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驗證機構認證收費標準

1.

目的
訂定本會驗證機構(包含確證與查證機構)認證之收費標準，作為認證作業收費依據。

2.

範圍
除配合權責機關或其他特定之需求，另訂有認證服務計畫外，適用本會辦理之驗證機構
(包含確證與查證機構)認證申請案件及認證作業。

3.

收費項目
收費項目分為申請費、文件評鑑費、現場評鑑費、認證證書費與認證年費等五項。

4.

收費標準

4.1

申請費、文件評鑑費、現場評鑑費、認證證書費

4.1.1 管理系統驗證機構、產品驗證機構、溫室氣體(GHG)確證與查證機構：
收費項目
申請費

文件評鑑費
現場評鑑費
認證證書費

收 費 標 準

備 註

60,000 元/件

適用初次申請案

30,000 元/件

適用重新評鑑案

20,000 元/件

增列申請案

申請文件全部為中文者：10,000 元/件
申請文件部分或全部為英文者：20,000 元/件
評審員：10,000 元/人天+交通住宿費
技術專家：5,000 元/人天+交通住宿費
新發、換發：5,000 元/件

適用初次申請案
適用全部案件
適用全部案件

加發、補發：2,000 元/件

4.1.2 人員驗證機構：
收費項目
申請費

文件評鑑費
現場評鑑費
認證證書費

收 費 標 準

備 註

50,000 元/件

適用初次申請案

20,000 元/件

適用重新評鑑案

10,000 元/件

增列申請案

申請文件全部為中文者：10,000 元/件

適用初次申請案、重新評

申請文件部分或全部為英文者：20,000 元/件

鑑案及增列申請案

評審員：10,000 元/人天+交通住宿費
技術專家：5,000 元/人天+交通住宿費
新發、換發：5,000 元/件
加發、補發：2,000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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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認證年費

4.2.1 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認證年費之計算基礎是以已認證驗證機構所核發之驗證證書，截至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
仍為有效者為依據。
驗證機構取得本會認證之不同管理系統所核發之驗證證書採合併計算。
認證年費分基本年費與證書年費兩部分，由兩部分加總而得，計算方式如下：
A. 基本年費：
依已認證的管理系統驗證數量計算，基本年費如下：
已認證之
管理系統數

對應已繳費證書數

基本年費

1

100,000 元

50 張

2

190,000 元

100 張

3

280,000 元

150 張

4

360,000 元

200 張

5

420,000 元

250 張

6

480,000 元

300 張

7

540,000 元

350 張

8

600,000 元

400 張

B. 證書年費：
證書年費之計算如下：
a) 先依已認證各管理系統所核發之有效驗證證書總數，減去基本年費中對應之已繳
費證書數，求得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後(總數小於 0 時，以 0 計)，再對應下表核計
證書年費。
證書年費

備註

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


250 張(含)以下者：
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1,600 元



251~500 張者：
40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250）×1,400 元



500~1,000 張者：
75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500）×1,200 元



1,001~1,500 張者：
1,35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1,000）×1,000 元



1,501~2,000 張者：

2 of 8

TAF-CBA-AAC-04 / ISSUE 12/ 2015.01

證書年費

備註

1,85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1,500）×700 元


2,001~3,000 張者：
2,20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2,000）×200 元



3,001 張(含)以上者：
2,400,000 元＋（證書年費之證書總數－3,000）×100 元

【範例 1：如已認證共 1 個管理系統，所發出驗證證書總數為 38 張，則須繳證書
年費之證書總數為 38 張－50 張=－12 張，以 0 張計。證書年費為 0×1,600 元= 0
元】
【範例 2：如已認證共 3 個管理系統，所發出驗證證書總數為 500 張，則須繳證書
年費之證書總數為 500 張－150 張=350 張。證書年費為 400,000 元＋(350－250)
×1,400 元= 540,000 元】
【範例 3：如已認證共 5 個管理系統，所發出驗證證書總數為 820 張，則須繳證書
年費之證書總數為 820 張－250 張=570 張。證書年費為 750,000 元＋(570－500)
×1,200 元= 834,000 元】
C. 認證年費：
將 A.基本年費與 B.證書年費相加即為應繳交之認證年費。
【範例 1：如前例之基本年費為 100,000 元，加證書年費 0 元，得認證年費為 100,000
元。】
【範例 2：如前例之基本年費為 280,000 元，加證書年費 540,000 元，得認證年費為
820,000 元。】
【範例 3：如前例之基本年費為 420,000 元，加證書年費 834,000 元，得認證年費為
1,254,000 元。】
4.2.2 產品驗證機構：
驗證機構所核發之產品驗證證書無論是否使用本會或國際認證組織之標誌，皆應列入驗
證證書數計算。
第 4.2.2.1 與 4.2.2.2 節產品驗證機構之認證年費分別計收。
4.2.2.1 本節適用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強驗證方案(以下簡稱「商品驗證登錄方
案」)、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驗證方案、勞動部職業安全署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
定方案(以下簡稱「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方案」)及其他自願性驗證方案之驗證機構者。
(1) 驗證方案屬於商品驗證登錄方案及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方案者，以已認證驗證機
構所核發之產品驗證證書，截至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為有效者為依據。
(2) 屬於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驗證方案者，以上年度所核發之新申請案件及系列
案件計算「有效驗證證書數」。新申請案件採權重 1.0 計，系列案件採權重 0.5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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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驗證方案屬於其他自願性驗證方案者，以已認證驗證機構所核發之產品驗證證書，
截至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為有效者為依據。
(4) 驗證機構取得本會認證，屬於本節之各項不同驗證方案所核發的有效驗證證書數採
合併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收費項目

收 費 標 準

備註

驗證機構之有效驗證證書數：

認證年費



50 張(含)以下者：80,000 元



51~250 張者：80,000＋（有效驗證證書數－50）×800 元



251~500 張者：240,000＋（有效驗證證書數－250）×500 元



501~1,000 張者：365,000＋（有效驗證證書數－500）×400 元



1,001~3,000 張者：565,000 元＋（有效驗證證書數－1,000）×300 元



3,001~6,000 張者：1,165,000 元＋（有效驗證證書數－3,000）×200 元



6,001~10,000 張：1,765,000 元＋（有效驗證證書數－6,000）×100 元



10,001 張(含)以上者：2,165,000 元＋（有效驗證證書數－10,000）×50
元

經計算後認證年費超過 2,500,000 元者，一律按照 2,500,000 元計收。

4.2.2.2 本節適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驗證方案之驗證機構者。
(1) 驗證方案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者，以已認證驗證機構所核發之產品驗證證書，截
至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為有效者為依據。
(2) 驗證機構取得本會認證，屬於本節之各項不同驗證方案所核發的有效驗證證書數採
合併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收費項目

收 費 標 準

備註

驗證機構之有效驗證證書數：

認證年費



50 張(含)以下者：80,000 元



51~250 張者：80,000＋（有效驗證證書數－50）×700 元



251~500 張者：220,000＋（有效驗證證書數－250）×400 元



501~1,000 張者：320,000＋（有效驗證證書數－500）×300 元



1,001~3,000 張者：470,000 元＋（有效驗證證書數－1,000）×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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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溫室氣體確證與查證機構：
4.2.3.1 本節適用溫室氣體確證與查證機構(組織層級及/或專案層級)與碳足跡查證機構。
(1) 屬於溫室氣體確證與查證機構(組織層級及/或專案層級)者，以上年度所核發之確證
及查證聲明書為依據，各溫室氣體方案之發證數採合併計算方式並依據下表計算。
(2) 屬於碳足跡查證機構者，所核發之碳足跡查證證書/聲明書張數以各碳足跡方案之發
證數合併，並採下列 A 及/或 B 方式分別計算證書/聲明書張數後加總，依據下表計
算:
A:無證書/聲明書效期者:以上年度所核發之查證證書/聲明書張數為依據。
B:有證書/聲明書效期者:以截至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為有效之查證證書/聲明書為
依據。
計算方式如下：
收費標準

收費項目

備註

確證與查證機構發證數：

認證年費



50 張(含)以下者：100,000 元



51~100 張者：100,000 元＋（發證數－50）×1,600 元



101~200 張者：180,000 元＋（發證數－100）×1,200 元



201~300 張者：300,000 元＋（發證數－200）×800 元



301~500 張者：380,000 元＋（發證數－300）×500 元



501 張(含)以上者：480,000 元＋（發證數－500）×200 元

4.2.4 人員驗證機構：
認證年費之計算基礎是以已認證驗證機構所核發之人員驗證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截至
上年度 12 月 31 日止仍為有效者為依據，且各認證範圍之驗證人數得合併計算。，計算
方式如下：
收費項目

收 費 標 準

備註

驗證機構驗證人數：
認證年費

4.3



50 人(含)以下者：50,000 元



51 人(含)以上者：50,000 元＋（驗證人數－50）×300 元

本會採分段方式收費，並於各階段進行前通知繳費。如有可歸責於受評機構之事由，以
致實際評鑑時間超過評鑑計畫所排定之時間，評鑑後本會得請受評機構補繳之，其收費
方式為：逾二小時以上，本會得酌收（每位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半天現場評鑑費；逾四
小時以上，本會得酌收（每位評審員及技術專家）一天現場評鑑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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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費與住宿費

4.4.1 有關評審員及技術專家交通住宿費用，依下列規定方式向受評機構收取。
4.4.2 交通費：依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出發地至評鑑地點搭乘交通工具種類計收。
A. 搭乘公車、捷運、巴士或計程車者，以 660 元/人天計收。
B. 搭乘火車者，以自強號來回票價加計程車費 660 元/人天計收。本項計費於台鐵公告
票價異動時，同時予以修正。
C. 搭乘飛機往返者，得以航空公司機票網站公告價格(含機票、兵險、機場稅等相關費
用)加計程車費 660 元/人天計收。
D. 搭乘高鐵往返者，得以台灣高鐵公司標準車廂網站公告價格加計程車費 660 元/人天
計收。
4.4.3 住宿費：1,900 元/人天計收。
4.4.4若受評機構安排與提供適當之交通工具及(或)住宿場所，則本會不收取相關交通費與(或)
住宿費。
4.5

評鑑地點在國外者，評鑑費、交通費、住宿費與其他費用如下：
評鑑費： 依評鑑小組出發日至返抵日之天數計收。評鑑費費率與評鑑地點在國內者相同。
交通費： 以搭乘飛機為原則，其他交通工具為輔。搭乘飛機以商務艙計收；內陸交通費
依實際發生費用計收。
住宿費： 國外住宿以商務旅館為原則，檢據核實報支。若徵得受評機構同意，可由受評
機構提供本會評鑑人員住宿安排，本會則不另收取住宿費用。
膳雜費： 依據本會 102 年 10 月 11 日核定之「國外出差報支辦法」(TAF-HR-07)辦理，
若有變動時，則依最新核定版本收費。
收費標準如下：
級別

A

B

C

地

幣別:美金
區

別

美國紐約
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
英國倫敦
義大利羅馬
法國巴黎
美國
(芝加哥、舊金山、洛杉機)
日本
(不含東京、大阪、名古屋)
歐洲
(不含英國倫敦、義大利羅
馬、法國巴黎)
美國
(不含紐約、芝加哥、舊金
山、洛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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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服務費另計)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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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80

70

1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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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中國大陸北京、上海、香港
新加坡
亞洲
(不含日本、北京、上海、
香港、新加坡)
大洋洲
非洲
中南美洲(含西印度群島)

D

120

60

註： 海外平安險及其他費用(護照費、簽證費、檢疫費、機場服務費、結
匯手續費等)依實際費用收取。
4.5.1 評鑑地點在國外者，其他注意事項：
4.5.1.1 現場評鑑使用語文及文件表單等以中文為原則，如使用其他語文，被評鑑者應自行準
備翻譯人員。
4.5.1.2 現場評鑑使用翻譯人員時，現場評鑑時間將視實際情形增加。
4.6

現場評鑑費計算方式：
(1) 上班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期間，未滿四小時者以半天計收，逾四小時者以一天計收。
(2) 配合受評機構之要求，於下午 5 時以後、例假日或本會排休日作業者，每四小時以一
天計收，未滿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

4.7

認證證書每件包含中、英文共兩式；認證證書費包含新發、換發、補發、加發等作業。

4.8

若屬新認證案件，則按核定月份之次月起依比例收取當年之認證年費，該核定月份不納
入計算。

4.9

認證年費於每年度之一月底前收取，當年度認證年費收取後，不論驗證機構之發證數或
驗證人數等數量增加或減少，認證年費不再另行追加或退回。惟如係經本會終止全部認
證範圍或認證證書到期不願續證，驗證機構得申請退回當年剩餘月份之認證年費，該到
期之月份不納入計算。

4.10 因颱風、天災、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會之因素，致無法完成評鑑，本會得依規定酌
收已發生費用。
4.11 其他
a) 本會依據「聯合評鑑及特定評鑑作業程序(TAF-CBA-AAP-10)」執行聯合評鑑時，文
件評鑑或現場評鑑以 1.5 倍計算。國內交通費用，以本文件內容方式計算，國外交通
(或非本島)，以實報實銷為原則。
b) 本會作業採用中文辦理，需要本會提供英文評鑑報告者，除應支付翻譯費用外，本會
每案另加收報告英譯審查費 15,000 元。
c) 因個案需要邀請特定人士(如國外專家)擔任認證評鑑工作時，其所產生之費用採實報
實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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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屬於上述三項計費時，國內營業稅需另計。
5.

繳費方式
(1)即期支票：將支票交本會。
(2)匯票：將匯票交本會。
(3)電匯：將匯款電匯至以下本會帳戶，並將匯款收據影本交本會。
銀行：土地銀行（銀行代號 005）大安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帳號：123-001-0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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