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支給出席費及稿
費之基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參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
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得支給出席費。
前項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由各機關學校依會議召開
之性質，本於權責自行認定。
三、各機關學校邀請之學者專家，其本人未能出席，而委由他人代理，經徵得
邀請機關學校同意，代理出席者得支領出席費。
四、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支給出席費：
（一）由本機關學校人員(含任務編組)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
（二）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
（三）因出席人數不足致未能成會。
（四）未親自出席，而以書面、錄音或錄影等方式提供意見。
（五）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
（六）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
（七）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已於委辦計畫內依參與事項分工列支主持費及研
究費等酬勞。
五、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新臺幣二千元為上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
詢性質酌予支給。
六、依第二點規定邀請之學者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十公里以外）
，邀請機
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參照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給交通
費及住宿費。
七、各機關學校依下列規定委(邀)請專人或機構，進行撰稿、譯稿、編稿及審
查等工作時，得依附表所定基準支給稿費：
（一）為處理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料，經機關學校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委
由本機關學校以外人員或機構辦理者。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者，得
不受附表所定基準之限制。
（二）為發行刊物，邀請本機關學校以編譯為職掌以外人員辦理或公開徵求稿
件，經刊登者；未經刊登者，僅得支給審查費，不得支給其他項目之稿
費。
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支給稿費：
（一）經核定由本機關學校人員處理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料之撰稿、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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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二）發行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錄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書籍、公文等資料。
（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料。
（四）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理刊物之撰稿、譯稿、編稿及審查等
工作。
（五）受補助之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理受補助計畫刊物之撰稿、譯
稿、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九、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金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各級地方政府得參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其未訂定者，準用本要點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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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名稱：

現行名稱

說

明

考量本要點主要係規範中央政府各機

名稱：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 關，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稿費支給要點

要點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

明

一、本點新增。

一、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

二、為符法制體例，爰增訂本要點立

(構)、學校(以下簡稱各

法意旨。

機關學校)支給出席費及

三、本要點名稱所稱「學校」
，係指公

稿費之基準，特訂定本要

務預算型態之學校。

點。

考量修正要點合計僅九點，爰刪除章

壹、出席費

次及章名。
二、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 一、各機關學校邀請個人以學 一、點次變更。
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
者專家身分參與會議，得 二、本點係由現行規定第一點及第二
家，參加具有政策性或專

依本要點之規定支給出席

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

費。

點移列修正。

議，得支給出席費。
前項政策性或專案性
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由
各機關學校依會議召開
之性質，本於權責自行認
定。
二、各機關學校支給出席費， 一、本點刪除。
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 二、現行規定除「一般經常性業務會
學者專家，參加具有政策
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
項會議為限。一般經常性
業務會議，不得支給出席
費。其中「政策性或專案
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
要件，由各機關學校依會
議召開之性質，本於權責
1

議，不得支給出席費」等文字，
移列修正規定第四點外，其餘移
列修正規定第二點，爰予以刪除。

自行認定。
三、本機關學校（含任務編組） 一、本點刪除。
人員及應邀機關學校指派 二、現行規定移列修正規定第四點，
出席代表，雖出席會議，

爰予以刪除。

不得支領出席費。
三、各機關學校邀請之學者專 四、各機關學校邀請之學者專 一、點次變更，並酌作文字修正。
家，其本人未能出席，而
家，其本人未能出席，而 二、現行規定「至以傳真或事先提供
委由他人代理，經徵得邀

委由他人代理，經徵得邀

請機關學校同意，代理出

請機關同意，代理出席者

席者得支領出席費。

得支領出席費。至以傳真

書面意見但未親自出席者，不得
支領出席費」等文字，移列修正
規定第四點。

或事先提供書面意見但未
親自出席者，不得支領出
席費。
五、補助或委辦計畫之補助或 一、本點刪除。
委辦機關學校人員，出席 二、現行規定移列修正規定第四點，
該受補助或委辦計畫之相

爰予以刪除。

關會議，均不得支領出席
費。
一、本點新增。

四、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

二、本點各款係由現行規定第二點至

支給出席費：

第五點有關不得支給出席費之規

（一）由本機關學校人員(含任

定移列修正，並納入歷年解釋函：

務編組)或應邀機關學

（一）行政院主計總處 93 年 7 月 2 日

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

處忠字第 0930004212 號函略

（二）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

以，因出席委員人數不足而流會

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

者，出席委員不得支領出席費。

議。

（二）行政院主計總處 96 年 2 月 1 日

（三）因出席人數不足致未能

處會三字第 0960000691 號函略
以，接受委辦計畫機關學校人

成會。
（四）未親自出席，而以書面、

員，已於計畫內依參與事項分工

錄音或錄影等方式提供

列支工作等酬勞者，不重複支給
其他酬勞；受補助機關人員不得

意見。

支領出席費。

（五）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
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
相關會議。
2

（六）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
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
關會議。
（七）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
已於委辦計畫內依參與
事項分工列支主持費及
研究費等酬勞。
五、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 六、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 一、點次變更。
議新臺幣二千元為上
議二、○○○元為上限， 二、為符立法體例，支給基準增列「新
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

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

諮詢性質酌予支給。

性質酌予支給。

臺幣」等文字，並將金額改以中
文數字表達。

六、依第二點規定邀請之學者 七、已支給出席費者，如係由 一、點次變更。
專家，如係由遠地前往（三
遠 地 前 往 （ 三 十 公 里 以 二、現行規定 「已支給出席費者」等
十公里以外）
，邀請機關學

外）
，邀請機關學校得衡酌

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參照

實際情況，參照「國內出

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

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支

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

給必要之費用。

宿費。

文字，經查 93 年 7 月 2 日處忠字
第 0930004212 號函略以，因出席
委員人數不足而流會者，出席委
員不得支領出席費，邀請機關得
衡酌實際情況，參照國內出差旅
費報支要點規定支給必要之費
用。亦即不論會議是否流會，對
於到場學者專家，均得參照國內
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定支給相關
費用，爰修正為「依第二點規定
邀請之學者專家」。
三、現行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等
文字，考量個人以學者專家身分
參與會議，與奉派出差係機關指
派執行一定任務性質不同，且該
等人員已支領出席費，不宜再支
領現行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規
定之雜費項目，爰修正明訂為「覈
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同第壹章說明，刪除章次及章名。

貳、稿費

七、各機關學校依下列規定委 八、各機關學校為處理與業務 一、點次變更。
(邀)請專人或機構，進行
有關之重要文件資料或定 二、序文由現行規定第八點移列修正。
撰稿、譯稿、編稿及審查

期發行刊物，委(邀)請專 三、第一款規定由現行規定第九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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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時，得依附表所定

人或機構進行撰稿、譯

一款移列修正。考量依政府採購

基準支給稿費：

稿、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法規定辦理者，或有非以公開方

得依本要點之規定支給稿

式辦理之限制性招標情形，爰刪

（一）為處理與業務有關重要
文件資料，經機關學校

除現行規定「以公開方式」等文

費。

字。

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四、第二款規定由現行規定第十點第

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人

一款移列修正。考量刊物或有不

員或機構辦理者。但依

定期發行情形，爰刪除現行規定

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定期」二字。

者，得不受附表所定基
準之限制。
（二）為發行刊物，邀請本機
關學校以編譯為職掌以
外人員辦理或公開徵求
稿件，經刊登者；未經
刊登者，僅得支給審查
費，不得支給其他項目
之稿費。
九、各機關學校處理與業務有 一、本點刪除。
關之重要文件資料，其稿 二、現行第一款規定移列修正規定第
費之支給依下列規定辦

七點，第二款規定移列修正規定
第八點，爰予以刪除。

理：
（一）需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
人員或機構撰述、翻譯
或編審，經機關學校首
長或其授權人核准者，
得依第十一點規定標準
支給稿費。但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以公開
方式辦理者，得不受該
項標準之限制。
（二）經核定交本機關學校人
員撰述、翻譯或編審
者，不得支給稿費。惟
於辦公時間外趕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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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規定支給加班費。
十 、 各 機 關 學 校 定 期 發 行 刊 一、本點刪除。
物，其稿費之支給依下列 二、現行第一款規定移列修正規定第
七點，第二款規定移列修正規定

規定辦理：
（一）邀請專人撰譯、編審文

第八點，爰予以刪除。

稿或公開徵求稿件，除
本機關學校人員以編譯
為職掌者外，經刊登
者，得依第十一點規定
標準支給稿費；未經刊
登者，得依第十一點第
九款規定支給審查費，
不得支給其他項目之稿
費。
（二)刊登稿件內容係屬摘錄
該機關學校或其他政府
機關學校相關法規、書
籍、公文等資料者，不
得支給稿費。
一、本點新增。

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

二、第一款由現行規定第九點第二款

支給稿費：

移列修正。考量經核定交本機關

（一）經核定由本機關學校人

學校人員處理與業務有關之重要

員處理與業務有關重要

文件資料，與一般業務同，均係

文件資料之撰稿、譯

依相關規定支領加班費，爰刪除

稿、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現行規定「惟於辦公時間外趕辦

（二）發行刊物稿件內容係屬

者，得依規定支給加班費」等文

摘錄各機關學校相關法

字。

規、書籍、公文等資料。

三、第二款由現行規定第十點第二款
移列修正。

（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

四、第三款係配合業務實際執行情

審查本機關學校與業務

形，增列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

有關之重要文件資料。

資料，不得支領稿費之規定。

（四）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

五、第四款係重申本機關學校以編譯

職掌人員辦理刊物之撰

刊物為職掌人員，不得支給稿費。

稿、譯稿、編稿及審查

六、第五款係納入行政院主計總處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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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27 日 處 實 一 字 第

等工作。
（五）受補助之機關學校由以

0950000631 號函，申請補助計畫

編譯為職掌人員辦理受

之產物，屬受補助機關重要文
件，既屬受補助機關學校業務範

補助計畫刊物之撰稿、

疇，自不得支領稿費之規定。

譯稿、編稿及審查等工
作。

十一、稿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本點刪除。
（一）譯稿：由各機關學校本 二、為方便查閱，稿費各項基準改以
於權責自行衡酌辦理，
附表方式表達。
不訂定標準。
（二）整冊書籍濃縮：每千字
1.外文譯中文六九○元
至一、○四○元，以
中文計。
2.中文譯外文八七○元
至一、三九○元，以
外文計。
（三）撰稿：每千字
1.一般稿件：中文五八
○元至八七○元。
2.特別稿件：中文六九
○元至一、二一○
元，外文八七○元至
一、三九○元。
（四）編稿費：
1.文字稿：每千字
a.中文二六○元至三
五○元。
b.外文三五○元至五
八○元。
2.圖片稿：每張一一五
至一七○元。
（五）圖片使用費：每張
1.一般稿件二三○元至
九二○元。
2.專業稿件一、一六○
元至三、四七○元。
（六）圖片版權費二、三一○
元至六、九三○元。
（七）設計完稿費：
1.海報：每張四、六二
○元至一七、三三○
元。
2.宣傳摺頁
a.按頁計酬：每頁九
二○元至二、七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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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 件 計 酬 ： 每 件
三、四七○元至一
一、五五○元。
（八）校對費：按稿酬百分之
五至百分之十支給。
（九）審查費：
1.按字計酬者：每千字
中文ㄧ七○元，外文
二ㄧ○元。
2.按件計酬者：中文每
件六九○元，外文每
件一、○四○元。
九、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
金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各級地方政府得參照
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其
未訂定者，準用本要點之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國營事業、非營業特種基金
及各級地方政府準用之規定。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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