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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各項支出用途別科目及執行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規定（107年度） 現行規定(106年度) 
說明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通案修正說明： 

一、項次1-73項，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作業基金採用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目，配合修訂科目編號。 

二、由於部分項次次序有調整，爰配合調整項次。 

三、為期簡化，如僅涉及上列通案之修正事項，則不逐項臚列。 

1 凡奉准聘任之

顧問人員報酬

及交通費屬之 

1102 

顧問人員報酬 

簽案辦理 

 

1 凡奉准聘任之

顧問人員報酬

及交通費屬之 

112 

顧問人員報酬 

1.簽案辦理 

2.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

心「人文文化講習設置要點」，每月

40,000元，3個月為上限。 

3.其他依實際需要簽案辦理 

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已改組為全

球華文寫作中心，爰配合現況

予以修正。 

28 進修及學分補

助費 
1898 

其他福利費 

依 92 年 5 月 26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20015760號函規定，各機關（構）學校

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內全時進修或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之公務人員，自 92年 2月 1日起

，其進修費用得不予補助。上開日期以前

，業經補助有案者，仍得依原規定辦理。

至於公餘進修之公務人員，於核定進修期

間，其進修費用，每學期每人最高補助 2

萬元，從嚴簽案辦理。 

58 進修及學分補

助費 
288 

委託考選訓練費 

依 92 年 5 月 26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20015760號函規定，各機關（構）學校

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內全時進修或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之公務人員，自 92年 2月 1日起

，其進修費用得不予補助。上開日期以前

，業經補助有案者，仍得依原規定辦理。

至於公餘進修之公務人員，於核定進修期

間，其進修費用，每學期每人最高補助 2

萬元，從嚴簽案辦理。 

一、依據教育部105年6月6日修

訂之「106年度預算人事支

出相關項目編列科目歸類

表」修正公務人員進修補助

列帳科目。 

二、項次調整 

29 強制休假補助

費 

1898 

其他福利費 

1.依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行政院 106

年 12月 18日院授人綜字第 1060064362

號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工

友（含技工、駕駛）107年休假補助費

相關事項 Q&A」及人事室 104年 11月

30日奉核簽案辦理 

2.支給標準： 

(1)公務人員： 

14日以內，最高補助 16,000元。 

超過 14日，每日補助 600元。 

(2)工友（含技工、駕駛）：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以工友當年 

   度實際休假日數核給 1日 1,143元， 

   最高以 14日核給 16,000元為限。 

   超過 14日以外之特別休假，以實際休 

   假日數核給 1日 600元。 

   其餘有關補助方式等事宜，依前揭行 

31 強制休假補助

費 

18Y 

其他福利費 

1.依據「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

假改進措施」及人事室 104 年 11 月 30

日奉核簽案辦理 

2.支給標準： 

(1)公務人員及工友： 

14日以內，最高補助 16,000元。 

超過 14日，每日補助 600元。 

(2)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職務：  

 a.服務年資及兼任行政職務年資皆滿 1

學年者，當學年核給休假 7 日，休假

補助 8,000元。 

 b.服務年資滿 3學年，兼任行政職務滿 1

學年，每學年核給休假 14日，休假補

助 16,000元。 

 c.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或教師服務年資未

滿 1 學年者，其休假日數及休假補助

，依前揭人事室奉核之簽案計算。 

一、依據行政院106年12月18日

院授人綜字第1060064362

號函，各機關學校工友自

107年1月1日起仍比照「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

施」請領休假補助費，惟

每年上限改以其實際休假

日數為計算基礎，爰配合

修正。 

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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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107年度） 現行規定(106年度) 
說明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政院函及人事行政總處休假補助費相 

   關事項 Q&A 辦理。 

(3)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職務：  

 a.服務年資及兼任行政職務年資皆滿 1

學年者，當學年核給休假 7日，休假

補助 8,000元。 

 b.服務年資滿 3 學年，兼任行政職務滿

1學年，每學年核給休假 14日，休假

補助 16,000元。 

 c.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或教師服務年資未

滿 1學年者，其休假日數及休假補助

，依前揭人事室奉核之簽案計算。 

34 凡教職員工國

內出差等交通

費、住宿費及

雜費屬之。 

 

2301 

國內旅費 

 

1.出差之派遣，應嚴格控管，往返行程，

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凡屬員工因公須

離開學校惟時間不長且無連續性者，其

差勤管理應以「公出」登記，不得報支

差旅費。其確應業務需要核派時，其出

差旅費報支標準，應切實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核實報支。 

2.支給標準： 

(1)住宿費 

a.簡任：1,800元 

b.薦任以下（九職等以下包括約聘(僱

)人員、雇員、技工、司機與工友）

：1,600元 

(2)雜費 

不分職務等級均為每日上限400元。 

33 凡教職員工國

內出差等交通

費、住宿費及

雜費屬之。 

 

231 

國內旅費 

 

1.出差之派遣，應嚴格控管，往返行程，

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凡屬員工因公須

離開學校惟時間不長且無連續性者，其

差勤管理應以「公出」登記，不得報支

差旅費。其確應業務需要核派時，其出

差旅費報支標準，應切實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核實報支。 

2.支給標準： 

(1)住宿費 

a.簡任：1,800元 

b.薦任以下（九職等以下包括約聘(僱)

人員、雇員、技工、司機與工友）：

1,600元 

(2)雜費 

不分職務等級均為每日400元 

一、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修訂雜費之說明。 

二、項次調整 

41 聘用非編制內

之臨時工薪資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1.簽案辦理 

2.依據勞動部106年9月6日勞動條2字第

1060131805號公告辦理  

3.支給標準：  

  22,000 元 

40 聘用非編制內

之臨時工薪資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1.簽案辦理 

2.依據勞動部105年9月19日勞動條2字第

1050132177號公告辦理  

3.支給標準：  

  21,009 元 

一、依據勞動部106年9月6日

勞動條2字第1060131805

號公告，調整每月基本工

資。 

二、項次調整 

42 因業務需要短

期任用之臨時

工或工讀生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1.須填表申請 

2.依據勞動部106年9月6日勞動條2字第

1060131805號公告辦理  

3.支給標準：  

每小時140元 

4.各委辦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 

41 因業務需要短

期任用之臨時

工或工讀生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1.須填表申請 

2.依據勞動部105年9月19日勞動條2字第

1050132177號公告辦理  

3.支給標準：  

每小時133元 

4.各委辦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 

一、依據勞動部106年9月6日勞

動 條2字第1060131805號

公告，調整每小時基本工資

。 

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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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107年度） 現行規定(106年度) 
說明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45 校內預算之專

案研究計畫專

、兼任助理薪

資或獎助金。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7206 

獎助學員生給

與 

1.簽案辦理 

2.參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辦理。 

 

44 校內預算之專

案研究計畫專

、兼任助理薪

資或獎助金。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27P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學習型獎

助學金 

1.簽案辦理 

2.參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辦理。 

 

一、依據教育部105年6月6日

修訂之「106年度預算人事

支出相關項目編列科目歸

類表」修正學習型獎助學

金列帳科目。 

二、項次調整 

46 其他補助收入

之專案研究計

畫專、兼任助

理薪資或獎助

金。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7206 

獎助學員生給

與 

各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 

 

45 其他補助收入

之專案研究計

畫專、兼任助

理薪資或獎助

金。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27P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學習型獎

助學金 

各補助計畫之相關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105年6月6日

修訂之「106年度預算人事

支出相關項目編列科目歸

類表」修正學習型獎助學

金列帳科目。 

二、項次調整 

47 建教合作收入

之專案研究計

畫專、兼任助

理薪資或獎助

金。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7206 

獎助學員生給

與 

1.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辦理。 

2.各委辦計畫之相關規定 

46 建教合作收入

之專案研究計

畫專、兼任助

理薪資或獎助

金。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27P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學習型獎

助學金 

1.依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表」，及「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支給標準表」辦理。 

2.各委辦計畫之相關規定 

49 計時與計件人

員相關之獎金

、勞健保費、

離職儲金、勞

退金、加班費

及特別休假未

休畢之工資費

用等一切酬勞

。 

2713 

計時與計件人

員酬金 

依相關規定辦理 48 計時與計件人

員相關之獎金

、勞健保費、

離職儲金、勞

退金、加班費

等一切酬勞。 

27D 

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 

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依據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

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爰配合增列計時與計

件人員之特別休假未休畢

之工資費用。 

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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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107年度） 現行規定(106年度) 
說明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項次 支出事項 科目名稱 執行標準及相關規定 

52 凡辦理講習訓

練聘請講師授

課之鐘點費屬

之 

2805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1.依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 

2.支給標準(自 107年 2月 1日生效)： 

 (1)國外專家學者：得由本校衡酌國外專

家學者國際聲譽、學術地位、課程

內容及延聘難易程度等相關條件自

行訂定。 

 (2)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支給上限 2,000 

元 

 (3)外聘與本機關有隸屬關係之學者專家

：支給上限 1,500元 

 (4)內聘：支給上限 1,000 元 

52 凡辦理講習訓

練聘請講師授

課之鐘點費屬

之 

285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1.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

支給規定」辦理 

2.支給標準： 

 (1)國外專家學者：2,400元 

 (2)外聘專家學者：1,600元 

 (3)外聘與本機關有隸屬關係之學者專家

：1,200元 

 (4)內聘：800元 

依據行政院107年1月23日院授

人給字第1070030976號函，訂

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及修

正「軍公教兼職費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提高講座鐘點費

之支給上限，並自107年2月1日

生效。 

54 凡聘請專家出

席會議、出席

審查案件或查

詢等酬勞費用

屬之。 

2805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1.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辦理，以2,500元為上限

。 

2.已支給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30

公里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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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 凡聘請專家出

席會議、出席

審查案件或查

詢等酬勞費用

屬之。 

285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

詢費 

1.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辦理，以2,000元為上限。 

2.已支給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30

公里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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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行政院106年12月27日院

授主預字第1060103113號函，

調增出席費支給上限為2,500

元，並自107年1月1日生效。 

62 辦理研討會、

業務座談會、

業務檢討會或

宴請外賓之便

餐、茶點等費

用。 

 

3206 

食品 

 

1.餐費：每人以 500元為上限，總額超過

1萬元須簽案辦理。 

2.便當：每人以 100元為上限，但委辦補

助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 

3.茶點費：每人以 60元為上限 

4.業務檢討會：限一級單位辦理，並以現

職人員每人500元及每年辦理1次為限。

院或系所視實際需要得以各自每年辦理

1次，所屬現職人員得皆參加。 

5.報支時應於黏貼憑證用紙之用途說明欄

註明會議名稱、開會日期、起訖時間及

人數，至於開會通知、紀錄、簽到表等

，則留存各單位備查。 

62 辦理研討會、

業務座談會、

業務檢討會或

宴請外賓之便

餐、茶點等費

用。 

 

326 

食品 

 

1.餐費：每人以 500 元為上限，總額超過

1萬元須簽案辦理。 

2.便當：每人以 100元為上限。 

3.茶點費：每人以 60元為上限 

4.業務檢討會：限一級單位辦理，並以現

職人員每人500元及每年辦理1次為限。

院或系所視實際需要得以各自每年辦理

1次，所屬現職人員得皆參加。 

5.報支時應於黏貼憑證用紙之用途說明欄

註明會議名稱、開會日期、起訖時間及

人數，至於開會通知、紀錄、簽到表等

，則留存各單位備查。 

本項有關便當之執行標準，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

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

）會管理要點」第六之(一)點

規定，午、晚餐每餐單價 80元

，爰增列「但委辦補助機關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俾

資遵循。 

69 特優員工獎勵

金 

7401 

補貼(償)、獎勵

、慰問與救助(

濟)-獎勵費用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績優職員選拔表

揚實施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特

殊優良技工工友選拔實施要點」及「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優良駐衛警察選拔實施

要點」辦理，獲選為特優職員者，發給工

作酬勞 3 萬元，分 3個月支給；獲選為優

69 特優員工獎勵

金 

741 

補助(償)、獎勵

、慰問與救助(

濟)-獎勵費用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優良職員選

拔表揚實施要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

務特殊優良技工工友選拔實施要點」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優良駐衛警察選拔

實施要點」辦理，獲選為本校特殊優良職

員、技工、工友、駐衛警察，各發給工作

配合人事室之規定，修正法規

名稱及獎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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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職員、特殊優良技工、工友、駐衛警察

，各發給工作酬勞 1萬元。 

酬勞 1萬元。 

70 教職員工因公

傷亡慰問金 

7406  

慰問金 

1.簽案辦理  

2.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

法」辦理 

70 教職員工因公

傷殘死亡慰問

金 

746  

慰問金 

1.簽案辦理  

2.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

給辦法」辦理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業經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

為「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爰配合修正。 

73 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

研討會及學生

交流活動之交

通、膳宿費用

。 

7502 

交流活動費 

 

本校各單位以自籌收入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及研討（習）會，應依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辦理各類會議、講習

、訓練與研討（習）會支給要點」規定辦

理。但委辦補助機關另有規定(或約定)者

，依其規定(或約定)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會依下列原則辦理： 

1.各單位辦理一般性會議、講習、訓練及

研討（習）會，以利用本校自有場地為

原則，如因特殊需要於校外場地辦理者

，應依以下所訂優先順序，簽奉核准後

辦理。 

2.場地選擇依規定優先順序： 

(1)教育部所屬機關(構)之場地（不包括

委外經營之場地）。 

(2)洽借所在地或鄰近地區之其他機關(

構)或訓練機關(構)之場地（例如國家

文官學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屬訓

練機構或臺灣電力公司訓練所等）。 

(3)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委外經營之場地

。 

(4)其他得提供非假日期間膳宿折扣之大

型場地，並應於簽呈內敘明確實無法

租借得前三款適合之地點或場所情形

。 

3.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

）會，所需經費應依預定議程覈實編列

，膳宿費編列上限規定如下： 

(1)參加對象為機關（構）人員者，每人每

73 辦理各類會議

、講習訓練與

研討會及學生

交流活動之交

通、膳宿費用

。 

752 

交流活動費 

 

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

議、訓練講習與研討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

進方案」規定，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會依下列原則辦理： 

1.一般性會議或內部會議，應利用內部自

有之會議場所，不得於外面辦理。 

2.場地選擇依規定優先順序： 

(1)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之場地（不包括委

外經營之場地）。 

(2)洽借所在地或鄰近地區之其他機關或

訓練機關之場地（例如國家文官學院、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屬訓練機構或

臺灣電力公司訓練所等）。 

(3)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委外經營之場地

、臺北教師會館或日月潭教師會館等。 

(4)其他得提供非假日期間膳宿折扣之大

型場地，並應於簽陳內敘明確實無法覓

得前三款適合之地點或場所情形。 

3.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及研討（習

）會，經費編列規定如下： 

(1)使用前點第 1款或第 2款規定之場地者

，於其所定一般收費標準範圍內編列。 

(2)使用前點第 3款或第 4款規定之場地者

，編列上限規定如下： 

a.參加對象為機關(構)人員者，每人每

日膳費為薦任級以下人員 250元，簡

任級人員 275元；每日住宿費為薦任

級以下人員 1,400 元，簡任級人員

1,600元。 

配合修正法規名稱，另修正膳

宿費編列上限，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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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膳費 250元，住宿費依據「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2)應業務需要辦理，且參加對象主要為機

關（構）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日膳費

為 500元；每日住宿費比照「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薦任級以下人員基

準辦理。 

(3)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括講習

、訓練及研習），每人每日膳費為 1,100

元；每日住宿費為 2,000元。但外賓每

日住宿費為 4,000元。 

(4)前項膳宿費規定，應本撙節原則辦理，

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額

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4.不得編列聘請樂團演唱與表演，且除必

要頒發之獎品外，不得編列紀念品、禮

品或宣導品等費用，亦不得攜眷參加。 

b.應業務需要辦理，且參加對象主要為

機關(構)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日膳

費為 500元；每日住宿費為 1,400元

。 

c.辦理國際性會議、研討會（不包括講

習、訓練及研習），每人每日膳費為

1,100元；每日住宿費為 2,000元。

但外賓每日住宿費為 4,000元。各單

位如於膳宿費以外，再支給外賓其他

酬勞者，其支付費用總額不得超出行

政院所定「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

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

高標準表」規定。 

d.前項膳宿費規定，應本撙節原則辦理

，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

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4.不得編列聘請樂團演唱與表演，且除必

要頒發之獎品外，不得編列紀念品、禮

品或宣導品等費用，亦不得攜眷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