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千元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合計    51,485,381 

綜規司 1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校衛生活動要點 一般行政 23,365

綜規司 2 教育部補助辦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一般行政 1,000 繼續適用

綜規司 3 一般行政        36,550 新增

綜規司 3 小計        60,915 

高教司 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921,743 修正

高教司 2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5,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3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55,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4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32,667 繼續適用

高教司 5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100,000 修正

高教司 6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7,749 繼續適用

高教司 7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4,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8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5,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9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3,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0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8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1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8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2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3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73,5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4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4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5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760,000 修正

高教司 16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32,500 修正

高教司 17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8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6,0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9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46,611 

高教司 19 小計    12,966,770 

技職司 1        17,545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 繼續適用

技職司 3        20,837 繼續適用

技職司 4       147,500 修正

技職司 5        47,52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6        96,669 繼續適用

技職司 7     1,00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8        41,104 繼續適用

技職司 9       636,435 修正

技職司 10 教育部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業要點        90,000 修正

技職司 11     1,308,636 繼續適用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6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106年度
補助預算數

備 註
（新增、修正、繼
續適用或廢止）

要點(原則)或提案
送經審查通過之日
期及會議次數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
刊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
刊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要點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
刊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要點

01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助

高等教育組第6次
(105.10.07)

01學術審議著作審查與設置國
家講座及學術獎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度試辦學校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01學術審議著作審查與設置國
家講座及學術獎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多元入學及考試調
整精進作業要點

02推動及改進大學招生制度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
補助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02推動及改進大學招生制度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01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助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6.05.04)

教育部補助藝術與設計菁英國際進修實
施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6.05.04)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
競賽獎勵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6.05.04)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藝術及設計人
才培育計畫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6.05.04)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
性學術技藝能競賽作業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作業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
培育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機
制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
要點

04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高
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公立大學校院資源整合暨轉型發展計畫
經費補助審查原則

04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高
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大
學產學研合作能量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全英語學位學
制班別計畫要點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大
學產學研合作能量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大
學產學研合作能量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大
學產學研合作能量

高等教育組第2次
(106.03.06)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106年
度計畫

05推動大學評鑑制度
200萬以上未訂定
補助原則或要點之
補助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6.05.04)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
性技藝能競賽作業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國際
性技藝能競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
畫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
經費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推動技專校院多元入學及考
試調整精進作業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
展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
備更新實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
展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國立技專校院健全發展計畫
經費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
展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
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補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延續計畫
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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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司 12       280,000 修正

技職司 13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       100,000 新增

技職司 14       400,000 新增

技職司 15       145,000 新增

技職司 16        50,000 新增

技職司 17       250,300 新增

技職司 18       126,6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9     1,499,05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0       481,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500,000 修正

技職司 22         5,850 

技職司 23 全國海勤系科學生上船實習前座談會         5,820 

技職司 23 小計     9,249,866 

師資藝教司 1 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94,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2        95,745 新增

師資藝教司 3         8,986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4        50,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5        20,000 

師資藝教司 6         2,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7        37,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8           -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9         9,372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0         8,08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1       164,709 

師資藝教司 11 小計       489,892 

終身教育司 1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0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2 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7,567 

終身教育司 3 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48,151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4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58,941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5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7,4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6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4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7 教育部補助辦理家庭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24,917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8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35,0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9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62,914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0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6,448 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
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試辦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產學合作及技職教師研習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習型兼任助
理團體保險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專畢業生投
入職場就業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鼓勵技專校院辦理新南向外國學
生產學合作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專案計畫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
越計畫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獎勵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立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獎勵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01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展
獎助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6年度海勤系科學生
上船實習計畫經費補助案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200萬以上未訂定
補助原則或要點之
補助計畫案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交
流及評鑑

200萬以上未訂定
補助原則或要點之
補助計畫案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1推行藝術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
資素質及特色發展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健全師資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5.12.02)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
教育服務計畫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健全師資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
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健全師資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
育見習課程計畫及教育實習課程計畫要
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健全師資培育
繼續適用
修正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社會教育組第1次
(106.05.23)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
討會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健全師資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教師專業發展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碩士
學位班經費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教師專業發展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經費補助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教師專業發展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經費作業要
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教師專業發展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作業要點(原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教師專業發展
繼續適用
修正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6.06.08)

教育部補助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節目
或內容實施要點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繼續適用
修正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5.09.22)
社會教育組第1次
(106.05.23)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02推動社區教育
03推行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5.09.22)

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與獎勵地方
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點

02推動社區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02推動社區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5.12.02)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辦理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評鑑要點

02推動社區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5.12.02)

03推行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辦理外籍配偶學習及推廣多
元文化活動實施要點

03推行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辦理樂齡學習活動及獎勵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樂齡學習業務實
施要點

04推動高齡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實施
要點

05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5.09.22)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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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106年度
補助預算數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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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司 11 教育部補助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1,339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2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77,533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3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91,330 新增

終身教育司 13 小計     1,274,940 

學務特教司 1        41,459 修正

學務特教司 2        14,019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3       127,750 

學務特教司 4        24,775 

學務特教司 5         7,500 

學務特教司 6           800 

學務特教司 7        47,685 

學務特教司 8         2,19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9         4,930 

學務特教司 10        10,300 

學務特教司 11         3,640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2       616,700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3       100,000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4         5,000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5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30,928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5 小計     1,237,676 

資科司 1        16,716 繼續適用

資科司 2         2,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3         5,6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4         9,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5        20,701 

資科司 6        85,461 繼續適用

資科司 7         2,7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62,296 

資科司        81,68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8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133,754 

資科司        91,570 

資科司 9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數位落差要點       139,508 繼續適用

06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廣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5.09.22)

教育部補助所屬社教機構推展終身教育
實施要點

07建立終身學習推動組織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5.11.09)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家圖書館及公共圖書
館提升閱讀品質實施要點

08國立及公共圖書館之輔導與
充實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5.09.22)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
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1學生事務行政及督導
03學生輔導及性別平等教育

綜合組第2次
(105.07.19)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
隊活動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1學生事務行政及督導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
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3學生輔導及性別平等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辦理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宣
導活動實施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4校園安全維護與學校反毒宣
教工作推展

修正
廢止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
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4校園安全維護與學校反毒宣
教工作推展

修正
廢止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推展校園學習
心肺復甦術知能研習實施原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4校園安全維護與學校反毒宣
教工作推展

繼續適用
廢止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各級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
理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宣教活動實施要
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4校園安全維護與學校反毒宣
教工作推展

修正
廢止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立校園安全維護
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原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學生全民國防教育推展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補助辦理全民國防精神動員教育
活動實施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學生全民國防教育推展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執行教育服務役役男服勤管
理工作經費原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5學生全民國防教育推展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獎助民間團體辦理高等教育階段
特殊教育活動及私立大專校院辦理身心
障礙者推廣教育專班作業原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6發展與改進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6發展與改進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

綜合組第2次
(105.07.19)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原則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6發展與改進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

綜合組第3次
(105.09.13)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經費
實施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
行政及督導

06發展與改進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02私立大專校院輔導學生事務
工作及學生團體保險費

綜合組第3次
(105.09.13)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
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作業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教
育推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7次
(105.10.2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安全衛生通識課程
及教育訓練作業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教
育推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7次
(105.10.21)

教育部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理
原則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教
育推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7次
(105.10.21)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環境教育輔導
小組計畫作業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及環境教
育推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7次
(105.10.21)

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
管理運作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建
構大學電腦網路

繼續適用
修正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02.20)

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網路直轄市縣（市
）教育網路中心管理運作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建
構大學電腦網路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路先導應用服
務建置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網路學習發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建
構大學電腦網路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網路學習發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建
構大學電腦網路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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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科司 10       957,861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1        15,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2           -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3 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作業要點        43,644 

資科司 14        64,383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4 小計     1,731,874 

國際司 1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003 

國際司 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285 修正

國際司 3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31,084 繼續適用

國際司 4 教育部華語文能力測驗海外施測計畫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6,76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5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014 繼續適用

國際司 6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32,103 繼續適用

國際司 7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0,0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8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6,000 

國際司 9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7,163 新增

國際司 10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300 

國際司 11 教育部補助臺灣高等教育輸出計畫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67,459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900 

國際司 13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5,296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4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0,65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5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0,250 修正

國際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8,856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7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審查作業要點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89,298 

國際司 17 小計       375,421 

秘書處 1 一般行政         2,200 繼續適用

秘書處 1 小計         2,200 

人事處 1 一般行政        60,000 新增

人事處 1 小計        60,000 

會計處 1

會計處 1 小計           -   

國教署 1       509,278 繼續適用

國教署 2     1,857,71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3 修正

國教署 4        16,95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       500,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        36,665 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
計畫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7科技教育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作業原則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7科技教育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
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7科技教育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8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教育及
永續校園計畫

修正，擬於106年度發布施行。
高等教育組第8次
(105.11.18)

教育部補助辦理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
教育計畫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
及督導

08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教育及
永續校園計畫

高等教育組第7次
(105.10.21)

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
實施要點

01辦理國際教育活動業務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
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01辦理國際教育活動業務
綜合組第3次
(105.09.13)

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
校任教要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補助辦理僑民教育及活動實施要
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教育部補助開拓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
求計畫要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
要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
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化
要點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5.07.25)

教育部補助辦理聯繫輔導海外留學生要
點

04鼓勵國外留學計畫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
學業輔導實施要點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繼續適用(修正後
通過)
修正(未通過)
修正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境外設立臺灣教育
中心要點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輔導
工作實施要點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教育部補助辦理兩岸(含港澳)學術教育
交流活動實施要點

06辦理港澳及兩岸學術交流相
關事務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09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09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

繼續適用
修正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教育部獎補助所屬機關（構）學校檔案
管理經費使用要點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書
刊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提繳未具本職兼任
教師勞工退休金實施要點(草案)

04人事行政管理與財務輔導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
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點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
附設醫院基金

01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02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基金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提升學生素質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中優質
化輔助方案經費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職優質
化輔助方案經費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設備更新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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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7       352,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        91,565 

國教署 9        73,51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0        10,37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1        10,37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2           -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3           -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4         1,15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5         1,15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6        15,857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7         4,19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8       224,3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19       102,592 修正

國教署 20        59,41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21        76,335 修正

國教署 22       211,841 

國教署 23        69,27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24         1,150 

國教署 25         9,970 修正

國教署 26       135,500 修正

國教署 27       234,706 修正

國教署 28           45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29        16,074 繼續適用

國教署 30     4,214,332 修正

國教署 31        55,380 修正

國教署 32       651,60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33        35,540 

國教署 34       141,766 修正

國教署 35       307,262 修正

國教署 36        64,228 修正

國教署 37     1,325,846 

國教署 38        92,79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
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資本門經費作
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繼續適用
繼續適用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
學校及五專多元入學補助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高級
中等學校第二外語教育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理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
程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推動國際教育旅行經費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計畫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執行科學
研究人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補助中小
學科學教育計畫申請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綜合
高級中學課程作業規定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高級
中學教育活動處理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暨機構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產業特殊需求
類科獎補助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
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
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實用技能學程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基礎訓練
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職場體驗及業界實習經費作業
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經費作
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出國參加
國際技藝能競賽及發明展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
辦理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及技藝競賽經
費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6.06.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
中小學改善校舍耐震能力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精緻
國教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女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修正&繼續適用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閱讀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
教育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
教學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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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39           -   修正

國教署 40       123,115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1       210,05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2       297,262 修正

國教署 43         8,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4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20,124 修正

國教署 45 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6       138,800 修正

國教署 47         1,547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8        27,640 

國教署 49        92,5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0        22,830 修正

國教署 51       265,018 

國教署 52     1,009,306 

國教署 53       120,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4        43,75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5        36,630 修正

國教署 56       274,100 修正

國教署 57       965,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8         2,80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59     1,518,750 修正

國教署 60         6,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1        39,6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2        99,211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3         4,142 

國教署 64       176,329 

國教署 65 187,651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6        18,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暨設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
教育課程與教學事項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
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
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
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國中教育會考試務工作
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書法
教育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活化課程與教學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
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
教育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偏遠
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03學前教育

修正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6.06.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作
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本土
語言及在地文化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私
立幼兒園輔導計畫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
利幼兒園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班）與社
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改善幼
兒園教學環境設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非營利團
體辦理幼兒教保活動處理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推動學前教保工作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理
教保專業知能增能學分班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幼兒園在職教保員修習幼兒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專班學分費補助辦法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辦
理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
學業輔導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繼續適用(修正後
通過)
修正(未通過)
修正

綜合組第5次
(105.11.10)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綜合組第2次
(106.06.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
民族語及英語教學作業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6.06.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教育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新住民語
文樂學活動實施計畫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及少數族群暨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106年度
補助預算數

備 註
（新增、修正、繼
續適用或廢止）

要點(原則)或提案
送經審查通過之日
期及會議次數

國教署 67       379,179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8       782,497 修正

國教署 69       521,997 修正

國教署 70        12,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1       213,881 

國教署 72       267,569 修正

國教署 73        19,108 

國教署 74       165,318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5         6,5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6        60,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7       645,28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8        38,98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9        69,394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0         2,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1        22,000 

國教署 82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3        34,2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4       118,827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5       156,228 新增

國教署 86        10,000 新增

國教署 87        15,000 新增

國教署 88        10,000 新增

國教署 89       111,908 新增

國教署 90        11,000 新增

國教署 91         5,000 新增

國教署 92         6,360 新增

國教署 93       150,000 修正

國教署 94       447,598 新增

國教署 95        16,800 新增

國教署 96        13,174 新增

國教署 96 小計    21,531,14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
礙校園環境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
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作業
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獎助民間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活動要
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
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修正案，擬於105年度發布施行(並於106年度繼續適用)。
國民教育組第9次
(105.1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園
安全相關業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衛生
保健業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國民教育組第3次
(106.04.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學生
事務與性別平等教育及輔導工作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促進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園天然災害復建經
費補助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7一般教育推展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高級
中等學校營建工程經費作業原則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
務基金

01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特
殊教育學校及高中職特教班經費作業原
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5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民間團體
辦理新住民子女語文學習活動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6.01.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繼續適用
修正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女國際職場體驗活動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6.01.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試辦國民
中小學自造教育示範中心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8次
(105.10.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辦理資優教育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7次
(105.08.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
中等學校導師職務加給差額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7一般教育推展
國民教育組第10次
(105.11.3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新住民語文競賽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新住民子女國際交流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原住民族社團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 原住民族與少數族群及藝術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1次
(105.12.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
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6.01.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女教育行政人力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組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女溯根活動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組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推動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2次
(106.03.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整建興建午餐廚房硬體修繕充實設備
實施計畫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6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生
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3次
(106.04.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公立高級
中等學校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經費
補助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3次
(106.04.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組

國民教育組第3次
(106.04.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原住民學生國際交流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
及督導

04原住民族與少數族群及藝術
教育組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6.05.19)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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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預算數

備 註
（新增、修正、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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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 1 學校體育教育     1,415,661 修正

體育署 2 學校體育教育       480,000 修正

體育署 3 學校體育教育       348,7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4 學校體育教育       100,0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5 學校體育教育         7,175 繼續適用

體育署 6 學校體育教育        36,000 修正

體育署 7 學校體育教育           -   繼續適用

體育署 7 小計     2,387,536 

青年署 1 青年生涯輔導        21,976 繼續適用

青年署 2 青年生涯輔導        44,580 

青年署 3 青年公共參與        10,859 修正

青年署 4 青年公共參與         5,28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5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1,62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6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   繼續適用

青年署 7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12,436 繼續適用

青年署 8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20,40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8 合計 小計       117,15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
展經費原則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02學校特殊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03辦理原住民體育教育

綜合組第1次
(105.3.4)

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
動教練實施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1次
(106.03.2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
運動實施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游
泳池作業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
作業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4次
(105.10.1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樂活運動站
實施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更衣淋浴間
實施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
展

綜合組第6次
(105.12.0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生
涯輔導工作計畫要點

01辦理青年生涯發展業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大專畢業生創業
服務計畫經費審查作業要點         

01辦理青年生涯輔導業務
修正
修正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高等教育組第1次
(106.2.20)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加強青年志工服務補
助作業要點

01辦理青年公共參與業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公共參與獎
補助作業要點

01辦理青年公共參與業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國際參與及
交流獎補助要點

01辦理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業
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生活體驗專
案貸款作業要點

01辦理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業
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及海外志工
獎補助要點

01辦理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業
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壯遊體驗學習獎
補助要點

01辦理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業
務

高等教育組第9次
(105.11.29)

註：1.教育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提報補助原則或要點審查時應檢附本表。另各分組主政單位應於分組會議結束後彙整本表，連同會議紀錄送審議委員會備查。
    2.本表之填報範圍為依「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壹、三之應事先提會審議，包括獎補助費項下之用途別科目為0403~0438及
0476等
      之預算，但不含對個人獎助及獎勵金等之補助計畫；與「設備及投資」項下用途別科目為0331之預算，但不含維持基本運作所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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