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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師資藝教司 1 267,266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2 49,451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3 12,000 新增

師資藝教司 4 15,360 新增

師資藝教司 5 20,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6 71,148 修正

師資藝教司 7 2,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8 8,986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9 60,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0 17,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1 25,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12 142,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12 小計 690,211

終身司 1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 繼續適用

終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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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7 修正

終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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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98 繼續適用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8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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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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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01)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藝術才能
班活動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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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01)

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
育經費作業要點草案(國教署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1推行藝術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1.01)

教育部補助合格教師赴新南向友好國家學校
任教試辦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3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7.06.07)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
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3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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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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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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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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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職前培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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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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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7.03.14)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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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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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01)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路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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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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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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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終身司 4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59,979 繼續適用

終身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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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09 繼續適用

終身司 6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33,200 繼續適用

終身司 7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62,870 繼續適用

終身司 8 教育部補助教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圈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0,561 修正

終身司 9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379,933 繼續適用

終身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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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繼續適用

終身司 11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463,772 修正

終身司 12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8,800 修正

終身司 12 小計 1,56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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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01)

03推行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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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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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5)

05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
務

社會教育組第2次
(1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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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05)

06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
推廣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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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09.05)

原住民族教育委員會辦理「108年度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計畫」本部分攤經費案

02推動社區教育
社會教育組第4次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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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高教司 1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3,071,743 修正

高教司 2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3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4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25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5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70,258

繼續適用

高教司 6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繼續適用

高教司 7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32,091 繼續適用

高教司 8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6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9 教育部補助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要點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56,634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0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2,1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7,803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2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78,181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3 教育部補助大學原住民專班實施要點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2,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4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309,948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5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30,9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6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438,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8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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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01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
展獎助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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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
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個別學校
辦理之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以聯盟或跨
校整合方式辦理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
發人才計畫作業要點

03強化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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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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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
要點

05推動大學評鑑制度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興建學生宿舍貸款利息
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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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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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02推動及改進大學招生制度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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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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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
要點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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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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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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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高教司 17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30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7 小計 15,729,658

技職司 1 17,545

技職司 2 20,837 修正

技職司 3 147,475

技職司 4 37,399

技職司 5 41,104 繼續適用

技職司 6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補助及融資要點 760,000

技職司 7 12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8 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 50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9 60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0 280,000 修正

技職司 1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880,000 修正

技職司 12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 48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3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18,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4 80,000

技職司 15 588,50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
薪資作業要點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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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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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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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強化技職教育體制及
特色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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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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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
金

01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
繼續適用
修正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7.10.5)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師產業研習研究
實施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3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與
技術研發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3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與
技術研發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
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5引導學校發展多元特色及
教學創新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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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與
技術研發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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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3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與
技術研發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要
點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
交流及評鑑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
業生投入職場要點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5引導學校發展多元特色及
教學創新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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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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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技職司 16 27,000

技職司 17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5,850

技職司 18 全國海勤系科學生上船實習前座談會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5,820

技職司 18 小計 6,609,530

資科司 1 15,842 修正

資科司 2 2,000 修正

資科司 3 教育部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理原則 8,000 修正

資科司 4 31,000 修正

資科司 5 80,000 修正

資科司 6 40,000 修正

資科司 7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279,427 繼續適用

資科司 8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數位落差要點 140,8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9 24,97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0 56,461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1 100,115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2 837,9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培育東南亞語言及產業
專業人才計畫申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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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08年上旬分組
會議提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107年度海勤系科學生上船
實習計畫經費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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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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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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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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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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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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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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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作
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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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網路學習發展計畫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
建構大學電腦網路
05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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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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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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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教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路先導應用服務建
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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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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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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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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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資科司 13 10,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4 教育部補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4 小計 1,626,515

會計處 1      620,544 繼續適用

會計處 1 小計 620,544

青年署 1 青年生涯輔導 24,803 修正

青年署 2 青年生涯輔導 37,417 修正

青年署 3 青年公共參與 11,294 繼續適用

青年署 4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2,50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5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6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15,432 繼續適用

青年署 7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23,67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7 小計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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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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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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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青年職涯輔導及發展
獎補助要點

01辦理青年生涯輔導業務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獎補
助要點

01辦理青年生涯輔導業務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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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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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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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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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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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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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國際司 1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7,563 繼續適用

國際司 3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4,88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4 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中心優化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4,88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5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6,398 繼續適用

國際司 6 教育部補助辦理聯繫輔導海外留學生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5,3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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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8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3,017 繼續適用

國際司 9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02,864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0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2,209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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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38

國際司 1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3,8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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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6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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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99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5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4,912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5 小計 489,816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8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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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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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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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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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8.10)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綜合組第2次
(107.5.17)

教育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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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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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1)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修正後繼續適用
綜合組第3次
(1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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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第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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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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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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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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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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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學務特教司 1 592,895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2 2,548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3 97,267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4 7,41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5 2,10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6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 44,57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7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155,588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8 1,80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9 4,93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0 77,028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1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30,928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2 15,04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2 小計 1,232,104

綜規司 1 教育部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實施要點 一般行政 500 繼續適用

綜規司 2 教育部補助辦理學校衛生活動要點 一般行政 25,867 繼續適用

綜規司 3 一般行政 56,250 繼續適用

綜規司 3 小計 82,617

人事處 1 一般行政 74,000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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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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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教育專班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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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7)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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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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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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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國防教育與
安全維護

05學生全民國防教育推
展

綜合組第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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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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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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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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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教育部補助辦理「校園安全維護暨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活動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行
政及督導

04校園安全維護與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

綜合組第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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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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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
書刊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4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
書刊

綜合組第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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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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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人事行政管理與財務輔導
綜合組第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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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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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人事處 1 小計 74,000

秘書處 16 一般行政 1,479 繼續適用

秘書處 1 小計 1,479

體育署 1 學校體育教育 160,0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2 學校體育教育 313,543 修正

體育署 3 學校體育教育 36,000 修正

體育署 4 學校體育教育 70,000 修正

體育署 5 學校體育教育 2,260,434 繼續適用

體育署 6 學校體育教育 1,2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6 小計 2,84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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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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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
(1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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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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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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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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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原住民族體育教育

綜合組第4次
(1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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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
(107.5.17)



10/16

單位：千元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4,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2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3,761,157 新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1,993,034 新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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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175,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 372,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 425,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 172,743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 570,71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1 1,448,21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388,4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406,59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102,592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63,0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176,17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3,76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522 繼續適用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8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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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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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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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7.7.31)

教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提供準公共化教
保服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4次
(107.7.3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04原住民族教育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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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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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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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營建工程經費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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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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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經費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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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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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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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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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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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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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活動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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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836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6067&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448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6594&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4562&log=detailLog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417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9622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5191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2702&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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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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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60,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7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3,6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6 3,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7 3,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8 244,5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1 7,054,14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2 510,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3 17,88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4 117,79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5 8,88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7 77,15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8 33,50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9 148,18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6,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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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12,2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87,765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1 83,42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1 109,743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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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特教班經費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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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少數族群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社團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新住民子女國際培力產學專班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少數族群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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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少數族群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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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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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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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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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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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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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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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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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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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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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少數族群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 少數族群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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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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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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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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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74218&log=detailLog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471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0193&log=detailLog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603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8391&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0347&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01500&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88039&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5809&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8523&log=detailLog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368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421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7082&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93104&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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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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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2 136,11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矯正教育作業要點 23,34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4 41,10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5 31,00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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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7 37,34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1 40,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2 3,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3 73,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4 864,92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5 1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 539,67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3 5,8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5 3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6 18,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7 10,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8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58,17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9 230,84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0 63,000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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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06特殊教育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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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直轄市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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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
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精進午餐廚房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7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及衛
生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
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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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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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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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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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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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自我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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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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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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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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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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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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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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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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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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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1 3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2 96,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3 3,37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1 33,67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2 80,39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3 6,4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4 8,36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5 30,02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6 299,08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7 67,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8 8,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9 74,99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10 1,02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 68,857 新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 88,243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 17,91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824,57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4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16,13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5 24,55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6 628,11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7 1,303,575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出國參加國際
技藝能及發明展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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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
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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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總召集
學校及分區召集學校設備經費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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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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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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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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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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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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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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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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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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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推動閱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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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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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老舊廁所整修工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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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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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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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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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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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充實及改善幼
兒園教學環境設施設備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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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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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代碼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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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138,649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540,52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153,5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39,95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41,29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 2,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1 120,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2 14,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4 34,29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162,027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21,513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02,09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8 小計 28,822,67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少數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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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特殊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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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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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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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活動
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8.02.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新增鐘點費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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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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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精進高級中等學校課程
與教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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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臨1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8.02.01)

臨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
習扶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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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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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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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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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合計 6,585,939

技職司 1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補助要點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 1,328,7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2 24,626 繼續適用

資科司 3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2,384,959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4 52,352 修正

終身教育司 5 11,55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6 205,175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 770,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 297,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主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108年度)補助原則或要點審議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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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代

碼及名稱
108年度

補助總額(B)

高等教育組第3次
(107.10.5)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城鄉數位落差要
點

數位建設-保障寬頻人權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數位建設-建設下世代科研
與智慧學習環境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高等教育組第4次
(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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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建設-普及國民寬頻上
網環境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7.9.5)

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
點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社會教育組第3次
(107.9.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
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之新建幼兒園園舍
作業要點

城鄉建設-少子化友善育兒
空間建設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校
園社區化改造計畫之學校社區共讀站
作業要點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擴建教室提供
各類服務作業要點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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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預算科目 審議情形

工作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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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計畫代

碼及名稱
108年度

補助總額(B)

國教署 9 231,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711,748 繼續適用

國教署 8 568,329 繼續適用

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

建設下世代科研與智慧學習
環境-建設下世代科研與智
慧學習環境

國民教育組第5次
(107.10.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公立高級中
等校辦理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計
畫經費要點

數位建設-建設下世代科研
與智慧學習環境

國民教育組第1次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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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建設-建設下世代科研
與智慧學習環境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國民教育組第6次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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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