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與所得稅列舉扣除實施辦
法總說明
教育部為鼓勵個人參與，帶動運動產業發展，達到以短期租稅
減收換取未來長期運動產業發展之目的，並依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布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培養支援運動員，得設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
贈有關事宜。（第二項）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
動員之捐贈，於申報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一、
未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二、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第三項）個人符合前項所
得稅列舉扣除之金額，不計入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贈與總額。
（第四項）
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監督、
第二項運動員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個人列舉扣除之範圍、減除
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爰訂定「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及所得稅列舉扣除實施
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運動員之定義及範圍。
（第二條）
三、運動員申請認可之時程、程序及應檢具之相關資料。（第三條）
四、教育部應設國庫機關專戶（以下簡稱本專戶）
，存管捐贈予運動
員之款項。（第四條）
五、個人應填具捐贈申請書及捐贈款項之繳納方式。
（第五條）
六、教育部接受個人捐贈應開立捐贈收據及傳送捐贈相關資料至財政
部財政資訊中心，以利稅務運作。
（第六條）
七、個人申報綜合所得稅，得列舉扣除捐贈額及所得扣除之範圍。
（第
七條及第八條）
八、本專戶之收入來源。
（第九條）

九、本專戶之支出用途。
（第十條）
十、教育部應設專戶管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及管理會委員遴聘與
會議召開等相關事項。（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十一、管理會之任務包括運動員認可之審查、捐贈運動員款項之分配、
查核及監督等相關事項。
（第十三條）
十二、運動員申請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之核給，教育部應公告受理
期間及相關申請作業規定。
（第十四條）
十三、運動員使用捐贈款項之核銷付款及期限。（第十五條）
十四、運動員依本辦法獲得之捐款未於一定期間完成內使用，其餘款
轉列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贈，並明定本專戶所有之孳息收入
亦列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贈。
（第十六條）
十五、本專戶運用之有關資訊，應由教育部主動公開。（第十七條）
十六、運動員違反本辦法規定用途使用捐贈款項者，應立即廢止認可
且追繳該違反規定之款項，並得於一年至三年內不受理運動員
認可申請。（第十八條）
十七、本辦法施行日期。
（第十九條）

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與所得稅列舉扣除實施辦
法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說
明
依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
布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為培養支援運動員，得設
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贈有關事
宜。（第二項）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申
報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
除額：一、未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
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
除額。二、指定捐贈特定之運動員，視
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
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目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第三
項）個人符合前項所得稅列舉扣除之金
額，不計入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贈與總
額。（第四項）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
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分配、查核及
監督、第二項運動員之認可、受贈資金
之用途、個人列舉扣除之範圍、減除方
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
之。」授權教育部會同財政部訂定個人
對運動員捐贈有關事宜之辦法，爰明定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運動員，指從事 一、第一項，本辦法目的在結合社會大
眾資源，協助運動員於重要賽事獲
體育運動競賽，於近二年度曾參加下
取佳績，衡量競技運動實務，以選
列運動賽事之一：
手於近二年度內曾參加特定競賽
一、國際綜合性運動會。
為具有相當程度之運動表現，爰明
二、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包括
定本辦法所稱運動員，應具備近二
公開賽、巡迴賽、大獎賽、
年度參賽之事實，並參照營利事業
排名賽或經典賽）。
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
實施辦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本辦
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
法用詞，定義如下：四、運動員：
四、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優
指經教育部認可持續接受運動訓
級組。
練之選手，且參加下列運動賽事之

一者：(一)國際綜合性運動會。(二)
五、經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學生聯
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包括公開
賽最優級別或組別。
賽、巡迴賽、大獎賽、排名賽或經
六、職業運動聯盟主辦之職業比
典賽）。(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
賽。
(四)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優級
前項第一款所稱國際綜合性運
組。(五)經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學生
動會，如下：
聯賽最優級別或組別。(六)職業運
一、第一類賽事：奧林匹克運動
動聯盟主辦之職業比賽。」明定特
定競賽之範圍，又因應近年電子競
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
技項目有朝向納為綜合性運動賽
洲運動會、亞洲帕拉林匹克
事正式項目之趨勢，如未來該項目
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
列入第一項各款賽會之正式競賽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項目時，得依據本辦法申請認可。
二、第二類賽事：世界運動會、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參照營利事業捐
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亞洲室
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
施辦法第二條第五款至第八款規
內及武藝運動會、亞洲沙灘
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五、
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及
國際綜合性運動會：指下列運動賽
東亞青年運動會。
事之一者：(一)第一類賽事：奧林
三、第三類賽事：經教育部公告
匹克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之其他綜合賽事。
亞洲運動會、亞洲帕拉林匹克運動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國際單項運
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及青年奧林匹
動錦標賽，指國際單項運動組織認可
克運動會。(二)第二類賽事：世界
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亞洲
之各該世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
室內及武藝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
賽。
會、亞洲青年運動會及東亞青年運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全國綜合性
動會。(三)第三類賽事：經教育部
運動會，指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公告之其他綜合賽事。六、國際單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
項運動錦標賽：指國際單項運動組
原住民族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織認可之各該世界、亞洲正式單項
運動錦標賽。七、全國綜合性運動
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會：指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
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全國性單項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全國原
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指報教育部備
住民族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查，且由國民體育法第三條所定各特
會或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八、全
定體育團體所辦理全國性單項運動
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指
錦標賽之最優級別或組別。
經教育部備查，且由各特定體育團
第一項所定近二年度，指教育
體所辦理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
之最優級別或組別。」明定第一項
部依第三條第一項受理申請認可公
賽事之範圍。
告年度之前二年度。
三、第六項，明定近二年度參加賽事之
期間計算方式，例如：一百零七年
度下半年公告受理申請者，其前二
年度為一百零五年度及一百零六

年度。
第三條 教育部應於每年度下半年公 一、第一項，為使選手申請認可為本辦
告受理運動員申請認可之時程；必要
法所稱運動員有所依循，明定教育
時，得專案公告受理之。
部應於每年度下半年公告受理時
運動員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曾
程；又，未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之
參加前條賽事之證明文件及載明下
捐款充足時，教育部得因應實務需
列事項之培訓及參賽計畫（以下簡稱
要，開放運動員申請認可，爰明定
計畫），向教育部申請認可：
本項後段。
二、第二項，為供教育部認可時客觀判
一、目標。
斷所需，明定申請認可者應填具申
二、計畫期間（公告之次二年度）
請表，並檢附曾參加前條賽事之證
與其實施時間、地點、方式
明文件，且本辦法捐贈款項來自社
及內容。
會大眾，具有公益性質，為使運動
三、經費需求及用途。
員對捐贈款項之使用符合本辦法
四、預期效益。
立法目的，明定運動員應提出培訓
前項審查結果由教育部以書面
及參賽計畫（以下簡稱計畫）供審
通知申請人；其經認可者，並將審查
查，計畫應載事項，說明如下：
通過之計畫公告周知。
（一）第一款，敘明培訓參賽之目
計畫實施時間、地點、方式及
標，藉以評估重要性。
內容有變更需求者，應於計畫期間內
（二）第二款，運動員應敘明計畫
提出。
期間與其實施時間、地點、
方式及內容，藉以評估可行
性。
（三）第三款，敘明訓練與經費相
關資訊，藉以評估計畫預算
之關聯性。
（四）第四款，敘明預期效益，作
為評估計畫合適性等相關
參考。
三、第三項，明定計畫經審查通過後，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以資明確。又，
為讓社會大眾明瞭所捐款項之用
途及需求金額，故教育部將公告運
動員之計畫。
四、第四項，為因應運動賽事因故未如
期舉辦等不確定因素，爰明定運動
員於計畫期間內，得調整計畫實施
時間、地點、方式及內容。
第四條 教育部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
專戶管理辦法規定，開立國庫機關專
戶（以下簡稱本專戶），存管自然人
（以下簡稱個人）捐贈運動員之款

教育部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接受自然人之捐贈，應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專戶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二
款規定「本辦法所稱中央政府各機關

項。

（以下簡稱各機關）專戶存管之款項，
指下列各款：二、各機關歲入以外依法
令所定應專戶存管之其他公款及保管
款項。」設置專戶（以下簡稱本專戶），
爰予明定。

第五條 個人透過本專戶對運動員捐 一、依民法第四百零六條規定「稱贈與
贈時，應填具捐贈申請書，向教育部
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
申請同意捐贈金額後，持教育部同意
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
函，依教育部同意捐贈金額，以現
約。」贈與為經他方允受之契約，
金、票據交換或匯款方式，經由國庫
爰於第一項明定個人捐贈指定運
經辦行，繳交本專戶。
動員應備申請書經教育部同意
前項捐贈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
後，依教育部同意捐贈金額，存入
項：
本專戶。
一、捐贈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二、第二項，為利個人依本辦法捐贈運
動員事前之應注意事項及捐贈後
一編號、戶籍所在地及聯絡
之行政庶務事項，爰明定捐贈申請
電話。
書之應載明事項：
二、捐贈對象；未指定捐贈特定
（一）第一款，明定申請書應載明
運動員者，免載。
之事項，俾利稅務稽核。
三、捐贈金額。
（二）第二款，載明捐贈對象；並
四、捐贈人與其指定捐贈之運動
明定未指定捐贈特定 運動
員之捐贈，毋須填具。
員是否具配偶或二親等內血
（三）第三款，載明捐贈金額，以
親、姻親關係之關係聲明
利對帳並計算應開立收據
書；未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
之金額。
者，免載。
（四）第四款，鑑於指定捐贈與特
五、本年度內各次捐贈金額；若
定運動員，可能涉及關係人
為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並
間非公益性質之贈與行
為，故明定捐贈人應提出與
需填寫捐贈對象。
其指定捐贈運動員之關係
六、教育部指定其他文件。
聲明書，以利排除對配偶或
個人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如該
二親等內親屬捐贈，俾符合
特定運動員未於計畫期間內使用完
所得稅法公益捐贈列舉扣
畢時，應同意教育部將結餘款項轉列
除之立法精神。
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贈；且捐贈
（五）第五款，為利計算每年捐贈
人不得就轉列款項主張本條例第二
數額，以辦理第七條列舉扣
除之稅務工作，爰規定申請
十六條之一第二項第一款之適用。
書應載明本年度各次捐贈
數額。
（六）第六款， 為利實務運作彈
性，增列概括條款，明定教
育部得指定其他有助稅務
稽核之文件。

三、第三項，為擴大民眾捐款公益效
益，如捐贈款項多屬指定特定運動
員時，恐造成資源過度集中，且無
法即時提供運動員培訓及參賽所
需，有違鼓勵個人就未指定特定運
動員進行捐贈之政策目標，爰明定
「個人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如該
特定運動員未於計畫期間內使用
完畢時，應同意教育部將結餘款項
轉列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
贈」；另因無法得知運動員之支用
情形，並避免行政作業流程混亂，
個人於捐贈時雖指定捐贈特定運
動員，未來因該指定運動員無法於
計畫期間內使用完畢，致該剩餘捐
贈款項由管理會分配至未指定運
動員時，明定「捐贈人不得就轉列
款項主張本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
第二項第一款之適用。」
第六條 本專戶接受個人捐贈，教育部
應開立捐贈收據予捐贈人，並於捐贈
收據載明捐贈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捐贈金額、指定或未指定捐
贈特定運動員、捐贈人與指定特定運
動員間是否具配偶或二親等內血
親、姻親關係及其他必要事項。
教育部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
上年度前項捐贈相關資料，以電子資
料交換方式，傳送至財政部財政資訊
中心。
本專戶收受指定特定運動員捐
款後，教育部應於二個月內通知該特
定運動員。
第七條
個人透過本專戶對運動員捐
贈者，得於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檢附前條捐贈收據，或向
稽徵機關查調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扣除額資料參考清單，依本條例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申報列舉
扣除額。但指定捐贈具配偶或二親等
內血親、姻親關係之運動員者，其捐
贈不適用之。

一、為利稅務稽徵作業，爰於第一項明
定本專戶接受個人捐贈後，教育部
應開立捐贈收據，載明必要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應將相關資料傳送至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利稅務稽
核作業。
三、第三項，明定應於收受指定特定運
動員捐款一定期間內，通知該特定
運動員。

一、為明確個人依本辦法捐贈運動員
後，相關之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申
報規定與流程。明定個人透過本專
戶捐贈運動員，得檢附收據或綜合
所得稅結算申報扣除額資料參考
清單，於申報當年度綜合所得稅時
列舉扣除，以資明確。
二、鑑於指定捐贈與特定運動員，可能
涉及關係人間非公益性質之贈與

第八條 前條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方
式如下：
一、未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其捐贈
金額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但書規
定，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二、指定捐贈特定運動員，其捐贈金
額併當年度個人與其依所得稅
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
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
贈金額，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於
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之額
度內申報捐贈列舉扣除額。
個人捐贈超過前項第二款規定
得列報之捐贈列舉扣除額時，超過之
金額應於捐贈之次年綜合所得稅結
算申報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十日內，依
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申報贈與稅。前
條但書之捐贈，應於捐贈行為發生後
三十日內，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辦
理贈與稅申報。

行為，爰於但書明定對配偶或二親
等內親屬捐贈不適用之，俾符合所
得稅法公益捐贈列舉扣除之立法
精神；本條後段並應載明於第五條
捐贈人捐贈申請書中。
一、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申
報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
舉扣除額：一、未指定捐贈特定之
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
作為列舉扣除額。二、指定捐贈特
定之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
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之一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爰於
第一項明定捐贈款項得列舉扣除
額之範圍。
二、依本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三項
規定之租稅優惠，係指個人透過專
戶對運動員捐贈，於符合所得稅列
舉扣除之金額，始得不計入遺產及
贈與稅法（下稱遺贈稅法）規定之
贈與總額。鑑於同條第二項二款之
列舉扣除額金額，於次年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後始能確定並據以認
定符合不計入贈與總額之金額，及
第七條但書規定之金額，仍應依遺
贈稅法規定辦理申報，為期明確，
並利納稅義務人有所依循，於第二
項予以明定。

第九條 本專戶收入來源如下：
為明確本專戶之資金來源，明定本專戶
收入來源為捐贈與其孳息收入。
一、個人對運動員之捐贈。
二、孳息收入。
第十條 本專戶支出用途，以符合下列 一、第一項，參考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
規定者為限：
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施辦法第
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二
一、選手營養費。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培養支
二、教練指導費。
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以符合下列
三、課業輔導費。
規定者為限，得以費用列支：一、
四、運動科學支援費。
選手營養費。二、教練指導費。三、
五、運動防護費。
課業輔導費。四、運動科學支援

費。五、運動防護費。六、訓練器
六、訓練器材裝備費。
材裝備費。七、參賽報名費。八、
七、參賽報名費。
移地訓練費。九、選手零用金。十、
八、移地訓練費。
參賽旅運費。」明定本專戶支出用
九、選手零用金。
途。
十、參賽旅運費。
二、第二項，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教練，
前項第二款所定教練，指依特
指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一條授權
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
訂定之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
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檢定通過
及管理辦法檢定通過之教練。
之教練，爰予明定，以避免支出浮
運動員應依第一項支出用途，
濫。
列明於第三條第三項計畫之經費需
三、第三項，明定運動員仍需配合第三
求及用途中。
條之計畫提出需求，據以判斷運動
員使用捐贈款項之必要性及關聯
性。
第十一條 本專戶之運用、分配、查核
及監督，應設專戶管理會（以下簡稱
管理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體育署署長兼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體育署副署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聘專家學者組
成；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
之。
管理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員出
缺時，得補行遴聘，其聘期至原聘任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十二條 管理會以每年至少召開二
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未
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
人、副召集人均未克出席時，由召集
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前項會議，得邀請相關機關
（構）或團體派員列席。

一、第一項，為使本專戶專業管理，爰
明定教育部得遴聘專家學者成立
專戶管理會（以下簡稱管理會）；
另為利明確，明定管理會之員額數
及組成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管理會任一性別委員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符性別平等
原則，並明定委員任期以避免爭
議。

第十三條 管理會之任務如下：
一、運動員認可之審查。
二、未 指 定 特 定 運 動 員 捐 款 之 分
配、查核及監督事宜。
三、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之查核及
監督。

明定管理會之任務，說明如下：
（一）就運動員所提參賽證明文件、計
畫合宜性，進行認可。
（二）針對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進
行分配、查核及監督之管理。
（三）針對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進行

一、第一項，綜合考量行政作業成本、
預估捐贈金額流量與運動員之需
求，明定管理會每年以至少召開二
次會議為原則（預估於每年第一季
與第三季召開），並由召集人召集
之，及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未克出席
時之處置。
二、第二項，管理會開會時得邀請列席
之人員，作為決策諮詢之對象。

四、第十六條之結餘款項轉列為未
查核及監督之管理。
指定特定運動員捐贈之事宜。 （四）另為有效利用資源，並對特定運
動員在計畫期間屆滿後未使用
五、其他與本專戶管理有關事項。
完畢之結餘捐贈款項，作出轉列
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贈之必
要性判斷。
（五）針對與專戶有關之其他事項進
行管理。
第十四條 教育部應於每次管理會召 一、第一項，為公平分配本專戶未指定
開前，公告受理運動員申請核給未指
捐贈特定運動員之款項，爰明定受
定運動員捐款之受理期間。
理期間規定，由教育部於每次管理
運動員得於前項公告期間內，自
會召開前公告，使經認可之運動員
行或經所屬各全國性體育團體或各
得提出申請。
級學校，檢具第三條第三項之計畫、 二、第二項，為有客觀依據作為分配核
過去一年已領取及未來預計受捐補
給未指定運動員捐款之參考，申請
助金額之相關文件資料，向教育部提
時應檢具計畫、已領有各級政府或
出申請。
國家訓練中心補助之款項等文件
前項申請案經管理會審查通過
資料，以供教育部分配額度之參
後，由教育部核定受分配之捐款金
考，期能有效運用有限資源。
額，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三、第三項，為使申請人知道受核給額
度，明定分配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以資明確。
第十五條 運動員於受第六條第三項 一、第一項，本專戶捐款具有公益性，
或前條捐款核定通知後，應依計畫於
為避免運動員超出計畫使用，爰明
符合第十條第一項所定之支出用途
定捐款用途應符合本辦法第十條
內使用並作成支出憑證，於教育部指
第一項所定之支出用途，並由運動
定期間內辦理核銷付款。
員取得支出憑證，於教育部指定期
前項支出憑證之日期，得溯及至
間內辦理核銷付款。
第三條第三項之計畫之起始日。
二、第二項，捐贈款之分配與通知需經
一定之行政流程，為避免影響運動
員支用捐贈款之權益，明定得核銷
之支出憑證得溯及至計畫起始日。
第十六條 依本辦法獲得捐款之特定 一、第一項，為加強資源使用效益，明
運動員，應於計畫期間內完成使用，
定運動員獲得捐款，應於計畫期間
逾期未使用且未重新申請認可者，教
內完成使用，逾期未使用且未重新
育部得將其結餘款項轉列為未指定
申請認可者，教育部得將其結餘款
特定運動員之捐贈。
項轉列為未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
贈。
本專戶之孳息，全部列入為未
二、第二項，基於帳戶管理明確性考
指定特定運動員捐贈款項。
量，明定本專戶捐贈款項（包括指
定與未指定特定運動員之捐贈款）

之孳息收入，全部列為未指定特定
運動員捐贈款項方式處理。
第十七條 教育部應即時公告運動員
認可及接受個人捐贈情形；另於年度
結束後三個月內將本專戶款項運用
情形等相關資訊，公告於教育部網
站。
第十八條 受領本專戶款項之運動
員，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第十條第一
項所定支出用途使用捐款，經查證屬
實者，應即廢止認可並以書面行政處
分通知返還捐款之一部或全部，並視
情節輕重不受理該運動員之認可申
請一年至三年。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專戶運用之有關資訊，應由教育
部主動即時公開、定時公開。

明定運動員違反本辦法規定支出用途
使用捐贈款項者，應立即廢止認可，以
資警惕，並追回違反支出規定之款項。
另可視違反規定情節之輕重，於一年至
三年內不受理該運動員之運動員認可
申請。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