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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創新∼激發教育多元活力

展現我國教育的特色與既有優勢，並檢討歷年教

育改革成效，結合國際趨勢與當代教育新知，培養學

習者具備創意思考、解決問題、批判反省，以及運用

新興科技且融合美學的知能，以厚植國力並邁向知識

經濟與產業升級。

(三 ) 公義∼彰顯教育深度關懷

秉持教育的公平正義理念與資源的合理分配原

則，並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以及

關懷弱勢群體的教育政策，進而提供學習者在基礎教

育與升學制度方面，享有教育機會均等與積極平權的

待遇，以彰顯自由民主社會的人文關懷精神。

(四 ) 永續∼促進教育長遠發展

強化我國教育網絡革新的動力，並培養專業精良

的完備師資與行政人才，進而協助學習者形塑本土意

識與全球視野的襟懷，且建構世界公民的終身學習平

台，以促進國際間的交流合作與良性競爭，並積極致

力於人類自然與文化資產的延續與發展。

三、十年後教育新境界

(一 ) 完成幼托整合，實施優質、平價、普及與方便就

近入園的幼兒教育；5歲幼兒免學費，其入園率

達 99％。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黃金十年  百年樹人

一、願景：新世紀、新教育、新承諾

建國百年，教育興國，邁向新世紀，教育是個人

發展、社會進步、國家建設與人類永續的基礎。新教

育要立足臺灣，走向全球；要力求革新，更要調和穩健；

要延續文化傳統，更要追求卓越與創新。教育是國家

神聖的使命，更是全民及學習者的責任。我們共同承

諾：政府將持續投資教育，發展「精緻、創新、公義、

永續」的教育；所有教育伙伴將攜手同心，無私地為

教育奉獻心力；學習者將為自我學習成長負責，以回

饋社會。

二、目標：精緻、創新、公義、永續

(一 ) 精緻∼提升教育全面品質

增進我國教育體制的行政效能，並以宏觀穩健與

多元前瞻的策略，營造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的教育環

境，促使教育歷程的有效學習及其成果的質量提升，

進而引導學習者自我實現且具備現代公民素養，並培

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的優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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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置率達 90％以上、高中職身心障礙畢業學生

自願且適性升學大專校院之考試錄取率達 90％以

上、22個縣市政府皆建置完成各教育階段特教行

政支持網絡，實踐適性教育目標。

(八 ) 全面落實新世紀學生健康素養及守則，實現安

全、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學生具有身心健康生

活技能，成功申辦國際重要運動賽會；完成各級

學生健康素養常模、學生體適能 4項檢測指標均

達中等以上之比率為 60％以上、每縣市至少發展

2種重點運動項目，完備運動人才培訓體系。

(九 ) 建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終身學習體

系，完善高齡者學習措施及非正規學習課程認證

制度；各鄉鎮皆成立一所樂齡學習中心、22個縣

市政府皆設置家庭教育中心並聘適量家庭教育專

業人員、外籍配偶參與學習人數佔總外籍配偶數

40％以上、學習型城鄉普及率達 50％以上、回流

教育普及率達 40％以上。

四、資訊管道

(一 )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網址：

 http://140.111.34.34/main/index.php

(二 ) 洽詢電話：02-77365722

(二 ) 實現中小學教學正常化與品質優質化的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理想，中小學學生皆能適性發展；就

近入學率達 90％以上、免試入學率達 80％以上、

優質學校比率達 95％以上。

(三 ) 大學自主治理，且成為東亞國家華語教育及高階

人才培育重鎮；境外學生來臺學習人數總計達 15

萬人以上，佔大專校院在學生人數 10％以上。

(四 ) 全面落實中小學教師評鑑與專業發展制度，讓中

小學教師定期接受評鑑，淘汰不適任教師，確保

教師教學品質。

(五 ) 落實多元彈性與適性學習的教育體制，教育經費

佔 GDP比率達 OECD平均水準以上，建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專業培訓與證照制度；取

得專業證照比率達 90％以上。

(六 ) 加值產學創新研發與實用人才培育的成果，達成

教育產業輸出；智財產出收入成長 1倍以上，逾

新臺幣 10億元。

(七 ) 維護與保障弱勢族群的教育權益，尊重本土文化

與扶助多元文化發展，提供每位學生適性優質的

無障礙教育環境和措施；學校教育儲蓄戶開辦率

達 95％以上、原住民學生報名技專校院考試錄取

率達 90％以上、經鑑定通過 3至 5歲特教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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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對國家社會利益而言，透過文教交流，不僅能促

進彼此互信了解，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更能藉

此展現對於兩岸教育發展的主導性。

(二 ) 對高等教育發展而言，與各國共同爭取陸生前來

就學，不僅能宣揚臺灣高等教育的成就，更是提

升國際競爭力的好機會；同時也促進國內大學招

生來源多元化，增加學術及教學環境多樣性。

(三 ) 對青年學子學習而言，透過與陸生的學習互動，

不僅可以激勵國內學生的學習動機，更讓兩岸學

子體認臺灣民主開放價值，展現教育的柔性國

力。

五、資詢管道

(一 ) 陸生聯招會網站 http://rusen.stut.edu.tw 或

http://www.rusen.org.tw提供簡章查詢。

(二 ) 招生問題請洽陸生聯招會：06-2435163

(三 ) 招生政策問題請洽教育部高教司：

 02-77366042

 展現柔性國力—
               開放陸生來臺就學

一、目標

為彰顯我國高等教育的優勢，進一步提升國際競

爭力，展現柔性國力，傳遞臺灣自由民主價值，對於

兩岸的和平發展產生正向影響。

二、適用對象

(一 )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條，大

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二 )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條，本

條例關於大陸地區人民之規定，於大陸地區人民

旅居國外者，適用之。

三、實施期程

100學年度 (100年 9月 )以後。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開放大陸學歷採認與陸生來臺就學，對「國家社

會利益」、「高等教育發展」及「青年學子學習」，

是一個「三贏」的政策：



7

教育部

8

利民教育政策輯要 ( 一 )

4.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助弱勢學

生參加國小課後照顧活動。

(二 )高中教育階段

1.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含五專前 3年）學費方案：

符合條件者提供每學期 1萬 6,560元至 2萬

7,320元。

2.建教合作班學生補助：就讀建教合作班學生 3

年免學費（每學期最高 2萬 2,530元）。

3.學雜費減免：

低收入戶
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及人士子女 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重度 中度 輕度

全免 全免
減免
7/10

減免
4/10

國立學校：
1萬 1,000元
私立學校：
依學雜費收費
基準補助

減免 60%

4.工讀助學金及緊急紓困助學金：對於新貧、近

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校優先安排校

內工讀或給予生活補助。

5.就學貸款：

(1) 家庭年收入 120萬元以下，可辦學雜費等

圓夢助學網與您一起攜手

一、目標

為落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的政策目標，並協助學生順利就學，減輕就學費用籌

措負擔，以不讓任何一個孩子失學而努力。

二、適用對象

(一 )國中小教育階段

1.設立教育儲蓄戶：設立網站平台募集民間捐款

協助學生的教育生活費。

2.代收代辦費補助：符合資格者可申請代收代辦

費 1,500元至 1,600元之補助。

3. 午餐費補助：符合資格者申請午餐費全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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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收入戶學生：另可申請生活費貸款。

三、重要成果及效益

98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助學措施補助學生約計 249

萬餘人次，補助金額計 201億元。

四、資訊管道

(一 ) 免付費專線 080-909-5757，於上班時間提供諮詢

服務。

(二 ) 圓夢助學網平台：提供高中以上學生所需助學資訊

 https://helpdreams.moe.edu.tw//

6項貸款。

(2)低收入戶學生：另可申請生活費貸款。

(三 )大專教育階段

1.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家庭年收入 70萬元以下

符合資格者，每學年可補助 5,000元至 3萬

5,000元。

2.學雜費減免：       

低收入戶
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及人士子女 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重度 中度 輕度

全免 全免
減免
7/10

減免
4/10

採固定數額。
國立學校：
學費全免，
雜費 2/3。
私立學校：
比照國立學校
減免數額。

減免 60%

3. 工讀助學金及緊急紓困助學金：對於新貧、近

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校優先安排校

內工讀或給予生活補助。

4. 就學貸款：

(1) 家庭年收入 120萬元以下，可辦學雜費等

6項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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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生參與暑期、學期、學年及海外實習課程，

實際參與校外實習學生人數達 38,000多人。預期

101學年度技專校院修讀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生人

數，將達前一學年度畢業生人數之 20％。

(三 ) 為整合並強化大專校院智財管理與技術推廣能

力，自 99年起推動「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

盟計畫」，選定 3所中心學校及產業領域，盤點

學校相關專利與技術分布，成為該產業領域的技

術媒合窗口。另自 99年起補助 12所技專校院

以現有技術研發單位為基礎，由一個召集中心整

合一個以上校外夥伴中心，共同設置聯合技術發

展中心，從事技術創新及智財運用。整體而言，

大專校院開創的智財收入 98年約為新臺幣 4億

7,000元，預期 10年內將增加至逾 10億元。

五、資訊管道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www.iaci.nkfust.edu.tw

產學合作—落實學校教學研究
                 之社會服務功能

一、目標

(一 ) 帶動大專校院教學研究與產業需求充分契合。

(二 ) 導引學生及早熟悉職場實務，縮短就業適應期。

(三 ) 以大專校院智財營運推動知識創新產業化。

二、適用對象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師生。

三、實施期程

每年持續辦理。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持續推動產業碩士專班、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

學攜手合作計畫等各類產學專班計畫，養成專班

學生實務技能與創新能力，培育就業市場所需之

專業人才，達成學校、產業、學生三贏之目標。

(二 ) 自 99年起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協

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99學

年度計有 87所技專校院獲補助，合計補助 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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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對象

15歲到 18歲之學齡青少年。

三、實施期程

民國 103年 8月起實施。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七成五以上學生免試入學，升學競爭壓力適度紓

緩；國中教學正常化並進而創新。

(二 ) 八成以上高中職辦學優質，縮小城鄉差距，學生

樂意就近入學。

(三 ) 免收學費，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五、資訊管道

(一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主題網站：

http://140.111.34.179/

(二 ) 洽詢電話：

02-77367796、02-77367790

02-77367799、02-77367780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延長國教年限，開創國家未來

一、目標

目前規劃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為「非強

迫」、「大部分免試」與「免學費」的性質；目標希

能促進國中教學正常化，讓國中教育朝向適性、活力、

創意、優質與卓越發展，同時提升高中職教育品質，

讓國民接受良好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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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學生全面免學費。

三、實施期程－規劃自100學年度（100年8月
1日）起分二階段實施：

(一 ) 第一階段（100∼ 102學年度）。

(二 ) 第二階段（103學年度起）。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以 100學年度為例，受益人數約 49萬 1,012人，

佔公私立高職總人數比率約為 79.3%。

(二 ) 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有利學生更專注於專業技術

學習。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網址：

 http://www.tpde.edu.tw/welcome.aspx

(二 ) 洽詢單位及人員：

1.高職（含高中附設職業群科、進修學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三科廖學恆先生 04-37061306

 第二科陳詩鈴小姐 04-37061226

 第四科莊美娟小姐 04-37061406

2. 五專：教育部技職司魏妤戎小姐 02-77365860

高 職 免 學 費 措 施

一、目標

(一 ) 鼓勵適性就學，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基層技術人

才。

(二 ) 保障就學安全，營造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之教育環

境。

(三 ) 提高國民素質，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推

動。

二、適用對象

(一 ) 第一階段（100∼ 102學年度）：適用家戶年所

得 114萬元以下之下列學生：

1.公私立高職職業群科（含高中附設職業群科）

學生。

2. 公私立高中職辦理之綜合高中一年級學生及

二、三年級專門學程學生。

3.公私立高中職附設進修學校學生。

4.公私立五專前三年級學生。

(二 ) 第二階段（103學年度起）：公私立高中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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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期程－規劃自100學年度（100年8月

1日）起分二階段實施：

(一 ) 第一階段（100∼ 102學年度）。

(二 ) 第二階段（103學年度起）。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以 100學年度為例，受益人數約 5萬 3,277人，

佔私立高中總人數比率約為 57.6%。

(二 ) 提升私立學校競爭力，精進公立學校發展。

(三 ) 促進國民教育機會均等，保障弱勢家庭子女就

學。

(四 ) 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網址：

 http://www.tpde.edu.tw/welcome.aspx

(二 ) 洽詢單位及人員：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二科陳詩鈴小姐 04-37061226

 第三科廖學恆先生 04-37061306

齊一公私立高中學費措施

一、目標

(一 ) 齊一公私立高中學費差距以營造良性競爭環境。

(二 )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協助弱勢族群學生得以圓夢。

(三 ) 落實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公平正義奠定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良好的基礎。

二、適用對象

(一 ) 第一階段（100∼ 102學年度）：適用家戶年所

得 114萬元以下之下列學生（但排除家戶擁有第

三（含）筆以上不動產，其不動產公告現值總和

超過 650萬元者，或年利息所得在 10萬元（含）

以上者：

1. 私立高中職普通科學生。

2. 私立高中職辦理之綜合高中二、三年級學術學

程學生。

(二 ) 第二階段（103學年度起）：公私立高中職所有

學制學生全面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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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補助 3萬元。

五、重要成果與效益

(一 ) 99年度，5歲幼兒就學補助，受益人數為 10萬

6,000餘人次。

(二 ) 為提供弱勢地區幼兒充分就學機會，鼓勵各縣 (

市 )政府增班設園，並補助其所需經費，至 99學

年度止，原住民地區 351所國民小學設有附設幼

稚園者，由 128校提高至 279校，設置比率達

79.49%。

(三 ) 99學年度整體 5歲幼兒入園率達 93.77%、家戶

年所得 50萬元以下之經濟弱勢 5歲幼兒入園率

達 94.59%。

(四 ) 為保障學前教保基本品質，訂定私立合作園所機

制，99學年度全國私立幼托園所通過審查成為合

作園所者達 95.5%。

(五 ) 為使家長安心就業，補助弱勢幼兒參加公立幼稚

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99年度受益人次約 1萬

3,900人次。

六、資訊管道

(一 ) 全國幼教資訊網：http://www.ece.moe.edu.tw

(二 ) 洽詢電話：080-9095757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

一、目標

(一 ) 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提高入園率。

(二 ) 提供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充足的就學機

會。

(三 ) 建構優質之教保環境，確保幼兒所受教保品質。

二、適用對象

當年度 9月 1日前滿 5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者。

三、實施期程

100學年度起，補助對象由原規劃之家戶年所得

新臺幣 (以下同 )110萬元以下家庭擴大至全體5歲幼兒。

四、補助項目

(一 ) 免學費補助：幼兒就學之學費由政府給予補助。

(二 ) 經濟弱勢幼兒加額補助：家戶年所得 70萬元以

下家庭，再依所得級距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

(三 ) 二項補助合計，就讀公立園所者，最高得免費就

學；就讀私立合作園所者，每名幼兒每學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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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攸關我國學前教保體制的大

變革，俟 101年 1月 1日法案正式實施後，幼

稚園及托兒所將整合為幼兒園，2歲至入國民小

學前的幼兒得以在幼兒園中接受完整的教育及

照顧服務外，也象徵我國與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家一樣，將幼兒教育

及照顧服務合併成單一行政系統，實踐以幼兒為

中心及以幼兒最佳福祉之策略，更是亞洲率先採

用教保合一制度的先進國家。

五、資訊管道

(一 ) 全國幼教資訊網：

 http://www.ece.moe.edu.tw

(二 ) 洽詢電話：02-77366802

幼 托 整 合 方 案

一、目標

為解決目前國內因幼托體系分流所衍生的問題，

符合學前教育及保育制度整合的國際潮流趨勢，達到

提供父母安心就業，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保服務權益。

二、適用對象

2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在幼兒園接受教保服務

事項。

三、實施期程

101年 1月 1日起。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已於 100年 4月 11日至

13日立法院第 7屆第 7會期教育及文化、社會福

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次聯席會議完成條文逐

條審查、於 100年 4月 22日、4月 29日及 5月

20日完成朝野黨團協商、於 100年 6月 10日通

過三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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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96元；國中學生每學期將減少繳交費用計新

臺幣 480元。

五、資訊管道

洽詢電話：02-77366807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刪除部分代收代辦費

一、目標

刪除現行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代收代辦費中較不合

時宜之收費項目，使國民中小學之收費能符合國民義

務教育之意義及憲法之精神。

二、適用對象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之就學學生。

三、實施期程

101學年度。

四、重要成果與效益

(一 ) 有關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代收代辦費原收費項目為

13項，於 101學年度實施後調整為 5項，以達

成逐步刪除代收代辦費之目標，進而符合國民義

務教育之意義及憲法之精神。

(二 ) 預計 101學年度實施之後，將嘉惠全國公私立

國民中小學學生，減輕其就學所須繳交之相關費

用，其中國小學生每學期將減少繳交費用計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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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複賽及全國決賽等 3階段，每學年度下學期舉辦全

國決賽。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國小1-4年級健身操98學年度超過87萬人參與。

(二 ) 國小 5-6年級樂樂棒球 98學年度超過 30萬人參

與。

(三 ) 國中 7-9年級大隊接力 98學年度超過 40萬人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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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管道

(一 )教育部體育及健康教育資訊網：

http://140.122.72.62/

(一 )洽詢電話：教育部體育司 02-77367717

  推動普及化運動，
           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

一、目標

為使國中、小學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提升體適

能，並能充分享受運動樂趣。

二、適用對象

(一 ) 健身操：以國小 1-4年級學生為對象，以班級為

單位組隊，每隊至多 25人，至少 6人，男女差

異不得差過 4人。

(二 ) 樂樂棒球：以國小 5-6年級學生為對象，以班級

為單位組隊，每隊 12-15人，男女生人數差異不

得超過 2人，上場比賽人數為 9人，其中男女生

人數差異不得超過 3人。

(三 ) 大隊接力：以國中 7-9年級學生為對象，以班級

為單位組隊，每隊 30人，上場比賽人數為 20人，

其中女生不得少於 10人，每人跑 100公尺。

三、實施期程

自 98學年度起開始辦理，比賽分校內初賽、縣

參與人數           學生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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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年 338案逐年增加，至 2010年已增

加至 887案。

2. 與國外學校辦理師生交換、參與國際會議等

計畫：至 2010年，交換教師達 2,026人次，

交換學生達 6,494人次，辦理國際研討會計

1,697場，論文投載國際期刊數達 36,366篇，

與國外大學建立跨國學位合作，合作國外大學

共計 288校。 

(二 )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2010年外國學位生 8,801

人，僑生人數 1萬 3,438人，華語研習生 12,555

人，交換生、短期研習及個人身分選讀者人數

為 3,376人，海青班學生 1,242人，以上合計

39,411人（未計入大陸研修生人數），較 2008

年（31,784人）成長 24%。

環宇臺灣 ― 精進國際教育環境， 
               吸引境外學生來臺

一、目標

(一 ) 強化我國大專校院國際化發展環境，培育具全球

移動力及國際競爭優勢人才。

(二 ) 吸引優秀僑生及外國學生來臺留學及研習，厚植

臺灣國際人力資本，擴大國際聯結。

(三 ) 紮根中小學國際教育，培育 21世紀國際化人才。

二、適用對象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小學。

三、實施期程

(一 ) 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經常性推動。

(二 )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2011-2014年。

(三 ) 中小學國際教育：2011-2016年。（2011為準備

期）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高等教育國際化：

1. 我國大專校院與外國大學簽訂合作交流簽約數



29

教育部

30

利民教育政策輯要 ( 一 )

 出國留學  夢想起飛

一、目標

本部鼓勵學生出國留學策略，採多元獎補助機

制，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力年輕學子參與國際學術

社群機會，提升國際視野，以期強化國際競爭優勢。

二、適用對象

(一 ) 視不同需求採全額或部分補助。

(二 ) 以修讀學位或在學生短期研習方式。

(三 ) 協助低收入者或弱勢族群完成出國留學願望

三、實施期程

公費留學考試、留學獎學金甄試、學海計畫、歐

盟獎學金、臺美獎學金、臺日、臺德、臺奧獎學金、

(三 ) 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

1. 自 2009年起推動「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

際視野方案」，增進我國國中小學國際交流，

提升國際視野。

2. 於 2011年 4月公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建立行政部門推動及運作機制準則，並

規劃籌設中小學國際教育中心。

五、資訊管道

(一 ) 高等教育國際交流：

網址：http://ice.nkfust.edu.tw/（技專校院）

洽詢電話：02-77366184、02-77365896

(二 )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網址：

1.留學臺灣資訊入口平臺：

 http://www.studyintaiwan.org/en/index.html

2. 菁英來臺留學專案計畫：

 http://esit.org.tw/index.php

 洽詢電話：02-77365581

(三 )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網址：http://www.edu.tw/bicer/index.aspx

洽詢電話：02-7736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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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之光」盡在
 「教育部學生
            國際級競賽風雲榜」

一、目標

為展現教育成果、獎勵教育者之辛勞，並激勵學

生學習動機，特設置本網站以建構我國學生國際表現

相關資料。

二、適用對象

社會大眾。

三、實施期程

網站自 99年 6月開站迄今持續推動辦理。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本網站主要呈現我國學生於重要「國際競賽」、

「國際評比」表現成果，並介紹競賽「風雲人物」，

以表彰得獎者奮鬥歷程及心得分享；另可連結本

部相關網站，瞭解更多學生競賽成果。

(二 ) 網站「國際競賽」目前包含有「藝術與設計類競

外國政府獎學金、民間機構獎學金、南島計畫獎學金

等每年定期辦理，報名資訊及獎助額度請至教育部國

際文教處網站查詢。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2010年各類獎學金補助人數達 1,500人。

(二 ) 留學貸款受惠者 2010年底已逾 7,874人。

(三 ) 2003-2010年鼓勵國外留學各項獎學金補助人數

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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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址：

 http://www.edu.tw/bicer

(二 ) 洽詢電話：02-77366074、02-7736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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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競賽機票計有 20案，受

惠學生 54人；100年 4月 12日發布「教育部

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

競賽及發明展作業要點」，鼓勵全國大學校院

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及發明展，

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強化學生專業新知、技

藝能發展。

賽」、「國際技能類競賽」、「奧林匹亞競賽類

(含科展 )」、「體育類競賽」、「技職之光」及

「其他」等各類競賽成果，估計可於本網站查詢

到 2010年國際競賽得獎學生資料數約有 139筆

（至 100年 4月份之估計）。

(三 ) 網站「相關法令」提供本部就國際競賽表現相關

補助、獎勵及升學優待（包含「參加國際數理學

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

學優待辦法」、「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

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等）規定，其中有

關獎勵及補助學生參加國際競賽部分包含有：

1. 本部自 95年起訂有「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

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要點」，加強藝術與

設計領域人才之國際化，透過國內教育與國際

比賽的接軌，促使全國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科

系學生踴躍參加國際比賽，提升學生創作之國

際水準，擴展學生視野及提升相關的人力素

質。

2. 99年 10月 11日發布「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

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及發明展作業

要點」，99學年度第 2學期補助 12所技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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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制 校 園 霸 凌

一、目標

防制校園霸凌，建構安全友善校園。

二、適用對象

各級學校學生。

三、實施期程

經常辦理。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學生國際級競賽風雲榜網站

 網址：http://award.moe.gov.tw/

 洽詢電話：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

 02-77366844

(二 )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勵

要點

 相關網址：設計戰國策網站 http://www.idc-

moe.org/

 洽詢電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02-7736587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設計戰國

策執行單位）：02-23911606轉 18

(三 ) 補助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

賽及發明展作業要點

 洽詢電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02-77365875

(四 ) 補助技專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及

發明展作業要點

 洽詢電話：

 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02-7736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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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認證

一、目標

為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由學校結合警政、消

防及建管單位，共同推動學生校外賃居處所安全逃生

認證，降低學生賃居意外事件發生，達成家長放心、

學生安心之目標。

二、適用對象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賃居學生。

三、實施期程

民國 100年 3月開始。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由學校主動結合各縣市警政、消防及建管單位共

同訪視，置重點於住宿處所消防設備、消防通道

及逃生路線標示等安全事項檢查，同時辦理房東

及學生防災演練，提醒學生逃生通道及逃生要

領，俾利學生保護自身安全。

(二 ) 100年 6月 30日前完成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大型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暢通霸凌投訴管道：學生遭受霸凌應儘速向老師、

家長反映外，亦可透過各縣市政府設置投訴專

線、學校設投訴信箱、本部設置 24小時免付費

投訴專線（自 95年 3月 31日至 100年 6月 28

日服務 574件）、反霸凌網站專區（留言版服務

自 99年 12月 30日至 100年 6月 28日 321件）

及校園生活問卷調查勇敢說出來，俾學校知悉後

立即處理。

(二 ) 函頒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及處理流程

圖，要求學校主動發掘、明快處理霸凌問題，並

完善學生三級輔導工作。

(三 ) 完成修正國民教育法第 10條條文，充實中小學

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心輔、社工人力，並結合教

師、家長、教育行政人員、警政及社政單位，透

過重振校園倫理、營造友善校園等 7項治本及 12

項治標措施共 19項具體策略及作為，使輔導及

支援機制加入協助學校，禁絕校園霸凌。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區：http://140.111.1.88/

(二 ) 洽詢電話：02-33437855



39

教育部

40

利民教育政策輯要 ( 一 )

充實輔導人力 營造友善校園

一、目標

(一 ) 充實專任專業輔導人力，健全學校三級輔導體

制。

(二 ) 建置學生心理諮商及資源轉介機制，促進學生心

理健康。

(三 ) 提供親師生專業諮詢服務，周全學校處理偏差行

為學生機制。

二、適用對象

國民中小學學生、教師、家長。

三、實施期程

100年 8月開始，並將持續辦理。

四、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營造支持關懷的友善校園：經由充實學校專業輔

導人員，整合一般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

員共同落實三級輔導機制，提升發展性、介入性、

處遇性輔導機制，杜絕校園霸凌事件，創造安全

學舍及 10床以上之出租學生建物安全認證，並

核發 100年度安全標章。

(三 ) 每年度學校於賃居服務訪視時機持續追蹤辦理安

全評核乙次，以確實維護全國賃居學生安全。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青春寄居蟹賃居服務資訊網：

 https://csrc.edu.tw/RentHouse.mvc/Index

(二 ) 洽詢電話：02-3343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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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活力學習，樂齡快意人生

一、目標

本部自 97年起陸續在全國 368個鄉鎮市區設置

樂齡學習中心，樂齡學習中心以開發多元學習方式，

增進中高齡者社會參與及學習機會，營造無年齡歧視

之社區學習文化為目標。

二、適用對象

以 55歲以上之國民為主。

三、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本部已於全國 205個鄉鎮市區設置 209個樂齡學

習中心，平均每月辦理 3,000餘場次活動。

(二 ) 99年全國樂齡學習中心為體現高齡人力的價值，

計招募 5,845位志工，100年各中心持續招募志

工，未來將培植老年人發展為自主性學習團體。

四、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樂齡學習網：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二 ) 洽詢電話：02-77365681、02-77365682

尊重的學習環境。

(二 ) 充實專任專業輔導人力：全國預計置 602名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 (社會工作師、諮商心理師 )，100

年 8月起將補助各地方政府聘用縣市政府層級人

力及100班以上之大型學校人力 (計增置217人 )，

101年起全面補助各地方政府依法聘用足額人力 (

共 602人，較 100年增置 385人 )，提升學生輔

導工作效益。

(三 ) 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本部 100年補助各地方

政府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全國合計成立 22

個學生輔導中心，規劃各縣 (市 )學生輔導工作及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調派、訓練、督導考評事宜，

提升人員服務品質。

五、資訊管道

(一 ) 教育部學生輔導資訊網：

http://www.guide.edu.tw

(二 ) 洽詢電話：02-7736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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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終身學習行動 331―每天
快樂學習趣，身心健康沒煩惱

一、目標

為提升終身學習參與率，推動終身學習行動

331，鼓勵每人每天至少運動 30分鐘、學習 30分鐘

及日行一善，並透過學習楷模選拔及童軍系列活動，

鼓勵民眾效法學習及實踐關懷行善行動。

二、重要成果及效益

(一 ) 鼓勵終身學習：補助臺北市政府試辦發行終身學

習卡，紀錄個人學習歷程。另 100年 6月針對國

中小補校學生辦理勤學楷模選拔，經初、複審結

果，選出 40名楷模頒獎；10月將辦理終身學習

楷模選拔，鼓勵社會大眾效法學習。

(二 ) 推廣行善理念：100年 3月 5日表揚過去 1年

內完成一百件善行之民眾，鼓勵社會大眾效法學

習。另辦理全國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表揚領導

童軍運動績效卓著、奉獻服務童軍 40年以上有功

人員、國花級童軍章等，約 3,000位童軍伙伴共

襄盛舉。

(三 ) 推動休閒教育：透過「休閒教育需求一份鐘個人檢

核表」及辦理「快樂週末 52健康家庭休閒楷模」

徵選活動，鼓勵全家培養共同休閒興趣，養成健

康的休閒習慣。

三、資訊管道

(一 ) 勤學獎：

 洽詢電話 02-77365699

(二 ) 終身學習楷模徵選：

 洽詢電話 02-77365709

(三 ) 健康家庭休閒楷模徵選：

 洽詢電話 02-77365679

(四 ) 終身學習卡：

 洽詢電話 02-27593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