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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處理準則(107.5.14修正)
主要修正重點：

• 第1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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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正重點：

•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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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採購契約草案等文件未事先送會計單位審核，得否付款?

A:採購監辦或撥付款項過程中，如發現採購單位未依會計法及內部
審核處理準則將招標須知，契約草案等文件事前送會計單位，仍應
於事後補會辦：

•檢視契約內容涉及財務收支的部分有無不合理之情事，預算可否
容納。

一、如未有不合理之處，且預算可供容納，則依約辦理付款，並得
建議業務單位嗣後依相關規定會辦會計單位。

二、如有不合理之處，或無相關的預算來源可供支應，應退請業
務單位說明或處理，並釐清相關人員有無行政疏失責任等。

•倘發現有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時，建議會政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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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正重點：

第17條，審核傳票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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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正重點：

第17條，審核傳票應注意事項：

•刪除原列第2款係配合行政院院停止適用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

注意事項，又政府採購法增訂第七十三條之一有關採購支付款程

序，未規範傳票編製期限，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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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正重點：

第24條，審核採購及財物處理時，應注意事項：

財物保管是否妥善與購置有無閒
置及呆廢情形，其外形、品質是
否均甚完好等，均涉及機關財物
經理之實質或技術事項，非屬會
計專業，並配合國有公共財產管
理手冊及物品管理手冊盤點規定

，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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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106.12.29修正，自107年1月1日生效)
主要修正重點：

修正第5點第1項及第2點附表一規定：

一、考量現行國內航空公司
開立電子機票已結合收據及
登機證等，且自高鐵通車後
，國內出差除往返本島及離
島地區外，搭飛機者已是少
數，與國外出差要搭機的情
況不同，爰刪除搭飛機者並
需檢附登機證存根之規定。
二、明定座(艙)位有分等之船
舶，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若無分座(艙)等之船舶，則
無須檢附，以明確報支程序。11



Q:請家人接送至出差地點，可否認定為自行駕車，報最高票價客運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12.12主預字第1060102970A號「主計長信箱」)

1.依報支要點規定，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
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
不得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
報支。

2.前項規定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係基於
該等情形出差人員未有支付交通費事實，且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業由公款支付油料等費
用，另共乘自用車之駕駛如同為出差人員，依規定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得按同路
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交通費，為避免重複支付及覈實報支，爰明定
該等情形不得報支交通費。

3.依上開報支要點規範意旨，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友或其他
共乘者非政府機關員工奉派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事，可認屬駕駛自用
汽(機)車出差，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交通費。

4.個案執行時，仍請循行政程序洽請貴服務機關就事實認定，依規定辦理或請主管機
關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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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搭乘廠商汽車至出差地點，可否認定為自行駕車，並報支交通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7.1.9主預經字第1070050024號「主計長信箱」)

1.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
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但機
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駕駛自用
汽(機)車出差者，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2.所循搭乘廠商車輛出差，應係為處理同一公務事項之搭乘便車，
與本總處106年12月12日主計長信箱解釋案例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
自用汽(機)車出差，其親友或其他共乘者非政府機關員工奉派出差
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之情事，可認屬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
得報支交通費之情形不同，爰尚無上開解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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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6.12.27修正，自107年1月1日生效)
主要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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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以專家學者身分出席視訊會議可否支領出席費
(行政院主計總處103.10.14主基營字第1030200988號函)

出席費之支給係就出席者之身分、會議性質及是否親自出席為判定
依據，不因會議召開方式而有所不同，爰專家學者如經各機關學校
本權責認定，確有親自參與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性
質視訊會議之事實，可以該要點規定支領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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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6.12.27修正，自107年1月1日生效)
主要修正重點：

第７點第１項第１款之給稿費得不受
附表所定基準之限制，原列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辦理者，修正為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以公開方式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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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6.12.27修正，自107年1月1日生效)
主要修正重點：

1.查第1款修正增列之「以公開方式」等文字，係93年訂定，沿用至
104年，執行多年均無疑義，嗣104年修正本要點時依會議決議刪除，
惟刪除後多有執行爭議。

2.非以公開方式辦理者，包括限制性招標(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九、十、
十一、十四款以外之各款)及小額採購。前述採購方式係邀請廠商比價、
議價或逕洽廠商採購辦理，倘不受稿費基準限制，則基準將形同虛設，
考量未經市場公開機制，應有一定標準規範，爰不納入「得不受附表
所定基準之限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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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並自107年2月1日生效

適用對象：

1.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主辦機關)辦理研習會、座談會或訓練進修，其實際授課人
員，按本表支給鐘點費。但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擔任講座之鐘點費支給數額，得由主
辦機關衡酌相關條件自行訂定。

2.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案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

附則：

1.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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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替代役役男不宜支領講座鐘點費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2.8.11局給字第0920025913號書函)

案經轉准內政部函復略以，役男擔任資訊教育研習活動之講座或助理仍得視為勤務之一
種，不宜發給相關之鐘點費。

＊讀書會報告人不合支給講座鐘點費規定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10.8局給字第0970023982號書函)

基於讀書會之性質，與機關為推動公務或特定工作計畫所辦理之研習、座談及進修有所
不同，且讀書會報告人與上開支給規定所規範之實際擔任授課人員之意旨亦不相符，原
讀書會報告人不合支給講座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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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者，機關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階段完成之證明文件後，
十五日內完成審核程序，並於接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十五日內付款。

二、驗收付款者，機關應於驗收合格後，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文件，並於接到廠商
請款單據後，十五日內付款。

三、前二款付款期限，應向上級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為三十日。
前項各款所稱日數，係指實際工作日，不包括例假日、特定假日及退請受款
人補正之日數。

機關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廠商有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需補正或澄
清者，應一次通知澄清或補正，不得分次辦理。

財物及勞務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序，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政府採購法增訂第73條之一 (105.1.6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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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自105.1.8停止適用

• 茲因政府採購法第73條之1條文，已明文規定政府採購支付款及
審核程序，爰「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經檢討後停
止適用，機關採購事項相關部分回歸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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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7.6.13工程企字第10700180500號函

• 1.本會訂定之各類契約範本已明定付款及審核程序，並載明因
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遲延付款之情形，廠商得向機
關請求加計利息。

• 2.請各機關勿遲延付款，如發生無預算即先決標，或預算遭挪
用致無款項及時支付廠商之情形，應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第7條第3款、第12條第1款規定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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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107.3.2修正)

• 增訂第58條第1項第4款

第五十八條 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得依下列方

式之一續行辦理：

一、重行辦理招標。

二、 原係採最低標為決標原則者，得以原決標價依決標前各投標廠商標價之順序，

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其他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未得標廠商減至該決標價後決標。

其無廠商減至該決標價者，得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招標文

件所定決標原則辦理決標。

三、 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

行辦理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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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107.3.2修正)

• 四、 原係採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規定辦理者，
其評選為優勝廠商或經勘選認定適合需要者有二家以上，得依序遞補
辦理議價。

• 前項規定，於廠商得標後放棄得標、拒不簽約或履約、拒繳保證金或
拒提供擔保等情形致撤銷決標、解除契約者，準用之。

• 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規定辦理採購，發生
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時，對於原評選為優
勝廠商或經勘選適合需要者有二家以上之情形，如得依序遞補辦理議
價，有助於促進採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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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107.3.8修正)

• 修正第2條第1項第2款

符合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十六款 所定情形，經需 求、使用或承
辦採 購單位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 或議價之適當理 由，簽報
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免報經主管機關
認定。

• 刪除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之規定，以利機關彈性運用採購
策略。

• 修正第2條第2項

上級機關對於機關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者，得視需要訂定較嚴 格
之適用規定或授權條件。

• 刪除上級機關應加強查核監督之規定，回歸由上級機關視個案情形
監督，以符合政府法規鬆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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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106.3.31修正
第24條，自106.4.2生效)

• 增訂第24條第2項
第24條第2項 機關訂定前項第2款之底價，適用本法第46條規定。議價廠商
之報價合理且在預算金額以內者，機關得依其報價訂定底價，照價決標。
• 政府採購法第46條及其施行細則第54條第3項已規定限制性招標之議價，其
訂定底價者，應於議價前參考廠商之報價訂定底價，遇廠商報價合理且在預
算金額以內，可依廠商之報價訂定底價，惟機關常擔心可能有圖利廠商之疑
慮，爰增訂第二項，俾機關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者，得依議
價廠商合理之報價訂定底價並照價決標。

• 增訂第24條第3項
第24條第3項 招標文件得訂明部分服務項目採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
• 為避免機關誤以為第一項各款不能適用於同一採購案之不同服務項目，爰增
訂第三項，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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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106.3.31修正
第29條及其附表)

• 修正第29條

修正第2項建造費用之定義，由原先工程完工時之實際結算金額，修正為
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金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

• 配合第2項修正，刪除第3項「工程決標價低於底價之百分之八十者，
前項建造費用得以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代之。…」

• 第4項移列第3項，並配合第2項修正，明定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
委員會建議金額者之建造費用計算方式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九十代之。

• 應扣除前項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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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用計算案例參考

• 案例:
工程預算金額：3,100,000元
(保險費29,392元；營業稅147,619元)
工程底價金額： 2,890,000元。
• 服務費計算式：
N=工程預算金額-預算書之保險費及營業稅
N= 3,100,000 -29,392-14,619=2,922,989

2,890,000 (工程底價)
2,922,989*------------------------------------------ *服務費率%

3,100,000(工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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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國內出差旅費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

講座鐘點費

物品管理手冊

個人信用卡

經費結報常見疑慮問答集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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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會財物登記

各項人事費用

水、電、瓦斯、電話費、稅金、保險、租賃等

勞務採購
（設計、檢測、清潔、會場佈置、維修（未更換零件者）等）

即買即用、使用期間甚為短暫、一次性耗材
（便當、餐盒、報紙等）

1.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資本門劃分標準
2.物品管理手冊 37



須會物品登記
⚫ 未達1萬元or2年
⚫ 有存管之必要者

消耗性用品

非消耗性用品

碳粉匣、伴手禮、各項文具用品
衛生用品等

事務用具、餐飲用具、
陳設用具等

自行列冊登記

參考資料：
1.物品管理手冊
2.物品管理手冊問答集

物品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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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國內出差旅費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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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管理手冊

個人信用卡

經費結報常見疑慮問答集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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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信用卡 ○信用卡

個人信用卡處理原則

專責採購之人員

非專責採購之人員
&經常辦理採購事項

以員工為給付對象

有條件之零星支出

公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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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國內出差旅費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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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鐘點費

物品管理手冊

個人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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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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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經費結報常見疑慮問答集(1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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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經費結報常見疑慮問答集(1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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