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承辦人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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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慧 (02)7736-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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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筱崴 (02)7736-5897

高教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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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雅嵐 (02)7736-5901

高教司 3 教育部補助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要點 陳巧樺 (02)7736-6385

高教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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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鎮和 (02)7736-6305

高教司 5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 邱淑貞 (02)7736-6304

高教司 6
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學多元入學及考試調整精進作

業要點
張珮筠 (02)7736-5878

高教司 7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陳日閔 (02)7736-6713

高教司 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林心韻 (02)7736-6752

高教司 9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原住民專班實施要點 詹欽名 (02)7736-5875

高教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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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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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姮妤 (02)7736-6731

高教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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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姮妤 (02)7736-6731

高教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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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食品安全人才培育計畫要點 陳淑芬 (02)7736-6187

高教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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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煜倫 (02)7736-5774

高教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理系所品質保證要點 賴鵬聖 (02)7736-5891

高教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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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源 (02)7736-6758

高教司 1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魏妤戎 (02)7736-5904

高教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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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妤戎 (02)7736-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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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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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司 20 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作業要點 紀盈如 (02)7736-5654

高教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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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源 (02)7736-6758

高教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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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源 (02)7736-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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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逸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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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金補助及融資要點 謝雅惠 (02)7736-5424

技職司 7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

要點
趙薇 (02)7736-6180

技職司 8 教育部促進產學連結合作育才平臺補助要點 鄭淑真 (02)7736-6162

技職司 9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要點 鄭淑真 (02)7736-6162

技職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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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產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 黃雅妮 (02)7736-6164

技職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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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雅妮 (02)7736-6164

技職司 13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要點 鄭金興 (02)7736-5856

技職司 14 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林珊安 (02)7736-5858

技職司 15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獎助生團體保險要點 邱菁眉 (02)7736-6740

技職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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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秋香 (02)7736-5862

技職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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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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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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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職司 19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108年度海勤系科學生上船實習

計畫經費補助案
邱菁眉 (02)7736-6740

技職司 20 全國海勤系科學生上船實習前座談會 邱菁眉 (02)7736-6740

技職司 21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補助要點 蘇玫君 (02)7736-5850

師資藝教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羅尹伶 (02)7736-6668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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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孟嫺 (02)7736-6226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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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秀貞 (02)7736-5649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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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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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俞鈞 (02)7736-5658

師資藝教司 6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學術研討會作業

要點
張芳倍 (02)7736-6718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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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俞鈞 (02)7736-5658

師資藝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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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惠君 (02)7736-6225

師資藝教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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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藝教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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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藝教司 11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黃英培 (02)7736-6717

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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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思綺 (02)7736-5698

終身教育司 2 教育部補助辦理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蘇玉玲 (02)7736-5699

終身教育司 3 教育部補助辦理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蘇玉玲 (02)7736-5699

終身教育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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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娟 (02)7736-5676

終身教育司 5 教育部補助辦理家庭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鍾紋琪 (02)7736-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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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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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詠春 (02)7736-5681

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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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昭儒 (02)7736-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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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婉如 (02)7736-5546

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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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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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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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身教育司 12 教育部補助辦理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黃慧芬

蘇玉玲

(02)7736-5682

(02)7736-5699

學務特教司 1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

施要點
鄭浩宇 (02)7736-7890

學務特教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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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玲 (02)7736-7898

學務特教司 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要點 黃愛玲 (02)7736-7888

學務特教司 4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經費實施要點 鄭盈盈 (02)7736-7886

學務特教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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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特教司 6 教育部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 楊奕愔 (02)7736-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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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麗芬 (02)7736-7828

學務特教司 8
教育部補助執行教育服務役役男服勤管理工作經

費原則
程元慶 (02)7736-7842

學務特教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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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特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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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祥茗 (02)7736-7850

學務特教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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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特教司 12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

點
吳明杰 (02)7736-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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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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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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侑君 (02)7712-9122

資科司 6 教育部補助辦理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理原則 陸雲琪 (02)7712-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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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振豪 (02)771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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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乃瑾 (02)77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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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冠豪 (02)7712-9129

資科司 10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楊知諺 (02)7712-9075

資科司 11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數位落差要點 楊語承 (02)7712-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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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啟文 (02)7712-9091

國際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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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君怡 (02)7736-5577

國際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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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理及獎勵要點 廖苡亘 (02)7736-6314

國際司 4 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中心優化要點 廖苡亘 (02)7736-6314

國際司 5 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境外設立臺灣教育中心要點 蔡璿 (02)7736-6175

國際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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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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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 劉玉婷 (02)7736-5634

國際司 9 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 林亞芃 (02)7736-5765

國際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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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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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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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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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教育部補助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 謝瑞芝 (02)7736-6311

國際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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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教育部補助辦理兩岸(含港澳)學術教育交流活動

實施要點
夏知中 (02)7736-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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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美樺 (02)7736-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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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婷 (02)7736-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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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利盈蓉 (02)7736-7414

國教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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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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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依融 (02)7736-7438

國教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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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雅君 (02)7736-7429

國教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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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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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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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聿緯 (04)3706-1078

國教署 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原則
賴怡婷 (04)3706-1220

國教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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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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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綰婷 (04)3706-1433

國教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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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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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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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徤微 (04)37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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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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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駿凱 (04)370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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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施慧玲 (04)3706-1160

國教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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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經費實施要點 柯威名 (04)3706-1159

國教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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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郁蓁 (04)3706-1146

國教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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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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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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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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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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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韋綾 (04)3706-1283

國教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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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忠 (04)3706-1251

國教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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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忠 (04)3706-1251

國教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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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芳儀 (04)3706-1281

國教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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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穎琦 (02)7736-7422

國教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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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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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愛 (02)7736-7453

國教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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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佩娟 (02)7736-7446

國教署 3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書法教育實施

要點
吳嬿柔 (02)7736-7490

國教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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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淳翔 (02)7736-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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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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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珮涵 (02)7736-7474

國教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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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韶莛 (02)7736-7424

國教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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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慧禎 (04)3706-1257

國教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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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忠 (04)3706-1251

國教署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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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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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惠馨 (04)3706-1073

國教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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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雅玲 (04)3706-1533

國教署 4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處理不適任教師經

費作業要點
李伊婷 (04)3706-1541

國教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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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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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矯正教育作業

要點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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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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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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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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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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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學校午餐

人力要點

溫欣屏 (04)3706-1375

國教署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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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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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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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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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勛民 (04)3706-1231

國教署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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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昂諭 (04)3706-1221

國教署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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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韋綾 (04)3706-1283

國教署 54
九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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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霈 (04)3706-1121

國教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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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介銘 (04)3706-1129

國教署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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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惠貞 (04)3706-1232

國教署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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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永紳 (04)3706-1072

國教署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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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怡靜 (04)3706-1179

國教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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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怡靜 (04)3706-1179

國教署 6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呂佳璇 (04)3706-1167

國教署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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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冠傑 (04)3706-1157

國教署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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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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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苡樂 (04)3706-1161

國教署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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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芳瑜 (04)3706-1156

國教署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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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瓊華 (04)3706-1165

國教署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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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華 (02)7736-7481

國教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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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雅慧 (02)7736-7485

國教署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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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開雯 (02)7736-7450

第 9 頁，共 12 頁



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承辦人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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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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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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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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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邦敏 (02)7736-7460

國教署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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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邦敏 (02)7736-7460

國教署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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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儒 (02)7736-7724

國教署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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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儒 (02)7736-7724

國教署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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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佩娟 (02)7736-7496

國教署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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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宓盈 (02)7736-7433

國教署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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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華 (02)7736-7481

國教署 7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教育要點 陳冠穎 (02)7736-7476

國教署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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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姿言 (02)7736-7428

國教署 80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利盈蓉 (02)7736-7414

國教署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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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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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捷涵 (02)7736-7466

國教署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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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玲 (02)7736-7723

國教署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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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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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祥瑀 (04)3706-1207

國教署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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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芳瑜 (04)3706-1156

國教署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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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耀中 (04)3706-1163

國教署 8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要點 殷開雯 (02)7736-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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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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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芳儀 (04)3706-1281

國教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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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彥森 (04)3706-1071

國教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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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絲 (04)3706-1133

國教署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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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姵汝 (04)3706-1135

國教署 9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原住民族教育

要點
李俊葳 (04)3706-1254

國教署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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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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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世平 (02)7736-7482

國教署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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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玲 (02)7736-7440

國教署 97 校園社區化計畫-擴建教室提供各類服務作業要點 林莘芸 (02)7736-7418

國教署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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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邦敏 (02)7736-7460

國教署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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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淑旻 (02)7736-7456

國教署 10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辦理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數位建設計畫經費要點

汪育竹

黃郁珊

(04)3706-1144

(04)3706-1174

國教署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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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靜萍 (04)370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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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秀卿 (02)877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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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卉怡 (02)8771-1528

體育署 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樂活運動站實施要點 劉姵君 (02)8771-1972

體育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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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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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1-1027

體育署 6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作業要點 林逸茜 (02)877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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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序號 補助原則或要點名稱 承辦人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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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署 7
城鄉建設─2.4.1校園社區化改造開放學校體育設

施補助計畫
江羿萱 (02)877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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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懿含 (02)7736-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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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曉慧 (02)7736-5582

註1：已廢止或將廢止之原則要點，未列入本明細表中。
註2：尚未公告之原則要點，未列入本明細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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