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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 

新竹市申辦作業原則 

壹、計畫依據：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暨「運動 i 臺灣 2.0」111 至 116 年全民運動推展

計畫。 

貳、計畫緣由：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補助本府依地方自治之精神規劃執行。 

參、本計畫之經費補助應專款專用，不得挪用，由本府依地方權責、財會及政府採購

法等相關規定執行。 

肆、本府執行本計畫，以結合地方相關體育團體辦理為原則，得視計畫需求跨域單位

合作。 

伍、本計畫由本府為申請單位，且擔任各活動指導單位，舉辦的各項活動，應強化活

動行銷，藉由各種多元媒體廣為宣導，並將體育署列為指導單位。 

陸、計畫申請期限及活動辦理期程： 

一、本市申請期限：自 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 日 17:00 止(送達市府)。 

1. 免備文資料一式四份，送體健科辦公室(地址:北區中正路 120 號)宋婉竹 

或謝育哲收 

二、線上申辦系統填報期限：111 年 9 月 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 日。 

三、為配合本計畫結案時間，各項活動辦理期程：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建議活動舉辦日期 112 年 2 月 10 日至 112 年 10 月 15 日間，避

免延誤核銷。 

柒、申請方式： 

一、本府視地方發展現況、特性、人口結構、各族群等需求，分別提出年度性非

競爭型、競爭型計畫之一般類別專案、原住民族類別專案（原住民族身分者

應達 50%以上）及身心障礙類別專案（身心障礙者應達 30%以上）送體育署

核定後辦理。 

二、本計畫 3 個專案，依體育署函知本府「運動發展基金 112 年度暫列地方政府

補助預算數額」，透過系統設定每個專案總經費原則，並配合立法院審查預

算審查結果，適時調整執行內容及經費額度。 

三、本府所提一般專案年度計畫包含體育活動、體育運動課程、培育及媒合國民

體適能指導員、體適能檢測及競爭型計畫等，計畫書格式如線上系統。 

捌、審查方式： 

一、地方審查：本府得邀邀集專家學者或相關代表，召開本府審查會議，並視需

求請各單位派員簡報說明，審查會議日期另訂。 

二、中央審查：體育署得邀集專家學者或相關機關代表，召開審查會議，並請派

員簡報說明。預計於 111 年 12 月 13 及 14 日召開審查會議，請申辦競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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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單位預留時間與會簡報。 

三、以上審查之簡報送件期限、內容、審查項目(比例)及注意事項將另函通知。 

玖、辦理類別： 

本計畫之推動應具全面性、多元性，規劃辦理之項目應通盤考量，以符合全

民全面參與。請依各專案總經費比例規劃辦理類別如下： 

一、各專案非競爭型計畫之辦理類別： 

 (一)一般類別專案： 

  1、體育活動：為推展運動之融合性，本府舉辦之各項體育活動，宜配合

節日、整合縣市既有資源與連結多方通路，提供適合各族群共同參與

之體育活動，並落實參與運動機會均等。另依本市內身心障礙者及原

住民族人口需求，優予提供運動參與機會及服務。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 

 A、每課程（班）期程至少 8 週，每週至少 180 分鐘，參加學員至少 20

人，且參加學員固定，每位學員須年滿 23 歲。 

 B、為檢視自我參與課程體適能效益，應配合針對學員實施國民體適能

前、後檢測。分為一般民眾 23 至 64 歲者，須配合參加國民（科技）

體適能檢測；65 歲以上者，須參加銀髮族（科技）體適能檢測。請

依國民、銀髮族體適能檢測年齡分別開立課程。 

 C、課程指導人員（講師）以聘任具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尤佳，可於

「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系統」媒合運用人才。 

 D、體適能檢測部分，屆時由本市所擇定之檢測單位提供服務；執行課

程單位須開課日 1 個月前主動聯繫體適能檢測執行單位，提供常態

性課程期程(開始及結束日期)、學員人數及地點等資訊，以利檢測單

位安排施測。 

  Ｅ、每學員參加課程堂數須達 60%，且有 60%學員參與體適能檢測之前、

後測，前、後測間隔須達 8 週（至少 50 天）。 

(2)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得免辦體適能檢測。 

以下針對一般專案補充說明 

⚫ 辦理項目及內容： 

（1） 體驗課程(水域安全推廣訓練、親子運動等…)、運動知能或運動經

驗分享講座、體育志工訓練課程、各類體育相關研習營或其他在地特

色運動推廣:學員招募採公開報名課程，總時數至少達 8 小時(480 分

鐘)，每堂至少 20 人。 

3、體適能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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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國民了解自我各項體適能狀況，針對一般民眾及銀髮族實施體

適能檢測，透過檢測數據，有助於提升正確的健康知能與運動品質。 

(1)檢測服務方式：配合 112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之體育活動及體育運動

課程辦理檢測服務。 

(2)體適能檢測項目、方式及執行之專業人力須依「國民體適能檢測實施辦

法」或「科技體適能檢測試辦計畫」規劃辦理。 

(3)檢測資料應於檢測結束後 3 週內上傳「體育雲全民運動資訊」，以利民

眾上網檢視相關數據，檢測人數之統計以上傳人數為準。前述檢測資料

上傳作業需由具備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者（證照需於有效期限內）統

籌辦理。 

(4)檢測計畫及經費由縣市政府依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之體育活動及體育運

動課程需求提出申請，並擇定執行單位進行檢測。檢測費用經費支用原

則：每人每年以 1 次為限，補助 300 元，惟常態性課程每人每年以 2 次

為限（補助 600 元）。 

4、培育及媒合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本府得與在地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科系（所）合作辦理國民體適能

指導員檢定考試，每場次至少 20人參與，並需搭配檢定考試辦理強化課程，

俾提升考生之應試實力；本案可另洽體育署「112年度推動企業聘用運動指

導員暨國民體適能專業人才提升計畫」之委辦廠商（聯絡方式另行告知），

請其派遣強化課程講師及檢定考試考官辦理課程講授及考生成績評核事宜；

未來檢定合格之人員可媒合擔任縣市運動活動或課程之運動指導工作，俾

推動國民體適能指導員之在地化。  

(二)原住民族類別專案： 

1、體育活動：為推展原住民族體育運動，縣市政府舉辦之原住民族專案各項

體育活動，活動中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並宜配合節日、整合縣

市既有資源與連結多方通路，提供適合原住民族參與之活動內容，俾保障

原住民族運動權。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 8 週，每週至少 180 分鐘，參加學

員至少 20 人，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2)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活動參與者中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 

 (三)身心障礙專案： 

1、體育活動：為推展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縣市政府舉辦之身心障礙專案各

項體育活動，活動中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 30%以上，並宜配合節日、整合

縣市既有資源與連結多方通路，提供適合參與之活動內容，俾保障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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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運動權。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 8 週，每週至少 180 分鐘，參加學

員至少 20 人，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 30%以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2)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活動參與者中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 30%以上。 

二、各專案之競爭型計畫之辦理類別： 

(一)一般類別專案規劃原則： 

1、活動歷史悠久（知名人文古蹟與人文風情），具固定參與人口與知名度，已

成為體育文化活動。 

2、符合特殊自然地理環境（山、河、海、季節產生自然現象等）：如水域、山

域運動等。 

3、多元特色之競爭型元素：如馬拉松（路跑）、游泳（泳渡）、鐵人三項等 

4、辦理週、月、季等帶狀活動：如自行車、登山健行等，且參加人次達 5,000 

人次。 

5、以主題連結的跨縣市體育活動，且參加人次達 5,000 人次。 

6、本市至少擇定一項上列原則規劃辦理，至多提出 3 個計畫，且本市須擔任

主辦單位。為擴增受眾人數，鼓勵優先以原則 4 或 5 規劃辦理。 

 (二)身心障礙類別專案規劃原則： 

1、透過課程提升機會與可見度：結合本市內運動場域（含運動中心、運動公

園、健身房…等）開辦各項身心障礙運動體驗或指導服務，打造在地運動

據點，提升身心障礙者參與運動機會及可見度；整體計畫辦理期程以達 6

個月為原則，另以大型體育活動為計畫主體者，不予核定補助。 

2、效益擴散原則：借重競爭型計畫資源，透過知能提升、資源整合、人力培

植及主流化措施等，提升縣市整體身心障礙運動推廣效益。 

3、縣市代表性：本府應擔任主辦單位，結合（或委託）專業組織合作辦理。 

4、參與對象符合度：活動參與對象以身心障礙者及其陪伴者為主，整體計畫

服務人次，身心障礙者應達 30%以上。 

 

拾、經費撥付：各項計畫須依本府與體育署審查意見補正(或修正)始獲補助經費，

另案通知核定補助總經費。 

壹拾壹、經費核結： 

一、各單位最晚應於 112 年 11 月 3 日(五)前(或活動辦理結束後 14 天內)，統一

彙整備文檢附下列資料送(送達市府/新竹市體育會)辦理核結： 

(一)各活動成果報告及收支結算表請上網填報，並連同核銷資料繳交至市府或

體育會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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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核結原則及基準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及體育署基金相關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為使經費得以有效運用於全民運動

推展，計畫經費編列與核結規定如後附經費編列基準表(如附件 2)，超過基

準部分得自籌辦理。 

壹拾貳、計畫評核： 

一、 本府與體育署將依各單位全年計畫執行之行政效能及行政成效是否達當年

度 KPI 值，作為評核下一年增減經費依據。 

二、 行政效能及行政成效評核細項： 

(一)行政效能： 

KPI KPI 定義 KPI 設定方式 

1. 經費執行

率 

執行單位核結經費/年度計畫獲補助

經費（扣除訪視輔導中因違反核實

性、普及性及效益性等原則，致註銷

或部分扣減之活動經費） x100% 

執行單位執行率須達 85%

以上 

2. 計畫註銷

比率 

縣市年度計畫註銷數/實際核定計畫

數 x100% 

縣市年度計畫除不可抗力

因素外，註銷計畫比率不得

逾 5% 

3. 計畫成果

填報率 

各計畫成果須於活動結束後 12 工作

日內由各計畫執行單位填報完成 

計畫成果準時率須達整體

計畫 85%以上 

4. 計畫穩定

性 

各計畫資訊提供穩定性（以公開辦理

日數計次，每辦理日有 2 次修正機

會，修正率=修正次數/總辦理次數） 

各計畫之修正率超過 50%，

則標記違規。違規率（總違

規計畫數/年度總計畫數）

不得逾 30% 

5. 計畫正確

性 

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辦理，各

執行單位未於第一時間更新 i運動資

訊平台等活動資訊 

該計畫則計違規。錯誤率

（違規計畫數/年度總計畫

數）不得逾 3% 

 

(二)行政成效 

 

 

 

 

 

 

 

三、競爭型計畫除依前項評核內容外，體育署將針對下列事項評核，並做為下一

年度計畫增減經費依據： 

KPI KPI 定義 KPI 設定方式 

1. 活動舉辦場

次執行率 

執行單位活動實際舉辦場次/活動

預估舉辦場次 x100% 

年度活動舉辦場次執行率

須維持 95%以上 

2. 活動參與人

次達成率 

執行單位活動實際參與人次/活動

預估參與人次 x100% 

年度活動參與人次達成率須維持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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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執行內容與規劃原則符合度。 

(二) 計畫中行銷作業、資源整合之完整性。  

(三) 計畫實際成果與預期效益達成度。 

 

壹拾參、活動宣導： 

一、 各單位應強化民眾對活動知曉度，藉由各種方式通路，如：使用 109 年體

育署統一製發分送各單位再利用之「運動 i 臺灣」、「教育部體育署」、「國

民體育日」等旗幟，於活動現場明顯標示布置。或依「運動 i 臺灣 2.0」CI

使用規範自製旗幟，針對活動地點、入口及周邊明顯位置，製作適合場地

布置之旗幟等。另辦理身心障礙專案須增加標示「愛運動 動無礙」文字或

呈現「愛運動 動無礙」主視覺（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4630）。 

二、112 年各項活動資訊將於核定後露出 i 運動資訊平台，相關資訊如有變更，

執行單位應依活動變更流程通知本府，始得於平台辦理調整作業。相關內容

(含時間、地點等)如有變更，請即時辦理網路資訊更新作業，並請依行政程

序報所屬本府同意，以利民眾參與或前往觀賞。 

 壹拾肆、活動執行時，須注意場地設施及活動安全指導，每項活動均須辦理保險(應

依活動性質及需求投保適當險種及保險額度，如壽險之團體傷害保險或產

險之公共意外責任險等，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未辦理保險者，應不予同

意核結；體育署或縣市訪視委員至實地瞭解現場情形時，請配合提供必要資

料與協助。 

壹拾伍、核定計畫如涉及變更，其核處原則如下： 

一、本府核處項目： 

(一)活動名稱、地點、時間、概算或微調計畫內容未損及執行效益者，變更作

業以線上系統辦理為原則 (含申請及准駁)，由本府本權責核處，免送署核

備及副知體育署。 

(二)為利活動管控，本府將定期檢視上開作業辦理情形，並針對異常狀況或單

位加強訪視或稽核；體育署並將透過線上系統功能進行後端管考。 

二、縣市初核轉送體育署核辦：活動涉及內容變更或調整計畫後損及執行效益者

(如：調降參與人次數或場次達 30%以上)，請於活動辦理 2週前送體育署核

辦。 

壹拾陸、為落實計畫活動之核實性、宣傳性與效益性，本計畫特殊扣減(或註銷)補助

經費規定如下： 

一、活動核實性： 

(一)各活動如未能依原提報計畫日期或地點辦理者，須於原提報辦理日期 2 週

前併同預計變更辦理日期提報所屬縣市政府辦理備查作業，如未能於活動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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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日期 2 週前辦理日期或地點變更備查作業或經抽查發現活動未依原提

報日期、地點辦理者，除事前告知經本府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二)活動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辦理者，請各執行單位於第一時間與本府

聯繫，並請更新 i 運動資訊平台等活動資訊，如未能於第一時間通知者，視

同違反活動核實性原則。 

二、活動普及性：活動現場經訪視或抽查發現無法辨識屬體育署「運動 i 臺灣 2.0」

年度計畫者（如：旗幟與相關場地布置均無「運動 i 臺灣」、「運動 i 臺灣 2.0」 

logo 及字樣），除事前告知經本府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費。 

三、活動效益性：如專案活動指定「參與對象」或「辦理方式」經訪視或抽查與

原核定活動有嚴重落差者，除受補助單位報經所屬縣市政府專案同意外，將

註銷補助經費。如：「原住民族專案」申請規範中明訂「參與對象（具有原住

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等，其活動參與對象如未包括原住民族（或比例

有嚴重落差），即屬違反本項原則。 

四、活動經專案報核同意者，除有特殊原因外，仍請依違反情節輕重核酌扣減活

動補助經費（下限：20%；上限：50%），將列入隔年度初核作業之考評參據。 

五、活動執行單位違反情節重大，且經督導訪視後，仍無法符合專案相關規範者，

縣市政府得部分或全面註銷執行單位年度計畫所獲經費。 

六、上開事項一至五如涉註銷補助經費部分，請縣市政府至系統填報「計畫執行

註銷處理」，並於函復執行單位時副知體育署。 

七、本計畫各活動「經費決算與概算數」、「預期效益與執行成果」落差情形，請

詳填列於成果報告中，如有落差較大者，將列入隔年度經費初審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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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竹市政府 112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一般專案申請件數及經費分配表 

總經費

比例 
辦理類別 細項 案件數 

備註 

80% 

1.體育活動 

(1)單一活動人數 499 人次以下。

(補助 6 萬~10 萬元) 
5 

國民體育日系列

活動、水域運動

樂活計畫(端午

龍舟競賽、體驗

活動-滑水、獨

木舟、輕艇、帆

船、SUP 等無動

力種類為主、水

域自救觀摩與宣

導)、體育嘉年

華、球類/舞蹈/

格鬥類等各區聯

誼賽、健行、路

跑、單車、登

山、其他特色活

動等等… 

(2)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500 至 999

人次之間。(補助 16 萬~30 萬

元) 

3 

(3)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1,000 至

1,499 人次之間。(補助 36~50

萬元) 

1 

(4)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1,500 至

2,499 人次之間。(補助 50~70

萬元) 

1 

(5)單一活動人數達 2,500 人次以

上。(補助 70~88 萬元) 
1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課程(每課程至少 20 人

每期課程期程至少 8 週，每週至

少 180 分鐘，且參加學員固定。必

需體適能前後檢測) 

 (一期課程補助 6~10 萬元) 

12 

職工運動健身

班、婦女運動、

65歲以上銀髮

運動指導班、其

他在地特色運動

推廣班 

(2)非常態性課程 

(時間/人數無法符合常態性之) 

(一梯次補助 5~12 萬元) 

10 

體驗課程(水中

自救、親子運

動、運動保健

等…)、運動知

能或運動經驗

分享講座、體

育志工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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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各類體育

相關研習營或

其他在地特色

運動推廣 

3.體適能檢測  

(1)一般民眾(23-64 歲)檢測。 

(2)銀髮族(65 歲(含)以上)檢測。 

建議加總至少 1,000 人次。 

 

檢測對象以本案

常態性課程學員

為主，活動為輔 

4.培育及媒合國

民體適能指導

員 

強化課程與檢定考試規劃，必要

時增加 CPR 研習與檢定考試課程 

(至多補助 15~30 萬元) 

1 

每期課程至少

20 人 

5.縣市輔導作業   市府主責 

20% 競爭型計畫 

(一)活動歷史悠久。 

(二)結合特殊自然地理環境。 

(三)多元特色之競爭型元素。 

(四)辦理週、月、季等帶狀活動。 

(五)以主題連結的跨縣市體育活

動。 

（至多補助 250 萬元） 

先與市

府溝通

確認內

容方向 

本案由市府主

導，申請單位需

配合辦理 

並於 111 年 10

月配合市府審查

會時間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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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竹市政府 111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原住民族專案申請件數及經費分配表 

總經費

比例 
辦理類別 細項 案件數 

備註 

80% 

1.體育活動 

(1)單一活動人數 99 人次以

下。(至多補助 10 萬元；

於原鄉舉辦者至多補助15

萬元) 

1 

水域運動樂活計畫

(體驗活動-滑水、

獨木舟、輕艇、帆

船、SUP 等無動力

種類為主)、體育嘉

年華、原住民族舞

蹈/格鬥類等聯誼賽

或體驗、其他特色

活動等等… 

(2)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100 至

249 人次之間。(至多補助

20 萬元；於原鄉舉辦者至

多補助 25 萬元) 

(3)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250 至

499 人次之間。(至多補助

30 萬元；於原鄉舉辦者至

多補助 35 萬元)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課程。必需體適能

前後檢測) 

(至多補助 10 萬元) 

1 

職工運動健身班、

婦女運動、其他在

地特色運動推廣班 

(2)非常態性課程 

(時間/人數無法符合常態性

之) 

 (補助 10~25 萬元) 

體驗課程(親子運

動、原住民族傳統

運動等…)、各類體

育相關研習營或其

他在地特色運動推

廣 

20% 競爭型計畫 

(1)發展原鄉體育運動。 

(2)發展原住民族傳統體育運

動。 

（至多補助總經費 60 萬元） 

1 

本案由市府主導，

申請單位需配合辦

理 

※與一般專案最大差別在於參與對象(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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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竹市政府 111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身心障礙專案申請件數及經費分配表 

總經費

比例 
規劃辦理類別 細項 案件數 

備註 

80% 

1.體育活動 

(1)單一活動人數 99 人次以下。

(補助 6~10 萬元) 
1 

身心障礙運動體驗

及趣味活動(活動參

與對象以身心障礙

者及其陪伴者為主) 

(2)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100 至

249 人次之間。 

  (補助 10~18 萬元) 
3 

(3)單一活動人數介於 250 至

499 人次之間。 

(補助 18~25 萬元) 

2.體育運動課程 

(1)常態性課程。(每期課程期程

至少 8 週，每週至少 180 分鐘，

且參加學員固定) 

(至多補助 6~8 萬元) 

5 

各類體驗營、身心

障礙運動活力養成

班 

(2)非常態性課程。 

(時間/人數無法符合常態性之) 

(至多補助 7~10 萬元) 

5 

游泳體驗營(辦理時

間至少規劃 5 天為一

期，每班身心障礙者

至少 10 人)、身心障

礙運動推動觀摩（研

習）會，每梯次參加

人數應有 20 人以上 

其他類型有助於身

障者的課程 

20% 3.競爭型計畫 

結本市內運動場域開辦各項 

身心障礙運動體驗或指導服務 

註：每縣市本競爭型計畫體育署至多補

助總經費 150 萬元，建議僅提 1

案。 

1 

本案由市府主導，

申請單位需配合辦

理並於 111 年 10 月

配合市府審查會時

間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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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2 年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經費申請明細表 

一、本表件將由線上計畫申請系統直接匯出。 

二、專案名稱及執行項目請查閱計畫書後詳細填寫，並確實填列場次數(包含單次活動人次)。 

三、請各專案分表填列，並請將各活動分項填寫。 

四、自籌經費請確依計畫申辦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五、申請 2 案以上單位請依各專案、各執行項目及活動辦理之優先順序排列。 

六、表格格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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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 i臺灣 2.0計畫版】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二、業務費 
（一）出席費 

 
人次 

 
2,500元 

凡邀請個人以
學者專家身分
參與會議之出
席費屬之。 

以邀請 S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

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

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為

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

得支給出席費。又 S機關人員

及應邀機關指派出席代表，

亦不得支給出席費。 

（三）講座鐘點
費 

人節 外聘－國外聘請 2,400元 
外聘－專家學者 2,000元 
外聘－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

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
校人員 1,500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
校人員 1,000元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
課人員，按同一課程講
座鐘點費1/2支給 

凡辦理運動指
導、研習會、座
談會或訓練進

修，其實際擔任
授課人員發給
之鐘點費屬之，
本案編列基準
為支給上限，各
單位得依活動
性質酌調(降)
鐘點費用。 

一、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

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辦理。 

二、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

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

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

半支給。 

三、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二

級以下及地方各機關

(構)學校，依組織法規

所定上下從屬關係。。 

四、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

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

規定，覈實支給外聘講

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

費。 

（四）裁判費 人場 每場補助上限 400 元(得依執法
賽事長度及性質酌減每場上限，
不足部分建請自籌經費辦理) 

凡辦理各項運
動競賽裁判費
屬之。 

一、參照「各機關（構）學校

辦理各項運動競賽裁判

費支給標準數額表」辦

理。 

二、主辦機關（構）學校之員

工擔任裁判者，其裁判

費應減半支給。 

三、已支領裁判費者，不得再

報支加班費或其他酬

勞。 

（五）主持費、 
引言費 

人次 1,000元至 2,000元 凡舉辦活動、召
開專題研討或
與學術研究有
關之主持費、引
言費屬之。 

 

 

(六)國民體適能
指導員費 

 初級指導員：每人每小時 300元
中級指導員：每人每小時 500元 

僅提供辦理體
適能檢測計畫
單位支付國民
體適能指導員
費參考使用。 

一、初級指導員每人每天

最高補助 1,800元；中

級指導員每人每天最

高補助 3,0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

上限者，請自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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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運動傷害防 
護員費 

人次
/時 

每人每小時：300元  

一、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1,8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

上限者，請自籌辦理。 

(八)救生員費 
人次
/時 

每人每小時：300元  

一、每人每天最高補助

1,800元。 

二、超出每小時或每天補助

上限者，請自籌辦理。 

(九)緊急醫療救 

護工作費 
 

一、醫療救護人員： 

1.醫師：每人每小時 900元。 

2.護理師：每人每小時 300元。 

3.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 300

元。 

二：救護車(含駕駛)：每輛

次(4小時內)收費 1,500

元；其超過 1小時者，

以 1小時 500元計收。 

三、醫療衛材依實際支用情

形覈實辦理。 

緊急醫療救護

工作費用 

各縣市政府如針對緊急醫療

救護費用訂定相關要點或規

範者，得依各縣市規定辦

理。 

（十）工作費
(工讀費) 

人日 至少須符合現行勞動基準法所
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辦理各項計畫
所需臨時人力
屬之。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

實編列。 

二、辦理各類活動、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

等，所需臨時人力以參

加人數 1/10 為編列上

限，工作日數以會期加

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

限。 

三、身心障礙專案得視服務

對象需求核實編配工作

人力，並請於計畫經費

表備註欄位敘明增編原

因與需求。 

（十一）印刷費  核實編列  設計、製作發送與印製教材

講義、秩序冊、邀請函及海報

等，以經濟實用為主 

（十二）交通費
用、運費 

 
人次 

一、飛機機票或高速鐵路車票費
用：覈實報支。 

二、國內租車費用基準如下： 
1.大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9,000
元。 

2.中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6,000
元。 

3.小型車每天每輛最高 3,000
元。 

三、國內交通費用：覈實報支。 

四、運費：覈實報支。 

 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票或

收據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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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誤餐費 人 每人每餐最高補助 100元  各活動餐費支用總和，不得

超過補助經費 50%(超過者請

自籌辦理)。 

（十四）保險費 人 應依活動性質及需求投保適當
險種及保險額度，如壽險之團體
傷害保險或產險之公共意外責
任險等，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 

 未辦理保險者，應不予同意

核結 

 

（十五）場地使用
費、布置
費       

 核實編列  一、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

地使用費，惟內部場地

有對外收費，且供辦理

計畫使用者，不在此限。 

二、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

場所核實列支。 

(十六)獎品(盃)

費 

 一、獎牌、獎盃：2,000元。  

二、獎品：含摸彩品、紀念品、
活動贈品 250元 

 一、頒發前 6 名獎盃(牌)，

每名最高補助 2,000

元。 

二、辦理全民類休閒活動，得

增列獎品費，每份最高

250元， 

三、各活動獎牌、獎盃、獎品

及紀念品費用支用總

和，不得超過補助經費

30%(超過者請自籌辦

理)。 

(十七)服裝費  
 500元 

僅以工作人員(含裁判)為

限，每人最高補助 500元。 

(十八)器材費  消耗性器材  以購置單價 10,000 元以下

消耗性器材為限。 

(十九)住宿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 

 講師、專家學者或裁判等
如有住宿需求者，請依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 

(二十)雜支  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目，除
特別需求外，不得重複編列。 

 僅限與活動相關必要支出

(以核定金額之 5%為上限。) 

(二十一) 全民健

康保險補

充保費 

 依衍生補充保費之業務費經費

項目，乘以補充保費費率為編列
上限。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

投保單位(雇主) 因執行
本部補助或委辦計畫，所

衍生雇主應負擔之補充保
費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