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配合行政院施政計畫，推展教育正常化，加強教師學  1.辦理教師登記、師資訓練、特殊教育、高級中等學

  習環境及教學成果。    校原住民教育、進修教育等業務。

  2.推動高中教師改進教學教法、加強高級中等學校人

    文及社會學科教育。

  3.辦理高職評鑑、建教合作及學生實習，推動職校資

    訊教育。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72,214 人事科,行政 本項計需經費172,214千元，其內容如下：01 人員維持

科,會計科 1.編制內職員人事費96,541千元。

172,214 2.編制內技工及工友人事費13,200千元。0100 人事費

96,541 3.年終工作獎金及考績獎金等30,200千元。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3,200 4.其他給與5,190千元。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30,200 5.不休假加班費5,200千元。0111 獎金

5,190 6.技工及工友退職給付等3,120千元。0121 其他給與

5,200 7.員工退撫基金、技工及工友退休準備金、工友0131 加班值班費

3,120   退職與轉任職員之工友年資退職及撫卹等9,050142 退休退職給付

9,056   6千元。0143 退休離職儲金

9,707 8.員工參加公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9,707千0151 保險

  元。

1,996,828 中辦行政科, 本項計需經費1,996,828千元，其內容如下：02 基本行政工作維持

中辦人事科, 1.人事費6,497千元，包括：

政風科,中辦   (1)約聘僱人員人事費4,099千元。

會計科   (2)約聘僱人員年終工作獎金556千元。

6,497   (3)約聘僱人員休假補助費144千元。0100 人事費

4,099   (4)員工加班費997千元。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556   (5)約聘僱人員退休離職儲金245千元。0111 獎金

144   (6)約聘僱人員參加全民健保及勞工保險保險0121 其他給與

997      費補助456千元。0131 加班值班費

245 2.業務費70,372千元，包括：0143 退休離職儲金

456   (1)現職員工參加進修及訓練補助等818千元。0151 保險

70,372   (2)辦公大樓水電費等5,871千元。0200 業務費

818   (3)寄發公文郵件郵費及公務使用電話數據交0201 教育訓練費

5,871      換等通訊費6,487千元。0202 水電費

6,487   (4)資訊服務費5,754千元。0203 通訊費

5,754   (5)臨時租賃車輛之租金85千元。0215 資訊服務費

85   (6)公務車牌照稅及汽車燃料使用費等350千元0219 其他業務租金

350      。0221 稅捐及規費

290   (7)車輛及辦公大樓等保險費290千元。0231 保險費

100   (8)辦理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0241 兼職費

1,300      員兼職交通費100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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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2,341   (9)本辦公室經管眷舍被佔用，循法律途徑解0251 委辦費

10,117      決，需訴訟費用、律師費與消防安全講習10271 物品

24,544      年2次聘請講師、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評鑑10279 一般事務費

3,140      年40所學校聘請專家7名評鑑等經費1,300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070      千元。0283 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10)委託辦理公文處理及電腦講習等2,341千費

3,879       元。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11)購置公務車油料、事務用消耗性物品、報費

4,167       紙雜誌及非消耗性物品等10,117千元。0291 國內旅費

59   (12)員工文康、慶生活動、印刷、雜支及辦公0294 運費

6,383       大樓環境清潔工作外包等經費24,544千元0300 設備及投資

3,883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2,500   (13)眷舍修繕及辦公室、地下停車場等維修3,0319 雜項設備費

1,913,576       140千元。0400 獎補助費

400,000   (14)公務汽車6年以上15輛、4至6年1輛及辦公0438 對私校之獎助

1,500,000       器具等養護費1,070千元。0441 對學生之獎助

9,076   (15)電話交換機維護、空調、電梯升降機及光0475 獎勵及慰問

4,500       碟機等養護費3,879千元。0476 其他補助及捐助

  (16)行政督導與一般業務督導等旅費、公文資

      料等運送費用及短程車資4,226千元。

3.設備及投資6,383千元，包括：

  (1)汰換本辦公室資訊系統硬體設備、委請軟

     體機構開發設計各項系統及現有系統之異

     動更新等3,883千元。

  (2)雷射傳真機、開飲機、影印機、視聽器材

     、檔案櫃及辦公桌椅等汰舊換新2,500千元

     。

4.獎補助費1,913,576千元，包括：

  (1)依法律義務應給予之學生公費等1,500,000

     千元，其中：

    <1>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女減免

       學雜費631,000千元，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學雜費402,000千元，合共1,033,000千

       元。

    <2>原住民族學生助學金427,270千元。

    <3>軍公教遺族及現役軍人子弟就學優待14,

       200千元。

    <4>特殊境遇婦女子女教育補助費25,53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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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元。

  (2)政府負擔對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

     及眷屬之保險費補助400,000千元。

  (3)優良教師表揚獎勵金7,762千元。

  (4)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金1,314千元。

  (5)選送教師出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4,500千元

     。

356,152 中辦第一科 本項計需經費356,152千元，其內容如下：03 特教與教師進修、登記

52 1.支應現職工作人員超時加班費52千元。0100 人事費

52 2.支應經常性工作推展所需之各項費用及對現職0131 加班值班費

6,572   員工實施教育訓練費用150千元。0200 業務費

150 3.辦理教師登記製發證書與進修研習所需郵電、0201 教育訓練費

300   通訊、消耗或非消耗品購置、各項事務費、法0203 通訊費

149   令諮詢費及國內出差旅費等3,772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2,650 4.委託辦理台灣省原住民學生保送師範校院甄試0251 委辦費

400   600千元。0271 物品

1,700 5.委託辦理公費生分發事宜550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1,223 6.委託學校辦理身心障礙學生12年就學安置與視0291 國內旅費

349,528   障、聽障、學障、自閉症等身心障礙學生升學0400 獎補助費

20,900   甄試分發及甄試簡章審查等840千元。0410 對臺灣省各縣市之補

7.委託辦理技術及專業教師甄審事宜60千元。助

137,788 8.委託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0430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82,722   檢定考試教師證申報系統研習100千元。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107,996 9.委託辦理特教學生獎助及學雜費減免申辦檢核0438 對私校之獎助

122   系統500千元。0441 對學生之獎助

10.補助身心障礙學生12年就學安置，高中職普

   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各種障礙類別

   學生甄試分發安置，特教班訪視，會議研習

   ，購買學生用點字及大字體教科書，補助高

   雄縣立特殊教育學校與實施校務基金學校學

   生事務及校務所需，補助台北縣、新竹市、

   台東縣、屏東縣政府所轄高中職設特教班開

   班及交通車租金等經費349,406千元。

11. 補助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獎助金122千元。

8,154,301 中辦第二科, 本項計需經費8,154,301千元，其內容如下：04 高級中學管理

中辦第五科 1.支應高級中學教育行政工作人員人事費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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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175   千元（含約僱人員2人人事費）。0100 人事費

828 2.支應高級中學教育經常性行政業務推展所需經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105   費4,903千元。0111 獎金

32 3.辦理高級中學教育行政工作所需旅運費1,6000121 其他給與

75   千元。0131 加班值班費

45 4.委辦英語競賽與高中教務、學務、輔導、圖書0143 退休離職儲金

90   館事務等工作經費7,000千元。0151 保險

28,688 5.委託辦理高中校務評鑑研究及相關事務10,2900200 業務費

340   千元。0201 教育訓練費

770 6.補助外交小尖兵選拔及辦理各項高中教育相關0203 通訊費

739   活動6,750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17,719 7.補助九二一震災私立高中修復重建教學建築設0251 委辦費

940   施專案貸款融資利息差額及手續費補貼10,0000271 物品

2,474   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5,706 8.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就學貸款利息500,0000291 國內旅費

8,124,438   千元。0400 獎補助費

73,000 9.補助就讀私立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雜費6,250,0401 對台北市政府之補助

21,300   000千元。0402 對高雄市政府之補助

19,000 10.獎補助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經費240,000千元（0410 對臺灣省各縣市之補

   包含無障礙環境設施改善20,000千元）。助

90,958 11.鼓勵國中生升學當地高中獎勵金60,000千元0430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606,909    。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883 12.為建立高中特色，補助辦理相關業務及充實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410,087    相關設備69,592千元。0438 對私校之獎助

6,902,301 13.推動高中原住民教育活動（依原住民教育法0441 對學生之獎助

   編列）94,870千元，包括：

  (1)補助台灣省私立高中充實原住民教學設備3

     ,670千元。

  (2)補助原住民就讀台灣省高中住宿及伙食費8

     8,200千元。

  (3)補助原住民就讀台灣省私立高中課業輔導

     教師鐘點費3,000千元。

14.清寒僑生公費待遇及清寒僑生助學金4,101千

   元。

15.私立學校聘用僑生輔導人員補助費150千元。

16.補助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經費2,668千元。

17.推動高中拔尖計畫，建立優質高中經費270,0

   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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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8.補助公私立高中職教師專業發展計畫16,645

   千元。

19.補助辦理高中校務評鑑計畫8,000千元。

20.補助辦理高中職學生學習扶助方案90,000千

   元（包含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導20,00

   0千元）。

21.國中基本學力測驗印卷等試務工作，98年輪

   由台北市政府主辦，本室應分攤補助經費38,

   000千元。

22.補助辦理「與課本作家面對面－高中國文教

   師現代文學研習營」883千元。

23.推動98課程綱要補助辦理多元選修課程鐘點

   費 13,000千元。

24.補助各校評審中學生網站小論文及心得寫作

   等相關費用1,680千元。

25.補助實施校務基金學校辦理延續性工程經費1

   59,783千元與老舊建物汰建工程、因應新課

   程綱要及其他所需充實之相關設備經費等288

   ,316千元，合共448,099千元。

26.辦理視導業務等各項工作業務費、連繫郵電

   費及教育人員進修費等360千元。

27.委請學校辦理網路e視導、中等學校心理衛生

   諮商中心工作與辦理輔導員專業研習、視導

   人員研習及研討會等經費429千元。

28.分派視導人員赴23縣市擔任視導工作及參加

   各項會議差旅費4,106千元。

2,801,542 中辦第六科, 本項計需經費2,801,542千元，其內容如下：05 高級職校管理

中辦第三科 1.辦理各項技職教育所需經費2,753,442千元，

1,244   包括：0100 人事費

745   (1)約僱2人人事費745千元，年終工作獎金86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86      千元，休假補助費32千元，約僱人員退休0111 獎金

32      離職給付30千元，勞保及全民健保保險費0121 其他給與

274      補助77千元，合共970千元。0131 加班值班費

30   (2)辦理職業學校教務等相關活動經費1,455千0143 退休離職儲金

77      元。0151 保險

66,933   (3)辦理多元入學統一分發作業及支援國中基0200 業務費

550      本學歷測驗印卷試務等相關經費1,169千元0201 教育訓練費

500      ，宣導工作及召開總檢討會議經費760千元0203 通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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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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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183      ，合共1,929千元。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58,998   (4)配合高職新課程實施，教科書送審所需之0251 委辦費

1,150      相關經費6,023千元。0271 物品

1,791   (5)推動學生訓輔（友善校園）計畫2,180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2,751      。0291 國內旅費

10   (6)鼓勵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高職獎學金56,000294 運費

2,733,365      0千元。0400 獎補助費

24,808   (7)推動實用技能學程委請學術單位規劃配套0401 對台北市政府之補助

33,942      措施及教材研發、課程審查、研習等各項0402 對高雄市政府之補助

20,823      業務經費3,344千元。0410 對臺灣省各縣市之補

  (8)逐步實施高職免學費方案1,289,000千元，助

257      包括：0429 對福建省各縣之補助

630,919     <1>實用技能學程開班經費補助590,000千元0430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1,205,749        。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723,294     <2>產業特殊需求類科與特殊地區高中職免0438 對私校之獎助

93,573        試入學補助經費79,000千元0441 對學生之獎助

    <3>高職建教合作班及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班

       免學費補助620,000千元。

  (9)推動綜合高中方案各項行政措施及充實教

     學設備（含高職發展相關業務）75,457千

     元。

  (10)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方案各項行政措施、充

      實或改善教學設備及徵收校地經費212,53

      5千元。

  (11)薦輔分發、實用技能學程作業及宣導等64

      2千元。

  (12)獎勵辦理建教合作及實用技能班設備費50

      ,000千元。

  (13)辦理98學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

      競賽及丙級專案技能檢定23,069千元。

  (14)辦理輪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基礎訓練、建教

      班觀摩活動、建教合作機構評估、宣導、

      研習及檢討會等經費23,477千元。

  (15)高中職創意教學及競賽活動等經費14,000

      千元。

  (16)職業類科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經費665

      千元。

  (17)補助台灣省高級職業學校原住民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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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伙食費37,573千元。

  (18)921震災私立高職復建重建專案貸款融資

      利息補貼1,920千元。

  (19)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推動教育旅行計畫經費

      7,000千元。

  (20)委請私立高中職法律案件律師諮詢及出席

      費、學校大額工程案件構想書、規劃設計

      專業性審查與其他專案性會議聘請專家學

      者審查及出席費1,131千元。

  (21)推動各項技職教育有關郵電費、消耗品及

      業務接洽開會旅費、員工進修訓練等費用

      4,365千元。

  (22)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相關經費341,100千

      元。

  (23)學區劃分實施計畫辦理相關工作經費2,18

      5千元。

  (24)高職校務評鑑計畫辦理相關工作經費14,2

      50千元，以及委請會計師查核私立高中職

      財務經費4,750千元，合共19,000千元。

  (25)為增進教師專業知能，補助學校辦理校內

      教師研習相關經費1,425千元，高中職輔

      導轉型及退場作業經費475千元，合共1,9

      00千元。

  (26)辦理高職校長會議經費760千元，全國職

      業學校實習主任工作會議經費950千元，

      以及辦理各項活動海報文宣設計製作經費

      570千元，合共2,280千元。

  (27)三重商工興建多功能教學大樓先期規劃經

      費300千元。

  (28)心理衛生中心精神科醫師、心理諮商師與

      助理之鐘點費及輔導團專業研習等相關經

      費4,600千元。

  (29)充實或改善國立高級職業學校實習工廠設

      備200,000千元。

  (30)補助國立高級職業學校辦理新課程綱要相

      關業務及充實設備等經費82,044千元。

  (31)補助實施校務基金學校經常性行政業務推

      展所需經費56,320千元與延續性工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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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舍小型工程修繕及充實各項教學設備經費

      等230,978千元，合共287,298千元。

2.執行中等學校學生國防教育與安全維護行政工

  作及督導訪視等經費48,100千元，包括：

  (1)執行本計畫所需加班值班費274千元。

  (2)執行本計畫所需教育費40千元，通訊費300

     千元，按日按件計資酬金、出席費、稿費5

     2千元，一般公務用消耗品130千元，非消

     耗品120千元，一般事務費520千元及國內

     出差旅費1,277千元，合共2,439千元。

  (3)辦理國防通識課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多

     元教學活動及教材、教具，構建校園安全

     災害管理機制，春暉專案等經費2,685千元

     。

  (4)補助台灣省各縣市及福建省金門縣學生校

     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執行轄內中等學校學生

     校外生活輔導工作（校外聯合巡查、駐站

     輔導、縣市分會委員會議及檢討會、年終

     工作檢討會、校園安寧維護），以維護各

     級學校學生校外安全及身心健全發展所需

     經費26,200千元。

  (5)補助本部各縣市聯絡處以推展國立暨台灣

     省私立高級中等學校軍訓人員於校園內執

     行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作業通報機制、學

     生國防通識教育、學生生活輔導與維護校

     園安寧及學生安全等工作經費16,502千元

     。

859,088 中辦第四科 本項計需經費859,088千元，其內容如下：06 地方及進修教育管理

3,678 1.支應國民教育、藝術教育、進修學校教育及體0100 人事費

2,747   育衛生教育行政工作人員(含約僱人員6人)人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45   事費3,678千元。0111 獎金

114 2.支應藝術教育、進修學校教育及體育衛生教育0121 其他給與

3   行政所需之業務費7,874千元，包括委託辦理0131 加班值班費

156   藝術教育、進修教育、自學學力鑑定考試及交0143 退休離職儲金

313   通安全教育評鑑2,479千元，學校體育衛生教0151 保險

7,874   育與領導人才培育437千元，以及相關之事務0200 業務費

20   費、訓練費、旅運費等4,958千元。0201 教育訓練費

150 3.辦理終身、親子、童軍、藝文等教育研習及配0203 通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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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212   合編印資料、刊物，以提昇父母教養知能356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2,916   千元。0251 委辦費

330 4.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第二專長教育班研習等0271 物品

1,941   4,300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2,305 5.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設置校內道路指標、劃線及0291 國內旅費

847,536   交通標語、標誌等加強交通安全環境經費1,200400 獎補助費

100   0千元。0401 對台北市政府之補助

100 6.辦理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藝術欣賞及學生參加全0402 對高雄市政府之補助

439,685   國四項比賽交通膳雜費、藝文團隊研習、展演0410 對臺灣省各縣市之補

  及師生康樂輔導、休閒、社團活動12,200千元助

4,045   。0429 對福建省各縣之補助

30,177 7.高級中等進修學校教育及補習班公共安全輔導0430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20,641   2,330千元。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356 8.辦理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介聘作業1,6000437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40,761   千元。0438 對私校之獎助

311,671 9.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領袖人才培育活動2,000441 對學生之獎助

  0千元。

10.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學校運動團隊、校內班際

   比賽、體育育樂營、校際體育活動、訓練、

   學生幹部訓練及體育班等經費30,844千元。

11.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體育班及培育優秀運

   動選手基本需求經費25,000千元。

12.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游泳學習營，外租游

   泳池實施游泳教學等24,000千元。

13.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理衛生教育宣導工作、

   餐飲管理、食品販售管理、環保教育、師生

   安全教育與急救訓練推廣等3,706千元。

14.補助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學費180,000千元

   。

15.補助辦理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及國民中小學、

   幼稚園學生(不包含台北及高雄兩市)團體保

   險經費560,000千元（97學年度第2學期與98

   學年度第1學期，包括高級中等學校120,000

   千元，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440,000千元）。

441,734 中辦第二科 本項計需經費441,734千元，其內容如下：07 建校與修建及設備

27,934 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含實施校務基金學校)天0300 設備及投資

27,934   然災害復原所需經59,334千元。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413,800 2.補助國立高級中等學校老舊危險校舍耐震詳細0400 獎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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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2 中等教育管理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781,85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413,800   評估經費102,400千元、補強及整建經費280,0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00千元，合共382,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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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3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7,930,664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3,620,041 各國立高級中 本項含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1萬2,219人、技01 人員維持

等學校 工及工友1,079人、約聘及約僱75人等經費13,62

13,620,041 0,041千元，其內容如下：0100 人事費

8,913,849 1.法定編制人員人事費8,913,849千元。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28,517 2.外聘兼任教師、約聘僱助理教師、兼職校醫及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417,112   教師兼課鐘點費228,517千元。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2,307,996 3.技工及工友之工餉、加給等417,112千元。0111 獎金

89,142 4.教職員工年終工作獎金（含約聘僱人員）、考0121 其他給與

154,748   績獎金及月退休人員年終慰問金2,307,996千0131 加班值班費

14,165   元。0142 退休退職給付

775,544 5.教職員工休假補助費等89,142千元。0143 退休離職儲金

718,968 6.教職員工加班費13,642千元，不休假加班費130151 保險

  2,578千元及值班費8,528千元，合共154,748

  千元。

7.技工及工友退休退職給付14,165千元。

8.教師退撫基金、約聘僱人員公提儲金及勞工退

  休離職儲金775,544千元。

9.教職員參加公保、勞保、軍保及全民健保保險

  費補助718,968千元。

461,399 各國立高級中 本項係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基本行政工作維持(人02 基本行政工作維持

等學校 事、會計及總務等單位)所需經費461,399千元，

27,249 其內容如下：0100 人事費

321 1.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與進修學校教師兼課鐘點費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0,528   、員工值勤（夜）費、加班值班費及育英號實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2,100   習船聘用船員等人事費27,249千元。0111 獎金

480 2.業務費406,624千元，包括：0121 其他給與

1,274   (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員工參加研習相關課0131 加班值班費

1,072      程所需補助之教材、膳宿及交通費等4,9470143 退休離職儲金

1,474      千元。0151 保險

406,624   (2)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水費、動力費及電費80200 業務費

4,947      7,811千元。0201 教育訓練費

87,811   (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郵資、電信費及使用0202 水電費

25,089      網路等經費25,089千元。0203 通訊費

1,205   (4)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舍土地租金、資訊0211 土地租金

40      軟體版權使用費及租金等6,720千元。0212 權利使用費

4,596   (5)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各項稅捐及規費1,2840215 資訊服務費

879      千元。0219 其他業務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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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3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7,930,66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284   (6)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法定責任保險、業務0221 稅捐及規費

7,049      活動保險及財產保險等保險費7,049千元。0231 保險費

912   (7)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其他兼職人員之交通0241 兼職費

3,390      費等912千元。0249 臨時人員酬金

2,210   (8)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清潔及保全維護等經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99      費3,390千元。0262 國內組織會費

39,809   (9)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考試作業費及講座鐘0271 物品

97,472      點費等2,210千元。0279 一般事務費

64,111   (10)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參加各種學會為常年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3,329       會員之會費99千元。0283 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1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事務、衛生、炊事、費

27,205       餐飲、康樂、醫療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39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809千元。費

15,775   (12)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一般事務費、環保及0291 國內旅費

1,156       廢棄物處理等經費97,472千元。0294 運費

8,256   (1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房屋建築修繕費按現0299 特別費

27,526       有辦公房舍面積，依規定標準計列64,1110400 獎補助費

27,526       千元。0475 獎勵及慰問

  (14)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13,329千元，其中辦公器具養護費按預

      算員額每人每年1,048元計列及車輛養護

      費依規定標準編列。

  (15)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27,205千元。

  (16)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台澎金馬地區旅費及

      運費等16,931千元。

  (17)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首長特別費8,256千

      元。

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金

  27,526千元。

1,286,491 各國立高級中 本項係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辦理訓育輔導、實習及03 教學訓輔業務

等學校 推廣教育活動(教務處、訓導處及學務處等單位)

23,754 所需各項經費1,286,491千元，其內容如下：0100 人事費

20,218 1.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聯課活動之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512   約僱人員酬金1,858千元，教師兼課鐘點費18,0131 加班值班費

24   360千元，加班費2,301千元，值班費1,211千0143 退休離職儲金

981,687   元及約僱人員提撥退休準備金24千元，合共230200 業務費

6,765   ,754千元。0201 教育訓練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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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3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7,930,66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80,214 2.業務費981,687千元，包括：0202 水電費

18,324   (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員工參加研習相關課0203 通訊費

9,556      程所需補助之教材、膳宿及交通費等6,7650215 資訊服務費

30,524      千元。0219 其他業務租金

572   (2)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水費、動力費及電費80221 稅捐及規費

8,167      0,214千元。0231 保險費

11,651   (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郵資、電信費及使用0241 兼職費

3,204      網路等經費18,324千元。0249 臨時人員酬金

22,185   (4)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資訊軟體版權使用費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452      及租金等40,080千元。0262 國內組織會費

203,268   (5)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各項稅捐及規費572千0271 物品

258,827      元。0279 一般事務費

28,911   (6)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法定責任保險、業務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9,552      活動保險及財產保險等保險費8,167千元。0283 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7)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兼職人員交通費11,65費

232,469      1千元。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8)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清潔及保全維護等經費

48,866      費3,204千元。0291 國內旅費

8,100   (9)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講座鐘點費及評鑑裁0294 運費

80      判費等22,185千元。0295 短程車資

281,050   (10)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參加國內專業組織與0400 獎補助費

273,897       學術團體為會員之會費及各種學會為常年0441 對學生之獎助

7,153       會員之會費等452千元。0475 獎勵及慰問

  (1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事務、衛生、炊事、

      餐飲、康樂、醫療等消耗品、非消耗品及

      油料等203,268千元。

  (12)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一般事務費、環保及

      廢棄物處理等經費258,827千元。

  (1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房屋建築修繕費28,9

      11千元。

  (14)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車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費9,552千元。

  (15)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232,469千元。

  (16)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台澎金馬地區旅費、

      運費及短程車資57,046千元。

3.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軍公教遺族與傷殘榮軍子

  女等公費生、原住民學生助學金及學生工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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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3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7,930,66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助金等273,897千元。

4.學生參加運動、技藝等競賽優秀人員獎勵金及

  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金

  等7,153千元。

2,562,733 各國立高級中 本項計需經費2,562,733千元，係各國立高級中04 改善教學環境

等學校 等學校改善教學環境經費，其內容如下：

92,720 1.各國立高級中等學校辦理老舊危險建物耐震詳0200 業務費

92,720   細評估92,720千元，補強及整建220,000千元0251 委辦費

2,470,013   ，合共312,720千元。0300 設備及投資

1,056,480 2.充實或改善國立高職實習工廠設備經費200,00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519,483   0千元。0303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320,098 3.國立高中職老舊危險建物汰建暨教育資源嚴重0304 機械設備費

5,405   不足新建工程482,949千元。0305 運輸設備費

44,681 4.國立高中職興建教學大樓等延續性工程800,00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523,866   0千元。0319 雜項設備費

5.國立高中職校舍修繕小型工程與充實各項教學

  設備等經費743,064千元。

6.國立高中職校園無障礙設施24,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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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4,918,904 教育部中部辦 1.本科目係配合新成立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01 國立高級中等教育教學與訓

公室   金所增設，該基金之設置主要係為落實94年11輔輔助經費

14,918,904   月新修正「教育基本法」第5條，以及「教育0400 獎補助費

14,918,904   經費編列與管理法」有關保障教育經費專款專0432 對特種基金之補助

  用規定，並以加強開源節流，提升教育經費運

  用效能及強化財務經營管理為目的。

2.輔助納入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之各校教

  學與訓輔等經費14,918,904千元，包括：

  (1)輔助國立宜蘭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42,693千元。

  (2)輔助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32,202千元。

  (3)輔助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357,418千元。

  (4)輔助國立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00,275千元。

  (5)輔助國立板橋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84,674千元。

  (6)輔助國立中和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60,694千元。

  (7)輔助國立新店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34,518千元。

  (8)輔助國立三重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1

     40,712千元。

  (9)輔助國立華僑實驗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97,713千元。

  (10)輔助國立桃園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86,036千元。

  (11)輔助國立武陵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82,565千元。

  (12)輔助國立楊梅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4,510千元。

  (13)輔助國立陽明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74,855千元。

  (14)輔助國立中壢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74,241千元。

  (15)輔助國立內壢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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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139,841千元。

  (16)輔助國立竹東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33,760千元。

  (17)輔助國立竹北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82,630千元。

  (18)輔助國立關西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08,759千元。

  (19)輔助國立苗栗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28,319千元。

  (20)輔助國立竹南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39,435千元。

  (21)輔助國立苑裡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83,570千元。

  (22)輔助國立豐原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9,571千元。

  (23)輔助國立清水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29,606千元。

  (24)輔助國立大里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06,654千元。

  (25)輔助國立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233,266千元。

  (26)輔助國立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32,253千元。

  (27)輔助國立員林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5,386千元。

  (28)輔助國立斗六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9,922千元。

  (29)輔助國立北港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12,531千元。

  (30)輔助國立新港藝術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45,825千元。

  (31)輔助國立新營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3,527千元。

  (32)輔助國立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86,651千元。

  (33)輔助國立台南第一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212,219千元。

  (34)輔助國立台南第二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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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經費174,971千元。

  (35)輔助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140,162千元。

  (36)輔助國立中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10,993千元。

  (37)輔助國立鳳山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64,336千元。

  (38)輔助國立台東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25,363千元。

  (39)輔助國立台東體育實驗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01,822千元。

  (40)輔助國立花蓮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29,628千元。

  (41)輔助國立金門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38,119千元。

  (42)輔助國立新竹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62,293千元。

  (43)輔助國立台中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71,047千元。

  (44)輔助國立彰化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32,468千元。

  (45)輔助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46,620千元。

  (46)輔助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72,532千元。

  (47)輔助國立台南家齊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62,520千元。

  (48)輔助國立台東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99,580千元。

  (49)輔助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121,318千元。

  (50)輔助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70,718千元。

  (51)輔助國立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69,206千元。

  (52)輔助國立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71,848千元。

  (53)輔助國立員林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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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與訓輔等經費185,187千元。

  (54)輔助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57,422千元。

  (55)輔助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77,840千元。

  (56)輔助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教學與訓輔等經費230,632千元。

  (57)輔助國立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323,237千元。

  (58)輔助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72,424千元。

  (59)輔助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33,519千元。

  (60)輔助國立台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49,444千元。

  (61)輔助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41,927千元。

  (62)輔助國立花蓮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57,957千元。

  (63)輔助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26,689千元。

  (64)輔助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51,079千元。

  (65)輔助國立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90,299千元。

  (66)輔助國立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61,585千元。

  (67)輔助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32,248千元。

  (68)輔助國立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54,386千元。

  (69)輔助國立龍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50,422千元。

  (70)輔助國立苗栗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20,462千元。

  (71)輔助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17,601千元。

  (72)輔助國立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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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輔等經費172,152千元。

  (73)輔助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48,666千元。

  (74)輔助國立北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96,913千元。

  (75)輔助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39,563千元。

  (76)輔助國立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53,530千元。

  (77)輔助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08,975千元。

  (78)輔助國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40,250千元。

  (79)輔助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246,965千元。

  (80)輔助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35,391千元。

  (81)輔助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08,892千元。

  (82)輔助國立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232,267千元。

  (83)輔助國立員林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145,298千元。

  (84)輔助國立北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128,777千元。

  (85)輔助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教學與訓

      輔等經費139,563千元。

  (86)輔助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教學

      與訓輔等經費146,794千元。

  (87)輔助國立台中啟聰學校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85,832千元。

  (88)輔助國立台中啟明學校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1,087千元。

  (89)輔助國立彰化啟智學校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90,344千元。

  (90)輔助國立嘉義啟智學校教學與訓輔等經費

      142,250千元。

  (91)輔助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教學與訓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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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030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學與訓輔輔助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14,918,904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經費65,137千元。

  (92)輔助國立苗栗特殊教育學校教學與訓輔等

      經費73,52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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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預期成果：計畫內容：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735,620 教育部中部辦 1.本年度新增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等55校，累計共01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公室   92校納入「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735,620 2.輔助實施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之各校房0300 設備及投資

735,620   屋興建及設備購置等經費735,620千元，包括0331 投資

  ：

  (1)國立宜蘭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

     ,177千元。

  (2)國立羅東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

     ,092千元。

  (3)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明德樓興

     建工程188,569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

     費4,669千元，合共193,238 千元。

  (4)國立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095千元。

  (5)國立板橋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

     ,920千元。

  (6)國立中和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2

     ,831千元。

  (7)國立新店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2

     ,845千元。

  (8)國立三重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2

     ,910千元。

  (9)國立華僑實驗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5,186千元。

  (10)國立桃園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444千元。

  (11)國立武陵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6,940千元。

  (12)國立楊梅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490千元。

  (13)國立陽明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109千元。

  (14)國立中壢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5,490千元。

  (15)國立內壢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4,410千元。

  (16)國立竹東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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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3,279千元。

  (17)國立竹北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587千元。

  (18)國立關西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862千元。

  (19)國立苗栗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4,254千元。

  (20)國立竹南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293千元。

  (21)國立苑裡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2,095千元。

  (22)國立豐原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181千元。

  (23)國立清水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4,321千元。

  (24)國立大里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2,410千元。

  (25)國立台中第一高級中學圖書資訊暨教學大

      樓興建工程28,737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

      備經費4,058千元，合共32,795千元。

  (26)國立暨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431千元。

  (27)國立員林高級中學美術暨專科教學大樓興

      建工程14,187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

      費4,697千元，合共18,884千元。

  (28)國立斗六高級中學學生宿舍與廚房餐廳興

      建工程5,818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

      費3,155千元，合共8,973千元。

  (29)國立北港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027千元。

  (30)國立新港藝術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1,638千元。

  (31)國立新營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181千元。

  (32)國立台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4,983千元。

  (33)國立台南第一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33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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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34)國立台南第二高級中學教學大樓興建工程

      3,149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181

      千元，合共6,330千元。

  (35)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2,798千元。

  (36)國立中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027千元。

  (37)國立鳳山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4,071千元。

  (38)國立台東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027千元。

  (39)國立台東體育實驗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095千元。

  (40)國立花蓮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2,873千元。

  (41)國立金門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5,816千元。

  (42)國立新竹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181千元。

  (43)國立台中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573千元。

  (44)國立彰化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069千元。

  (45)國立嘉義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2,944千元。

  (46)國立台南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181千元。

  (47)國立台南家齊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490千元。

  (48)國立台東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027千元。

  (49)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2,873千元。

  (50)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大樓興建

      工程38,925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637千元，合共42,562千元。

  (51)國立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4,99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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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52)國立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教學大樓

      興建工程14,724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006千元，合共17,730千元。

  (53)國立員林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3,414千元。

  (54)國立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資源中心

      興建工程899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

      費3,596千元，合共4,495千元。

  (55)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375千元。

  (56)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4,935千元。

  (57)國立台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8,617千元。

  (58)國立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037千元。

  (59)國立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222千元。

  (60)國立台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5,225千元。

  (61)國立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文科技大樓

      興建工程9,827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8,996千元，合共18,823千元。

  (62)國立花蓮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6,576千元。

  (63)國立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學行政大樓

      興建工程32,674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6,623千元，合共39,297千元。

  (64)國立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809千元。

  (65)國立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明德樓興建工

      程4,533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2

      07千元，合共7,740千元。

  (66)國立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670千元。

  (67)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711千元。

  (68)國立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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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設備經費6,298千元。

  (69)國立龍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138千元。

  (70)國立苗栗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綜合教學大樓

      興建工程8,985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692千元，合共12,677千元。

  (71)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093千元。

  (72)國立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297千元。

  (73)國立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256千元。

  (74)國立北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427千元。

  (75)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152千元。

  (76)國立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820千元。

  (77)國立金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北側教室興建

      工程7,321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

      ,277千元，合共10,598千元。

  (78)國立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4,914千元。

  (79)國立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實習工廠興建

      工程4,510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3

      ,483千元，合共7,993千元。

  (80)國立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3,004千元。

  (81)國立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5,610千元。

  (82)國立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3,790千元。

  (83)國立員林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7,727千元。

  (84)國立北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2,826千元。

  (85)國立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購置圖書儀器

      設備經費2,83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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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5120018120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預算金額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單位 : 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98年度

735,62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 說                      明

  (86)國立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購置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3,036千元。

  (87)國立台中啟聰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3,058千元。

  (88)國立台中啟明學校學生宿舍興建工程21,1

      93千元及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2,754千

      元，合共23,947千元。

  (89)國立彰化啟智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7,016千元。

  (90)國立嘉義啟智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5,583千元。

  (91)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451千元。

  (92)國立苗栗特殊教育學校購置圖書儀器設備

      經費3,7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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