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規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原住民族教育實施要點 陳錦慧 (02)7736-5771

綜規司 2 教育部補助辦理學校衛生活動要點 李美婷 (02)7736-5613

綜規司 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 曾婉茜 (02)7736-6754

高教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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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于萱 (02)7736-5885

高教司 2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 林巧雲 (02)7736-6229

高教司 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潘彥如 (02)7736-6061

高教司 4 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作業要點 潘彥如 (02)7736-6061

高教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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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鵬聖 (02)7736-5891

高教司 6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陳浩 (02)7736-5886

高教司 7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流計畫申請及經費使用原則 林姮妤 (02)7736-6731

高教司 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理系所品質保證要點 林承臻 (02)7736-5991

高教司 9 教育部補助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要點 張玉璇 (02)7736-6385

高教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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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意屏 (02)7736-6758

高教司 11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卓意屏 (02)7736-6758

高教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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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鎮和 (02)7736-6305

高教司 13
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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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鎮和 (02)7736-6305

高教司 14 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外興辦學生社會住宅空床作業要點 林鎮和 (02)7736-6305

高教司 15 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多元入學及考試調整精進作業要點 陳佳蓴 (02)7736-5892

高教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原住民專班實施要點 楊貴棻 (02)7736-5878

高教司 17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王健如 (02)7736-6719

高教司 18 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 王健如 (02)7736-6719

高教司 19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王健如 (02)7736-6719

高教司 2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沈瑋詩 (02)7736-6752

高教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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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瑋詩 (02)7736-6752

技職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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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錦綉 (02)7736-5844

技職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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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吟秋 (02)7736-5847

技職司 3 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 張家淇 (02)7736-6198

技職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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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兆樂 (02)7736-5406

技職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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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吟秋 (02)7736-5847

技職司 6 教育部青年儲蓄帳戶補助要點 李宜融 (02)7736-6193

主辦

單位
序號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補助原則或要點及聯絡窗口明細表

原則或要點  承辦人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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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司 7 教育部補助國立技專校院健全發展計畫經費要點 翁怡華 (02)7736-5839

技職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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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紫芳 (02)7736-6177

技職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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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智瑄 (02)7736-5852

技職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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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紫芳 (02)7736-6177

技職司 11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金補助及融資要點 謝雅惠 (02)7736-5452

技職司 12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要點 丁苑婷 (02)7736-6162

技職司 13 教育部促進產學連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 趙慧如 (02)7736-5845

技職司 14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點 林汝容 (02)7736-5863

技職司 15 教育部辦理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作業要點 楊雅婷 (02)7736-5857

技職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楊雅婷 (02)7736-5857

技職司 17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產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 蘇玫君 (02)7736-6164

技職司 18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 吳靜涵 (02)7736-5858

技職司 19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吳靜涵 (02)7736-5858

技職司 2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獎助生團體保險要點 凃婉婷 (02)7736-6823

技職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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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琇珊 (02)7736-5866

技職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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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琳晏 (02)7736-6184

師資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陳逸綾 (02)7736-5600

師資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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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昶智 (02)7736-5715

師資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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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茹舷 (02)7736-9470

師資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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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芳倍 (02)7736-6718

師資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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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小于 (02)7736-5663

師資司 6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張凱勝 (02)7736-5602

師資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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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筱嵐 (02)7736-5662

師資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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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秀慧 (02)7736-5605

師資司 9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 黃英培 (02)7736-5668

師資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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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佾其 (02)7736-5543

師資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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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佾其 (02)7736-5543

師資司 12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李易穎 (02)7736-5658

師資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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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蕙僑 (02)7736-5604

師資司 14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領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 曾孟嫺 (02)7736-6226

師資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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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茹雲 (02)7736-5536

師資司 16 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勵要點 張凱勝 (02)7736-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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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司 1 教育部補助媒體製作刊播終身學習節目或內容實施要點 王憶茹 (02)7736-6371

終身司 2 教育部補助辦理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韓智瀅 (02)7736-5705

終身司 3 教育部補助辦理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韓智瀅 (02)7736-5705

終身司 4 教育部補助及獎勵辦理社區大學業務實施要點 黃淑娟 (02)7736-5676

終身司 5 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要點
賴靜儀

謝秉衍

(02)7736-6804

(02)7736-5679

終身司 6 教育部補助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要點 張慧敏 (02)7736-5686

終身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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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逸真 (02)7736-5683

終身司 8 教育部補助教育基金會終身學習圈實施要點 林倢如 (02)7736-5546

終身司 9 教育部補助所屬社教機構推展終身教育實施要點 林梓惠 (02)7736-5691

終身司 10 教育部補助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蔡惠霞 (02)7736-6819

終身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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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鈺維 (02)7736-5690

學務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點 李靜慧 (02)7736-7810

學務司 2 教育部獎助生命教育碩博士論文及期刊論文要點 何依娜 (02)7736-7808

學務司 3 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專校院辦理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 何依娜 (02)7736-7808

學務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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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靜芳 (02)7736-7813

學務司 5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 洪麗芬 (02)7736-7828

學務司 6 教育部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 楊皓程 (02)7736-7812

學務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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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祥茗 (02)7736-7850

學務司 8 教育部補助辦理全民國防精神動員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黃于真 (02)7736-7860

學務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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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孔鐸 (02)7736-7839

學務司 10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吳明杰 (02)7736-7886

學務司 1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要點 孫葦庭 (02)7736-7888

學務司 12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經費實施要點 鄭浩宇 (02)7736-7890

學務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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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夏莉 (02)7736-7891

資科司 1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 黃凱琳 (02)7712-9104

資科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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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凱琳 (02)7712-9104

資科司 3 教育部補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胡郁芬 (02)7712-9105

資科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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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雯茜 (02)7712-9137

資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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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敬議 (02)7712-9123

資科司 6 教育部補助辦理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理原則 楊哲欣 (02)7712-9126

資科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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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雲琪 (02)7712-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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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科司 8 教育部補助辦理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畫要點 李佳昕 (02)7712-9131

資科司 9 教育部補助永續循環校園探索及示範計畫作業要點 黃維俊 (02)7712-9130

資科司 10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楊語承 (02)7712-9071

資科司 11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數位落差要點 游淑卿 (02)7712-9072

資科司 12 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網路區域網路中心管理運作要點 杜遠志 (02)7712-9093

資科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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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方 (02)7712-9087

資科司 14 教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路先導應用服務建置要點 陳建麒 (02)7712-9119

資科司 15 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跨國培育實施要點 賴湘薇 (02)7712-9133

國際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要點 杜丞左 (02)7736-5641

國際司 2 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林亞芃 (02)7736-5765

國際司 3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 陳妍樺 (02)7736-5735

國際司 4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要點 許之威 (02)7736-6175

國際司 5 教育部華語文能力測驗海外施測計畫 陳妍樺 (02)7736-5735

國際司 6 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境外設立臺灣教育中心要點 湯效蘭 (02)7736-6705

國際司 7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學生獎助學金及學費實施要點 王如玉 (02)7736-6704

國際司 8 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作業要點 許之威 (02)7736-6175

國際司 9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審查作業要點 湯效蘭 (02)7736-6705

國際司 10 教育部補助辦理聯繫輔導海外留學生要點 洪嘉青 (02)7736-5730

國際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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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乃文 (02)7736-5648

國際司 12 教育部補助留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洪雅君 (02)7736-5789

國際司 13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輔導工作實施要點 江奇晉 (02)7736-6712

國際司 14 教育部補助臺灣高等教育輸出計畫要點 黃瑋婷 (02)7736-6716

國際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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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巧芸 (02)7736-5910

國際司 16 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金要點 簡巧芸 (02)7736-5910

國際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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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凱欣 (02)7736-5742

國際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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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奇晉 (02)7736-6712

國際司 19 臺灣獎學金作業要點 黃瑋婷 (02)7736-6716

國際司 20 教育部獎補助外國人士來臺短期研究要點 李存御 (02)7736-6701

國際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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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巧芸 (02)7736-5910

國際司 22 教育部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要點 吳艷秋 (02)7736-6311

國際司 23 教育部補助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 林雅婷 (02)7736-5607

秘書處 1 教育部獎補助所屬機關(構)學校檔案管理經費使用要點 楊鎧蔆 (02)7736-7765

人事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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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冠妤 (02)7736-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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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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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芳瑀 (02)7736-5534

國教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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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健微 (04)3706-1125

國教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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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健微 (04)3706-1125

國教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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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昱中 (04)3706-1076

國教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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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鳳偲 (04)3706-1120

國教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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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慧 (04)3706-1127

國教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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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于虹 (04)3706-1602

國教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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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裴涵 (04)3706-1126

國教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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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怡靜 (04)3706-1070

國教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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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忠潔 (04)-3706-1135

國教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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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宛庭 (04)3706-1168

國教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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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宛庭 (04)3706-1168

國教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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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逸倫 (04)3706-1173

國教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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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怡婷 (04)3706-1117


國教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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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芷菁 (04)3706-1077

國教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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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瑩慈 (04)3706-1148

國教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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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彥森 (04)3706-1071

國教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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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郁珊 (04)3706-1133

國教署 18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暨機構作業要點 謝依純 (04)3706-1068

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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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育敏 (04)3706-1157

國教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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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孟橙 (04)3706-1155

國教署 2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林喬琳 (04)3706-1072

國教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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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喬琳 (04)3706-1072

國教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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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慧玲 (04)3706-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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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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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宜伶 (04)3706-1169

國教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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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姵呈 (04)3706-1166

國教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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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寶仁 (04)3706-1203

國教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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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寶仁 (04)3706-1203

國教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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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寶仁 (04)3706-1203

國教署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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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珮萱 (04)3706-1162

國教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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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薏茹 (04)3706-1152

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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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苡樂 (04)3706-1161

國教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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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苡樂 (04)3706-1161

國教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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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秦賢 (04)3706-1147

國教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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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慧英 (04)3706-1177

國教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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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芝 (04)3706-1234

國教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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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靜芝 (04)3706-1234

國教署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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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珉儀 (04)3706-1111

國教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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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于華 (04)3706-1142

國教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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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郁蓁 (04)3706-1146

國教署 40 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 洪子絜 (04)3706-1625

國教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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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建巖 (04)3706-1074

國教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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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建巖 (04)3706-1074

國教署 43 高級中等學校科學班辦理要點 周維聖 (04)3706-1649

國教署 44
921地震公私立學校修復重建教學建築與設施專案貸款利息補

助作業實施要點
洪子絜 (04)3706-1625

國教署 45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 梁世蓉 (04)3706-1122

國教署 46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 李炎璋 (04)3706-1113

國教署 47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

減免辦法
廖怡欣 (04)370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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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48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就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

法
廖怡欣 (04)3706-1124

國教署 49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作業要點 廖怡欣 (04)3706-1124

國教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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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家瑩 (04)3706-1171

國教署 51
教育部補助國際數理學科奧林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

良學生出國參加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林家瑩 (04)3706-1171

國教署 52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陳佩玲 (02)7736-7440

國教署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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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穎偵 (02)7736-7481

國教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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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姿言 (02)7736-7428

國教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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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柏捷 (02)7736-7492

國教署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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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綺萍 (02)7736-7446

國教署 5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書法教育實施要點 徐名儀 (02)7736-7442

國教署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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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宥甯 (02)7736-7497

國教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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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玟霓 (02)7736-7445

國教署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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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淨婷 (02)7736-7414

國教署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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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瓊之 (02)7736-7426

國教署 6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

多元學習作業要點
王姿勻 (02)7736-7485

國教署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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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銀真 (02)7736-7489

國教署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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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哲慈 (02)7736-7449

國教署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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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玟霓 (02)7736-7445

國教署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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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瓊之 (02)7736-7426

國教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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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瓊之 (02)7736-7426

國教署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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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璋 (02)7736-7494

國教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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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婷筠 (02)7736-7722

國教署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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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展億 (02)7736-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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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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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穎偵 (02)7736-7481

國教署 7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 謝雅君 (02)7736-7429

國教署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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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宜宏 (02)7736-7770

國教署 74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陳佩玲 (02)7736-7440

國教署 7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鄧心瑜 (02)7736-7749

國教署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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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璋 (02)7736-7494

國教署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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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筑珈 (02)7736-7721

國教署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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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雨蓁 (02)7736-7872

國教署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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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玲 (02)7736-7440

國教署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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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亞唐 (02)7736-7464

國教署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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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柔萱 (02)7736-7984

國教署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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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郁舒 (02)7736-7459

國教署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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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宜嶺 (02)7736-7473

國教署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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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玲 (02)7736-7723

國教署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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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逸欣 (02)7736-7786

國教署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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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玲 (02)7736-7723

國教署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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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秋華 (02)7736-7776

國教署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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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秋茹 (02)7736-7435

國教署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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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秀琪 (02)7736-7774

國教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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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乃文 (04)3706-1216

國教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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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正弘 (04)3706-1219

國教署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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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怡君 (04)3706-1280

國教署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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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雅芬 (04)3706-1283

國教署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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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俊葳

黃于珊
(04)3706-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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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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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敏琇 (04)3706-1259

國教署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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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美娟 (04)3706-1256

國教署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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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美娟 (04)3706-1256

國教署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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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尚上 (04)3706-1225

國教署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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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姝瑾 (04)3706-1227

國教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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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宛妤 (04)3706-1251

國教署 1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新住民子女教育要點 黃敬忠 (04)3706-1258

國教署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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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沂君 (04)3706-1207

國教署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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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于珊 (04)3706-1281

國教署 10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梁雅琪 (04)3706-1238

國教署 1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 韋翔齡 (04)3706-1226

國教署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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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宛妤 (04)3706-1251

國教署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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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明桂 (04)3706-1308

國教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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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証期 (04)3706-1373

國教署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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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君 (04)3706-1331

國教署 1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矯正教育作業要點 賴國鼎 (04)3706-1339

國教署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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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蘋

陳蓉璟

(04)3706-1318

(04)3706-1323

國教署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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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鈺淳 (04)3706-1327

國教署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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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秀

李修誼
(04)3706-1360

國教署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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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湘翎 (04)3706-1363

國教署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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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秀 (04)3706-1360

國教署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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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庭瑀 (04)3706-1313

國教署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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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獻芬 (04)3706-1372

國教署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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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佩真 04-3706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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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則或要點  承辦人  聯絡電話

國教署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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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碧之 04-37061535

國教署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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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聿緯 04-37061504

國教署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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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碧之 04-37061535

國教署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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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惠馨 04-37061531

國教署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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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秀玲 (04)3706-1414

國教署 124 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園天然災害復建經費補助要點 陳聖文 (04)3706-1437

體育署 1 教育部體育署獎勵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練實施要點 王方宜 (02)8771-1972

體育署 2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 徐瑄苓 (02)8771-1981

體育署 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游泳池作業要點 林芫如 (02)8771-1740

體育署 4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 翁子惠 (02)8771-1982

體育署 5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作業要點 宋佳靜 (02)8771-1019

體育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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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佳靜 (02)8771-1019

體育署 7 全國運動會舉辦準則 林采蓉 (02)8771-1942

體育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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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雅惠 (02)8771-1882

青年署 1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推動青年職涯輔導及發展獎補助要點 鄭淑文 (02)7736-5125

青年署 2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獎補助要點 呂羿潔 (02)7736-5134

青年署 3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促進青年公共參與獎補助作業要點 孫翠玲 (02)7736-5233

青年署 4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促進青年國際參與及交流獎補助要點 洪逸婷 (02)7736-5578

青年署 5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青年海外生活體驗專案貸款作業要點 劉郁均 (02)7736-5533

青年署 6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服務學習及海外志工獎補助要點 林秀環 (02)7736-5526

青年署 7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青年壯遊體驗學習獎補助要點 吳濬帆 (02)7736-5583

藝教館 1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實施要點 胡雅娟 (02)23110574#251

藝教館 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簡章 李俐俐 (02)2311057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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