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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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221,218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2 92,865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3 12,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4 20,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5 20,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6 90,794 修正

師資藝教司 7 2,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8 8,986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9 44,018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0 3,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1 22,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2 22,00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3 136,000 修正

師資藝教司 14 5,650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5 2,735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6 77,769 繼續適用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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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1推行藝術教育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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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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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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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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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教師專業發展
109.06.10社會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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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23社會教育組
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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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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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教師資格檢定及課程認定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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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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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教師資格檢定及課程認定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
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3師資職前培育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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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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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0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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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0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領域教材教法人
才培育計畫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4教師資格檢定及課程認定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
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1推行藝術教育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
學金作業要點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3師資職前培育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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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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師資藝教司 17 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 1,135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7 小計 782,170

終身教育司 1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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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0 修正

終身教育司 3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36,12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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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7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5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57,605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6 教育部補助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98,939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7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208,197 修正

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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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9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9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602,928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0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769,619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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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2 教育部臺灣本土語言文學獎實施要點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020 繼續適用

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行
政及督導

04教師資格檢定及課程認定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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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10社會教育組
第2次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路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要
點

01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路
03推行家庭教育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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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及獎勵辦理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
點

02推動社區教育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03推行家庭教育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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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05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
務

109.6.10社會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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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10社會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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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06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
推廣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06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
推廣

109.12.7社會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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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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終身教育司 13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18,800

終身司 13 小計 2,194,677

原住民族教育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本部分攤經費案

02推動社區教育

「200萬元以上未訂
定補助原則或要點
之補助計畫」繼續

適用案

109.9.15社會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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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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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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0,000 修正

高教司 3 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7,800 修正

高教司 4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70,37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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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63,535 繼續適用

高教司 7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8,8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8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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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1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680,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2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12,000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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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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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01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整體發
展獎助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01學術審議著作審查與設置
國家講座及學術獎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01學術審議著作審查與設置
國家講座及學術獎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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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02推動及改進大學招生制度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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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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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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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04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
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興建學生宿舍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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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內學生宿舍提升基本
設施及公共空間整體改善作業要點

04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
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外興辦學生社會住宅
空床作業要點

04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提升
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06引導學校多元發展及提升
教學品質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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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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高教司 14 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 270,258 繼續適用

高教司 14 小計 14,935,140

技職司 1 17,545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 20,837 繼續適用

技職司 3 171,63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4 239,913 繼續適用

技職司 5 78,418 繼續適用

技職司 6 6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7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補助及融資要點 0 修正

技職司 8 3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9 教育部促進產學連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 5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0 60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1 189,724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2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875,000 修正

技職司 13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 47,200 繼續適用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辦理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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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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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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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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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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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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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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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司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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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提110年第2次會議
審議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
金

01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
擬提110年第3次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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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引導學校發展多元特色及
教學創新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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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30.高等教育
組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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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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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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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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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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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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技職司 14 200,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5 4,751,65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6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180,5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7 583,5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8 27,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19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5,85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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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1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督導 27,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2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8,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3 教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 9,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4 28,62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5 教育部青年儲蓄帳戶補助要點 105,000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6 海事教育航輪大專及高職教材增印 2,831 繼續適用

技職司 26 小計 10,315,038

資科司 1 15,842 繼續適用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高教司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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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提110年第2次會議
審議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高
教司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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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要
點（高教司主政）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
交流及評鑑

擬提110年高等教育組
第1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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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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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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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
交流及評鑑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增進國際技能競賽及國
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就學就業能力作
業要點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興建學生宿舍貸款
利息實施要點（高教司主政）

03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建築貸
款利息

109.0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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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
要點（高教司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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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1強化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
導

04技職教育行政革新與國際
交流與評鑑

109.11.0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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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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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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資科司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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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適用

資科司 4 31,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5 65,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6 23,548 繼續適用

資科司 7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262,412 繼續適用

資科司 8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數位落差要點 128,431 繼續適用

資科司 9 26,382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0 56,577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1 67,617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2 681,209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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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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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5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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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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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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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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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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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科技教育計畫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及
督導

06偏鄉數位應用推動計畫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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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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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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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
建構大學電腦網路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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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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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及
督導

07科技教育計畫
108.08.08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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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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資科司 15 16,74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6 10,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6 小計 1,402,758

會計處 1      613,485 繼續適用

會計處 1 小計 613,485

青年署 1 青年生涯輔導 22,00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2 青年生涯輔導 56,176 繼續適用

青年署 3 青年公共參與 13,182 繼續適用

青年署 4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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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4 繼續適用

青年署 7 青年國際及體驗學習 33,800 繼續適用

青年署 7 小計 154,507

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跨國培育
實施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及
督導

07科技教育計畫
109.07.01高等教育組
第2次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
點(國教署要點)

資訊與科技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09.0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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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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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創新創業獎補助要
點

01辦理青年生涯輔導業務
109.11.5高等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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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24高等教育組
第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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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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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1高等教育組第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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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30高等教育組
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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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1高等教育組第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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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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4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11,794 繼續適用

國際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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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3 繼續適用

國際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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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9 繼續適用

國際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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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繼續適用

國際司 6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1,478 繼續適用

國際司 7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1,233 繼續適用

國際司 8 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作業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26,0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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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97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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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461,398 修正

國際司 12 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甄試簡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4,800 修正

國際司 13 留學獎學金甄試簡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30,000 修正

國際司 14 公費留學考試簡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395,134 修正

國際司 15 外國政府或學校贈送獎學金甄選簡章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3,700 修正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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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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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26綜合組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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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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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學生獎助學金及學
費實施要點

09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3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9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3.26綜合組第1次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
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0.5綜合組第3次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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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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國際司 16 教育部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2,257 修正

國際司 17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6,626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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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22 繼續適用

國際司 19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9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0 136,0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1 36,6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2 23,0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3 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287,288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4 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要點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5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5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90,000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6 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 1,553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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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96 繼續適用

國際司 27 小計 2,514,204

學務特教司 1 13,07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2 10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3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80,00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4 私立學校教學獎助 220,928 繼續適用

04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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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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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
金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行
政及督導

02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 109.5.26綜合組第2次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
學金作業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行
政及督導

02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 109.5.26綜合組第2次

教育部獎勵海外優秀僑生回國就讀大學校院
獎學金核發要點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行
政及督導

02學生公費及獎助學金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5.26綜合組第2次

新南向培英專案-教育部獎補助大學校院招收
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大學講師來臺攻讀學位計
畫

05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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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26綜合組第1次

09輔導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整體發展

109.10.5綜合組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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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教育部獎助生命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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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5綜合組第3次

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團體保險
作業原則

02私立大專校院輔導學生事
務工作及學生團體保險費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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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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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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學務特教司 5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14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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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7 67,621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8 8,29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9 2,10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0 565,251 修正

學務特教司 11 77,782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2 11,460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3 2,391 繼續適用

學務特教司 13 小計 1,23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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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3 繼續適用

綜規司 3 一般行政 101,250 繼續適用

綜規司 3 小計 125,443

人事處 1 一般行政 66,510 繼續適用

人事處 1 小計 6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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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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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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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26綜合組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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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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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9綜合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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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20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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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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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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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6綜合組第2次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
書刊

109.11.27綜合組第4
次

03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文教
書刊

109.10.5綜合組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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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5綜合組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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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26綜合組第1次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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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秘書處 1 一般行政 1,465 繼續適用

秘書處 1 小計 1,465

體育署 1 體育教育推展 160,0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2 體育教育推展 274,078 繼續適用

體育署 3 體育教育推展 130,0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4 體育教育推展 2,173,154 修正

體育署 5 體育教育推展 1,2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6 體育教育推展 3,000 新增

體育署 7 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 體育教育推展 41,200 新增

體育署 8 體育教育推展 4,750 新增

體育署 8 小計 2,78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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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05綜合組第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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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5綜合組第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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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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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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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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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5綜合組第3次

教育部體育署獎勵補助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
育高級中學運動績優選手獎學金實施要點

01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
發展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05輔導辦理全國運動會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教育部體育署充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
運動場館查核及輔導人力要點

07改善及輔導各年齡層運動
設施

109.11.27綜合分組第
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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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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 233,18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328,18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 294,813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45,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 7,22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 3,0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 21,08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 5,67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8,07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 708,61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 14,5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3 66,70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4 9,773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5 21,102 修正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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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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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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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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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附設國民中學部之公立高級中等
學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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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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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
地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綜合高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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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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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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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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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新增鐘點費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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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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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試辦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作業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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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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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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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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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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6 120,159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7 268,3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8 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9 275,83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 2,23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1 522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2 64,8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3 52,80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4 21,92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5 8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6 147,047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7 16,812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8 7,775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9 23,71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0 89,000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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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優化實作環境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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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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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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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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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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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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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110年4月或5月提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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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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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高級中等學校科學班辦理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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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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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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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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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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1 53,10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2 42,94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3 19,56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4 2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5 53,104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6 3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7 83,8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8 1,8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39 12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0 21,9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1 4,54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2 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53,2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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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28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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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旅行經費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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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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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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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技藝能競賽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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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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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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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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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1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
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獎勵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技術及職業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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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1高級中等學校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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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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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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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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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數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6 1,245,60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7 203,09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8 37,05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書法教育實施要點 12,3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0 58,35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1 54,67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2 35,118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3 3,3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學活化教學作業要點 632,29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5 46,4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6 23,42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7 51,19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8 251,54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59 67,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0 8,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1 47,019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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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1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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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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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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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1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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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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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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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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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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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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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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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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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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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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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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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2 45,801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3 47,69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 12,70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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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39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6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勵要點 17,38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59,43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8 854,08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69 46,35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0 75,32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1 教育部獎勵推動戶外教育成效卓著實施要點 3,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2 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3 1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4 8,260,8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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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2,011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6 18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7 11,218 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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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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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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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小學學校用書作業要
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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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2國民中小學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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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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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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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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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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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查通過之日期及

會議次數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8 62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79 39,11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0 485,81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1 1,925,592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2 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發放二至四歲幼兒育兒津貼作業要點 61,18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3 1,941,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4 7,2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5 372,12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6 21,49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7 3,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8 2,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8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102,956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0 4,216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139,720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2 1,000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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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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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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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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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興建公共化幼兒園園舍作業
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3學前教育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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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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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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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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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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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30國民教育組
第5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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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5少數族教育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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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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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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 300,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4 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5 60,5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6 115,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7 1,095,15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8 705,899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99 5,32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矯正教育作業要點 44,6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1 103,87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 122,4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 137,262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27,593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30,96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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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29,762 繼續適用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6特殊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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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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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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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1國民教育組
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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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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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族藝能
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4原住民族教育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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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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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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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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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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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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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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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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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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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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總

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146,1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15,797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總統教育獎辦理要點 2,97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28,902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獨立式中途學校作業要點 4,938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39,245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12,00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5 7,840 新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6 2,67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7 83,424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8 9,087 修正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9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園天然災害復建經費補助要點 51,5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0 409,395 繼續適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20 小計 32,173,52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私立幼兒園汰換及新購幼
童專用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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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健康中心設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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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28國民教育組
第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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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
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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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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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補助各該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場
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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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服務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8一般教育推展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加發教職
員資遣慰助金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8一般教育推展
109.6.29國民教育組
第4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校長
及教師相關特別獎勵措施經費作業要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8一般教育推展
108.10.1國民教育組
第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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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一般教育推展
107.12.19國民教育組
第6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教師專業審查會運作要
點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8一般教育推展
109.12.15國民教育組
第8次

國民及學前教育行政及
督導

08一般教育推展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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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17國民教育組
第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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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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8,215

高教司 1 建立雙語化國家計畫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 417,550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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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543 繼續適用

師資藝教司 1 12,625 修正

師資藝教司 2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14,55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1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17,800 繼續適用

終身教育司 2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18,600 修正

終身教育司 3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15,000 繼續適用

資科司 1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347,650 繼續適用

教育部主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期(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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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

總額

預計於110年度第2季提會
審議

109.7.1高教組第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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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建設-數位人才淬煉
109.9.15社會教育組第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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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第4
次

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
點

109.12.7社會教育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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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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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7社會教育組第4
次

1.基礎建設環境
2.數位人才淬煉
3.縮短5G偏鄉數位落差

109.12.24高等教育組第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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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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

總額

資科司 2 數位人才淬鍊 38,500 新增

國教署 1 基礎建設環境 271,000 修正

國教署 2 22,051,500 新增

國教署 3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405,000 繼續適用

國教署 4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470,99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1 22,000 繼續適用

體育署 2 63,000 修正

青年署 1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 25,000 新增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
型計畫要點

109.12.24高等教育組第5
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
建設計畫經費要點

109.12.15國民教育組第8
次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暨冷氣裝設計畫執行作業要點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
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

110.3.11國民教育組第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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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第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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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15國民教育組第8
次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樂活運動
站實施要點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計畫

109.11.27綜合分組第4次
會議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
發展經費原則

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
計畫

109.11.27綜合分組第4次
會議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地方政府打造
地方創生區域性青聚點作業要點

109.11.5高等教育組第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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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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補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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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用途別科目為
4005~4090等之預算，與「設備及投資」項下用途別科目為3045之預算，但不含維持基本運作所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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