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學辦理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勞支給基準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辦理各項招生試務工作酬勞之

支給有一致基準，特依教育部「公立大專校院辦理各項試務工作酬

勞支給要點」訂定本校「辦理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勞支給基準（以

下簡稱本基準）。 

二、 各項招生考試收入之應用，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用於支給試務人

員工作酬勞之總額，不得超過其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但命題、

閱卷、審查、面試、入闈及監考酬勞之支給，不在此限。 

三、 試務人員招生考試工作酬勞之支給，每月支給總額不得超過其月支

薪給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但命題、閱卷酬勞之支給，不在此限。本

條月支薪給總額，指本薪(年功薪)及專業加給(學術研究加給)二項合

計數，主管人員另加計主管職務加給。 

四、 依試務人員工作內容，訂定工作酬勞支給項目及基準，臚列於本校

「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勞支給基準表」（附表1-3），並以不重領、

不兼領為原則。但個人執行招生業務若屬職掌工作時，不得另支給

酬勞。 

五、 依本基準編列之經費須提校級招生委員會通過，據以執行。教學單

位依本基準編列之總預算，於總預算額度內之各項目經費得相互勻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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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基準為最高支付標準，如該項考試因招生收入不敷支出時，應自

行向下調整。 

七、 本校應將辦理各項招生考試所需之直接及間接成本，編列於招生經

費預算。 

八、 本基準未規定事項，辦理試務工作人員，得視實際需要，經簽准後

比照相關之酬勞項目支付酬勞。 

九、 本基準經校級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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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酬勞標準
單位

人/天/時
說明

審查應考資格酬勞 900 半天/人

◆工作內容：審查應考人報考資格。

◆非上班期間審查應考資格酬勞每天8小時上限為1800元。

一天審件以120件計。

面試試務工作費
450+按件

計酬
1天/人

◆工作內容：備妥考生書面資料及口試資料表件、規劃試

場、開會等面試工作及成績彙整登錄等。

◆基本工作費450元，每服務1位考生增加支給45元。

◆非上班期間審查應考資格酬勞每天8小時上限為1800元。

試場佈置及事後整理 300 間
◆工作內容：含場地佈置費、路線指標及試後整理。

◆每一招生班組(學籍分組)之場地佈置費以900元為上限。

面試費
800+按件

計酬

60元/學士

100元/碩士

150元/博士

◆每位面試委員基本面試費編列基準800元，面試學士班考

生每名增加60元/碩士班考生每名增加100元/面試博士班考

生每名增加150元；每一班/組(學籍分組)面試費以3位委員

之經費編列，每位委員一天面試人數基準，大學部70位/碩

士班42位/博士班28位。

◆每位面試委員1天最多以支給5000元為上限。已領面試費

者，當日不得重復支領其他費用。

書面資料審查費 按件計酬

50元/學士

65元/碩士

100元/博士

◆書面審查費基準：每位審查委員審查大學部考生每份50

元/審查碩士班考生每份65元/審查博士班考生每份100元；

每一班/組(學籍分組)書審費以3位委員之經費編列，每位

委員一天書審基準，大學部60份/碩士班46份/博士班30

份。

◆每位書面審查委員1天最多以支給3000元為上限。已領書

面審查費者，當日不得重復支領其他費用。

辦公（事物）用品及

雜支

依說明編

列

基本單位，

併計人數

30位(含)考生以內，支給1個單位（500元），每增加1位考

生，多支給20元費用，包括文具、郵資、印刷等雜項支

出。

工讀費-學系
依說明編

列

基本單位，

併計人數

每15位(含)考生支給16小時工讀費，超過時，每增加5人多

支給2小時工讀費。工讀時薪依相關法令規定。

誤餐費 80 人次 8人*2次(書面審查會議及面試會議共2次)為上限。

其他 招生宣傳、郵資等連絡考生支用。

臺北市立大學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勞支給基準表1

面試【含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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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勞標

準

單位

人/天/

時

說明

900 半天/人

◆工作內容：審查應考人報考資格。

◆非上班期間審查應考資格酬勞每天8小時上限為1800元。一

天審件以120件計。

3,500
2科/系

所

各招生班別之命題費，依招生班別（除學籍分組、教育系博

士班外）支給兩科費用為上限。

3,000 1單位
以系所為單位,同一系所分組(含招生及學籍分組，學位學程

併入各該系所合計)合併列計選題費。

初閱 50

複閱 25

主任 3,000 人/天 依實際入闈天數核發。

工作人員 2,000 人/天 含工作人員及工讀生，依實際入闈天數核發。

入闈餐費 400 人/天 含主任、工作人員及工讀生，依實際入闈天數支用。

安全警衛 3,600 1組/次 2人1組辦理入闈期間安全警衛及巡邏相關事宜。

伙食採買 1,800 1組/天 2人1組，辦理闈場工作人員伙食。

清潔維護 1,800 1人/次 入闈前、後闈場清潔維護(含寢具送洗及歸回)。

試場布置 考試前後 300 1間

試場布置，包括座位安排、試場清潔、並依規定張貼路線指

標及各式貼標。試後桌椅回復、教室清潔打掃及垃圾清理及

張貼物清除等。

主委 1,050 半天/人 正副主任委員、總幹事半天支給1,050元，全天2,100元。

組長 1,000 半天/人
副總幹事、組長、督考、分區主任、試場主任半天支給1,000

元，全天2,000元。

巡場 950 半天/人 巡場及卷務負責人半天支給950元，全天1,900元。

監考 450 90分/節 每節90分鐘以內支給450元；91-120分鐘550元。

試務講習 200 人/次
參加試務講習人員包括正副總幹事、監試及卷務負責人出席

費，不得跨組重複支領。

工作人員 900 半天/人
各項試務工作人員，包括事務(含空調、訊號、司機、運卷、

庶務、押卷等)、出納、衛生保健等、每人半天支給900元。

試務組

工作費
工作人員 900 半天/人

依各項考試報考人數編列包括製卷、襄卷、管卷、核分、登

分、成績單製作、准考證印發、其他行政庶務等相關經費。

175 小時/人
工作內容：考試結束後，尚未完成成績核分與登分期間之閱

卷期間，負責試卷的保管。

900 半天/人

以年度工作需要針對包括會計審查及稽核、人事查核及電腦

系統測試及維護、考古題維護等相關經費，編列年度試務工

作費。
依說明編

列
依各項考試報考人數及相關法令估列工讀經費。

依說明編

列

依各項考試報考人數，編列辦公（事物）用品、郵資、招生

宣傳、雜支及誤餐費經費。

管卷費、襄卷費

工讀費

雜支

年度試務工作費

考

試

當

天

費

用

臺北市立大學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勞支給基準表2

筆試【含入闈、考試當日】

參加各科考試之人數（國、英文等共同科以複閱或三閱考卷

份數)乘以科目。

入闈費用

閱卷費 份

出題費

選題

支出項目

應考資格審查酬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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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項目 酬勞標準
單位

人/天/時

術科考試主、監委員酬勞

3,000/

5,000/

8,000

半天/人、

全天/人、

整天/人

正、副委員、總幹事 2,100 全天/人

巡視委員 1,900 全天/人

試務工作人員（依任務編組） 1,800 全天/人

術科命題工作酬勞 2,000 科套

術科考試場地管理人員 1,000 全天/人

招生工作人員加班費 依說明編列 1式

工讀費 依說明編列 小時

器材搬運費 依說明編列 1式

保險費 依說明編列 1式

術科場地租金 依說明編列 1式

術科考試器材購置費 依說明編列 1式

誤餐費 80 人次

招生廣告 依說明編列 1式

雜支 依說明編列 1式

◆附註

人數 主試 監試 工讀生 天數

1 1 0 1 半天

2-15 1 1 2 半天

16-30 1 2 3 半天

31-45 1 3 4 全天

46-60 1 4 5 全天

60-75 1 5 6 全天

76-90 1 6 7 整天

91-105 1 7 8 整天

106-130 1 8 9 整天

131-145 1 9 10 整天

146-160 1 10 11 整天

161-175 1 11 12 整天

176-190 1 12 13 整天

191-205 1 13 14 整天

206-230 1 14 15 整天

231-245 1 15 16 整天

246-260 1 16 17 整天

261-290 1 17 18 整天

291-305 1 18 19 整天

306-330 1 19 20 整天

臺北市立大學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勞支給基準表3

  學系單獨招生【含運動績優生】任務編組

依術科考試實際需求。

考試場地活動意外險。

依外借場地報價。

核實報支(本項器材需求請場地組簽文辦理)。

工作酬勞費用支給標準900元/半天、1800元/全天（核實報支）,

至晚間6:00後,每增加一個小時支給225元計。

舞蹈系、動藝系街舞組術科命題工作，以各系組總收入5%為上

限。

校外考試場地管理人員工作費。

核實報支。

依各項考試報考人數及相關法令估列工讀經費。

說明

◆單1運動項目未滿30位考生，支給每位術科委員半天3,000元；

30位以上考生，支給每位術科委員全天5,000元；80位以上考生且

考試至晚間6:00後,每增加一個小時支給750元，最高支給每位委

員整天8,000元。

◆單1運動項目之主、監試及工讀生聘請人數請參閱附註。

工作酬勞費用支給標準1050元/半天、2100元/全天（核實報

支）。

核實報支(碳粉、郵資、文具用品、礦泉水、獨招海報、影印紙、

底片(含沖洗) 、號碼布、別針、其他雜項）。

審查考生資料/招生相關會議/術科考試當天之誤餐費用。

招生組年度招生廣告經費，依當年度所需經費進行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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