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作業要點 

第三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辦理國際體育運動交流活動基準表 

編號 種類 項目及基準 

一、 直轄市、縣（市）

政府、全國性體

育團體，於我國

舉辦國際單項

運動賽會。 

(一) 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權利金、獎金、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轉播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裁判費、

工作費、翻譯費、獎品（盃）費、消耗性器材、服裝費、

禁藥檢測費、出場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基準如下： 

1. 本要點第六點評審會依附件三評分結果，申請單位未

達六十分者，不予補助。 

2. 補助級別如下： 

(1) 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新臺幣（以下同）五百萬元以

下：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六十為上限，最高

補助三百萬元。 

(2) 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超過五百萬元未達二千萬元：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五十五為上限，最高補

助一千萬元。 

(3) 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四十為上限，最高補助

一千五百萬元。 

(4) 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五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補

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三十為上限，最高補助二

千四百萬元。 

(5) 申請補助賽事總經費一億元以上：補助比率以核定

經費百分之二十五為上限，最高補助二千五百萬

元。 

二、 全國性體育團體

申辦國際單項運

動賽會，或直轄

(一) 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申辦費、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醫療保險費、

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公共關係費、翻譯費、證



市、縣（市）政

府申辦奧林匹克

運動會、亞洲運

動會、世界大學

運動會、世界中

學生運動會、青

年奧林匹克運動

會、亞洲青年運

動會、世界運動

會、聽障奧林匹

克運動會、亞洲

沙灘運動會、亞

洲室內暨武藝運

動會、東亞青年

運動會或其他經

本部認定之新興

國際綜合性運動

賽會。 

照手續費、撰稿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三、 直轄市、縣（市）

政府、全國性體

育團體於我國舉

辦經本部認定之

國際綜合性運動

賽會。 

(一)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權利金、獎金、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轉播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裁判費、

工作費、翻譯費、獎品（盃）費、消耗性器材、服裝

費、禁藥檢測費、出場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六十為上限。 

四、 全國性體育團

體邀請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

國際大學運動

總會、國家奧林

匹克委員會、亞

洲奧林匹克理

事會或國際單

項運動組織之

(一) 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翻譯費、醫療保險費、

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公共關係費、雜支及會計

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主席、秘書長及

相關重要人士

訪問我國。 

五、 全國性體育團

體、公私立大專

校院或全國性

體育學術團體

邀請世界級教

練、選手或其他

體育運動專業

人員，至我國講

授交流、競技比

賽、參訪表演及

其他體育運動

交流活動。 

(一) 補助以下列補助項目為限： 

1. 權利金、獎金、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轉播

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裁判費、

工作費、翻譯費、獎品（盃）費、消耗性器材費、公

共關係費、撰稿費、講師費、出席費、出場費、雜支

及會計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最高補助二千

五百萬元。 

六、 直轄市、縣（市）

政府、全國性體

育團體、公私立

大專校院或全

國性體育學術

團體於我國舉

辦大型、特殊或

重要之國際體

育會議、活動，

邀請國際體育

組織重要人士，

至我國講授體

育運動策略及

經驗交流。 

(一) 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權利金、膳宿費、交通費、行銷宣傳費、翻譯費、轉

播費、醫療保險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公共

關係費、撰稿費、講師費、出席費、雜支及會計師簽

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七、 直轄市、縣（市）

政府、全國性體

育團體、公私立

大專校院或全

國性體育學術

(一) 補助以下列項目為限： 

1. 膳宿費、交通費、場地費、印刷費、佈置費、證照手

續費、講師費、出席費、雜支及會計師簽證費。 

2. 其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補助項目。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團體培育國際

體育運動事務

人才，參與國際

體育組織事務。 

 

 

八、 其他經本部認

定者。 

(一) 補助項目，以一至七所列項目或經本部事前核准之項目為

限。 

(二) 補助比率，以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為原則。 

 

備註 

上開基準表之補助項目及基準，說明如下：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一  權利金 依國際體育組織規定或合約規範，覈實編列。 

二  獎金 依國際體育組織規定或合約規範，覈實編列。 

三  膳宿費 

(一) 國內膳宿費： 

1. 以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三千元為原則；國際體育組織會長、

秘書長或其他相當層級人員來臺，以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七千元為原則。 

2. 工作人員誤餐費，每人每餐最高補助一百元。 

(二) 國外膳宿費： 

1. 赴國外參加國際會議或重要交流活動者，開幕日至閉幕

日期間，每人每日最高補助四千元。但舉辦單位有提供膳

食或住宿者，依下列規定補助： 

(1) 舉辦單位提供膳食而不提供住宿者，每日最高補助

二千四百元。 

(2) 舉辦單位提供住宿而不提供膳食者，每日最高補助

一千六百元。 

2. 以開幕日及閉幕日前後合計加計一日，最高補助二千元。 

四  交通費 

(一) 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二) 下列人員得以商務艙覈實編列： 

1. 國際或各國體育運動組織會長、秘書長來臺。 

2. 全國性體育團體現任會長或理事長出訪。 

3. 其他經事前核定之人員。 

(三) 國內租車費用： 

1. 大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九千元。 

2. 中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六千元。 

3. 小型車每天每輛最高補助三千元。 

五  行銷宣傳費 (一)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透過四大媒體（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包括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配合政府推

動各項政策辦理之宣導經費，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

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並確實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執行原則辦理。 

(二) 行銷推廣費：其他配合經常性業務需要，辦理產品或勞務等

產銷營運之行銷及推廣費用，以及非透過四大媒體辦理之政

策宣導相關經費。 

(三) 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六  佈置費 本於經濟實用原則，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七  轉播費 提供賽會或活動內容，進行節目製作及播出所需費用，覈實編列。 

八  醫療保險費 

(一) 視活動需要，覈實編列，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

保險或傷害保險。 

(二) 每一被保險人之金額不得低於三百萬元。 

九  場地費 依各該場地規定，覈實編列。 

十  印刷費 
設計、製作與發送教材講義、秩序冊、邀請函及相關海報，以經

濟實用，並兼採光碟版或網路版方式製作為原則。 

十一 裁判費 

(一) 具國際裁判資格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金額，依各該國際體

育組織規定，覈實編列。 

(二) 具國內裁判資格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金額，規定如下： 

1. A級（甲級）裁判：一千六百元。 

2. B級（乙級）裁判：一千二百元。 

3. C級（丙級）裁判：一千元。 

4. 以賽事場次核給裁判費者，各級裁判每人每場四百元，不

適用前 1至 3之規定。 

5. 各機關（構）、學校之教職員工擔任裁判者，其裁判費應

減半支給。 

十二 工作費 

(一) 視活動需要，編列物理治療師、運動防護員、賽務人員、

場地服務人員、保全及其他工作人員，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一千二百元至二千元。 

(二) 團體會務人員，不得支領工作費。但其有擔任賽會檢錄、

紀錄或其他屬助理裁判職務、場地技術管理人員者，每人

每日得依其職務性質，最高補助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 

(三) 醫療救護工作費用，最高補助金額，規定如下： 

1. 醫療救護人員： 

(1)醫師：每人每小時九百元。 

(2)護理師：每人每小時三百元。 

(3)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三百元。 

2. 救護車(包括駕駛)：每輛車(四小時內)一千五百元；其



超過一小時者，以一小時五百元計。 

3. 醫療衛教，依實際支用情形覈實編列。 

十三 翻譯費 

(一)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 活動即時口譯人員，以每人每小時最高補助二千五百元為

原則，覈實編列。 

(三) 活動即時手語翻譯人員，以每人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五

百元為原則，覈實編列。 

十四 
獎品（盃）

費 

依賽會競賽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頒獎（獎品、獎盃或獎牌）名額，

每一名次或獎項，最高補助三千元，覈實編列。 

十五 
消耗性器材

費 
以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下消耗性器材為限，覈實編列。 

十六 服裝費 視活動需要覈實編列，每人最高補助一千元。 

十七 禁藥檢測費 
以檢驗費及耗材費為限，並依各該賽事規模及抽檢情形，覈實編

列。 

十八 證照手續費 我國籍人員出國所需之護照、簽證及其他相關費用，覈實編列。 

十九 出場費 
邀請國外世界級選手至我國參加競技比賽、講授交流、參訪表演

所需之費用，覈實編列。 

二十 雜支 

(一) 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影印耗材、運費、快遞費

及其他舉辦活動所需必要性支出。 

(二) 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助十萬元

為原則。 

二十一  
會計師簽證

費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費用，覈實編列。 

二十二  公共關係費 

(一) 視活動需要，於國內外宴請外賓、致贈禮品及其他接待所需

必要費用，覈實編列。 

(二) 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助五萬元

為原則。 

二十三  申辦費 依國際體育組織規定或合約規範，覈實編列。 

二十四  出席費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十五  撰稿費 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十六  講師費 

(一) 我國籍者，參照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 

(二) 外國籍者，參照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