 □  

擴充項目 申請理由說明及數量 □  

目標 

效益 
預期目標效益 受益人數或學生習泳人數增加 □  

校園發展 近三年內校園預計重大整修 含體驗池預設場地整修範圍與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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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

擴充申請計畫書參考格式（學校版─新購置） 

壹、學校名稱： 

貳、學校類型：□一般(含非山非市) □極偏 □特偏 □偏遠 

參、設置項目：□親水體驗池 □組合式親水體驗池 

肆、設置目標： 

伍、設置理由： 

陸、設置規劃： 

一、學校地理位置：(請附平面圖標示學校位置，描述交通相關資訊) 

二、學校班級數：（有無含幼稚園） 

三、學校學生數：（小學/幼稚園） 

四、購置親水體驗池尺寸：（請附廠商池體照片及尺寸） 

五、相關設備：（如水底吸塵器、安全地墊等） 

六、設置地點及標註空間大小：（請附不同方位照片 3 張及場地大小） 

七、預留池體周邊腹地：(如池體周邊架設及動線空間各約三公尺) 

八、設置地點周邊設施：（如水電、浴廁等設備請附照片） 

九、水電供應情形：（學校應具備 220 伏特電壓插座，請附照片） 

十、簡易淋浴設備規劃：（請附照片） 

十一、其他：（如有其他規劃事項請述明或附上照片） 

柒、課程規劃： 

一、課程內容安排：（含適應水性及水中安全自救技能等課程） 

二、每學期課程次數及堂數： 

三、上課學生年級及人數： 

四、師資規劃：（如來源、資格、數量、游泳及救生證照等） 

五、同時段學生上課人數上限： 

六、其他：（如有其他規劃事項請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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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維護管理規劃： 

一、體驗池維護管理：（含人員/方式及三年管理計畫） 

二、水質管理： 

三、器材管理維護： 

玖、安全管理規劃： 

一、室內/室外之安全管理及器材： 

二、救生器材設置： 

三、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壹拾、資源共享規劃： 

一、鄰近學校資源共享情形： 

二、學校資源共享情形： 

壹拾壹、預期達成目標及效益： 

一、預期目標：（請檢視與設置目標是否符合） 

二、具體數據之預期效益：（如預估有多少人受益等） 

壹拾貳、校園發展：近三年內學校預計重大整修計畫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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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

擴充申請計畫書參考格式（學校版─維護及擴充） 

壹、學校名稱： 

貳、學校類型：□一般(含非山非市) □極偏 □特偏 □偏遠 

參、設置目標： 

肆、維護及擴充理由： 

伍、基本資料： 

一、學校地理位置： 

二、學校班級數：（有無含幼稚園） 

三、學校學生數：（小學/幼稚園） 

四、親水體驗池設置年度：(請說明申請年度及實際設置時間) 

五、親水體驗池設置地點及空間大小：（請附照片） 

六、親水體驗池使用年限及池體現況：(請附照片) 

七、已購置親水體驗池及相關設備：（請說明已購置之體驗池尺寸及現有相關

設備項目，並檢附照片） 

八、設置地點周邊設施：（如水電、浴廁等設備，請附照片） 

九、水電供應情形：(請附照片) 

十、簡易淋浴設備情形：（請附照片） 

陸、教學使用情形： 

一、每學期課程內容安排（含適應水性及水中安全自救技能等課程） 

二、每學期課程次數及堂數 

三、每學期上課學生年級及人數 

四、教學師資（如來源、資格、數量、游泳及救生證照等） 

五、鄰近學校/社區資源共享情形 

六、實施體驗池教學效益 

七、其他（如有其他事項請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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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安全及維護管理情形： 

一、體驗池維護管理：（含人員/方式及管理計畫執行情形） 

二、水質管理紀錄：（消毒過濾方式及耗材品名與金額） 

三、水電用量：（體驗池教學期間水費及電費支出金額） 

四、器材管理維護情形： 

五、室內/室外之安全管理及器材設置情形： 

六、救生器材設置情形： 

七、緊急應變處理機制： 

捌、申請維護及擴充規劃： 

一、維護項目說明：(請附現況照片) 

編號 項目 現況(照片) 申請原因 數量/單位 

1     

 

二、擴充項目說明： 

編號 項目 申請原因 數量/單位 

1    

 

三、其他：（如有其他規劃事項請條列述明或附上照片） 

玖、預期達成目標及效益： 

一、預期目標：（請檢視與設置目標是否符合） 

二、具體數據之預期效益：（如預估有多少人受益等） 

壹拾、校園發展：近三年內學校預計重大整修計畫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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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附件 4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XX 縣市 XX 學校 
計畫名稱：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 

購置維護及擴充計畫 

申請項目： □ 親水體驗池   □ 組合式體驗池   □ 維護與擴充 

計畫期程：111 年   月  日 至 111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資本門   請列出算式(含單位)，並說明用途 

     

     

小計     

經常門   請列出算式(含單位)，並說明用途 

     

     

小計     

總計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首長 
教育部體育署 
承辦人 

教育部體育署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經費執行率未滿 80% 須辦理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 2%，計     元(上限為 2 萬 5,000 元)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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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附件 4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XX 縣市 XX 學校 
計畫名稱：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 

購置維護及擴充計畫 

申請項目： □ 親水體驗池   □ 組合式體驗池   □ 維護與擴充 

計畫期程：111 年   月  日 至 111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備註： 

一、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

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

考。 

五、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

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

項。 

七、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

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

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

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

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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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 

購置維護及擴充補助項目表 

項次 項目 

1 師資鐘點費（限111年新設置學校申請：320元/節） 

2 補充保費（限111年新設置學校申請） 

3 漏電斷路器 

4 救生器材(例如：救生圈、救生竿、救生鉤等) 

5 水質清潔耗材(例如：氯錠、氯粉、澄清劑等) 

6 酸鹼值及餘氯量檢測器 

7 親水體驗池(含池體1座、過濾器1台、樓梯1座、池體蓋1面、池底鋪墊1張及石英砂1包) 

8 教學輔具(例如：浮條、浮板及浮臂等) 

9 簡易淋浴設備(例如：衛浴帳棚、熱水器及配線等，但不包含建築物營建或改建) 

10 安全防滑地墊 

11 水底吸塵器 

12 遮陽網 

13 安全圍籬 

14 不鏽鋼樓梯 

15 抽風機(含配線) 

16 吹風機(須列為親水體驗池專用) 

17 抽水馬達 

18 加壓馬達 

19 LED省電燈(含施工費用、配線、燈管及燈座) 

20 海報板架(供教學圖卡使用) 

21 簡易涉水盆 

22 其他(申請經費比例5%以內) 

備註：上述品項使用年限2年以上且單價1萬元以上列入資本門。 



24 

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 

購置維護及擴充申請計畫審查作業流程 

 

申請資料彙整 

即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4 日止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之無游泳

池小學檢送體驗池計畫申請書（含經

費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至所轄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經費補助。 

2. 將各申請計畫，依據申請內容與項

目，由執行小組進行檢視內容完整性

與彙整製表工作。 

 

審查會議 

111 年 2 月中旬 

1. 會議前由專案執行小組進行初步資料

檢視，請需要補件之學校補齊完整資

料。 

2. 再由教育部體育署同審查小組召開審

查會議，審查各縣市補助學校名單及

經費，依據補助之補助原則進行書面

審查。 

3. 審查委員依申請學校所屬區域進行分

組審查與評分。 

4. 確定補助通過案件之校數與建議補助

金額。 

 

審查結果送署核定 

111 年 3 月上旬 

呈至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學校及金額

函覆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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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親水體驗池購置維護及擴充說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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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補助國民小學親水體驗池購置維

護及擴充申請懶人包 

 
 

 

 

 

 

 

 

 

親水與水中自救 

 

水域安全知能與技能操作 

 

兩類教案手冊下載網址：https://reurl.cc/d5aL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