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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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辦理學校衛生活動要點 林楚凡 (02)7736-6306

綜規司 2 教育部補助辦理原住民教育實施要點 陳錦慧 (02)7736-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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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要點
林鎮和 (02)7736-6305

高教司 2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陳翔營 (02)7736-5889

高教司 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

制度試辦學校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張詩欣 (02)7736-5899

高教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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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育部辦理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

補助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林怡君 (02)7736-6714

高教司 6
教育部補助藝術與設計菁英國際進修實

施要點
劉惠媛 (02)7736-6178

高教司 7
教育部鼓勵學生參加藝術與設計類國際

競賽獎勵要點
劉惠媛 (02)7736-6178

高教司 8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理藝術及設計人

才培育計畫要點
劉惠媛 (02)7736-6178

高教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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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惠媛 (02)7736-6178

高教司 10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作業要點
江秀瑜 (02)7736-5871

高教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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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遠智 (02)7736-6156

高教司 12
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

菁英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傅遠智 (02)7736-6156

高教司 13
教育部補助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經費

要點
張凱佑 (02)7736-6385

高教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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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雯倩 (02)7736-6758

高教司 15
教育部補助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
徐慧潔 (02)7736-5769

高教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精進全英語學位學

制班別計畫要點
林姮妤 (02)7736-6731

高教司 17
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理能力

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傅遠智 (02)7736-6156

高教司 18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蔡函汝 (02)7736-5891

技職司 1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學生出國參加國際

性技藝能競賽作業要點
陳冠評 (02)7736-5847

技職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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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評 (02)7736-5847

技職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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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評 (02)7736-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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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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司 4
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

畫要點
鄭才新 (02)7736-6198

技職司 5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計畫

經費要點
洪兆樂 (02)7736-5406

技職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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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德 (02)7736-5853

技職司 7
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專校院設

備更新實施要點
蘇玫君 (02)7736-5850

技職司 8
教育部補助國立技專校院健全發展計畫

經費要點
林錦綉 (02)7736-5772

技職司 9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實務課程發展

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
林婉雯 (02)7736-5845

技職司 10 教育部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業要點 鄭淑真 (02)7736-6162

技職司 11
教育部補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延續計畫

要點
楊雅婷 (02)7736-5857

技職司 12
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理產

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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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試辦要點
鄭淑真 (02)7736-6162

技職司 15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學習型兼任助

理團體保險要點
王琇珊 02-7736-5866

技職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專畢業生投

入職場就業要點
高秋香 (02)7736-5862

技職司 17
教育部鼓勵技專校院辦理新南向外國學

生產學合作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王琇珊 (02)7736-5866

技職司 18
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專案計畫要點
王羚 (02)7736-5860

技職司 19
教育部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

越計畫要點
陳浩 (02)7736-5863

技職司 20
教育部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立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要點
陳浩 (02)7736-5863

技職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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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藝教司 1 教育部補助辦理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許碩芳 (02)7736-5653

師資藝教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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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欵 (02)7736-5419

師資藝教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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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茹雲 (02)7736-5536

師資藝教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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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小于 (02)7736-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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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藝教司 5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國外教

育見習課程計畫及教育實習課程計畫要

點

蕭小于 (02)7736-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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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世豪 (02)7736-5674

師資藝教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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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惠君 (02)7736-6225

師資藝教司 8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碩士

學位班經費作業要點

董姵希 (02)7736-5664

師資藝教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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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理教師在職進修經費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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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佩韻 (02)7736-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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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玉瀞 (02)7736-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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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筑 (02)7736-5679

終身教育司 5 原住民族部落大學補助要點 陳雅筑 (02)7736-5679

終身教育司 6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辦理原住民族

部落大學評鑑要點
陳雅筑 (02)7736-5679

終身教育司 7 教育部補助辦理家庭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王鈴雅 (02)7736-5685

終身教育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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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紋琪 (02)77365707

終身教育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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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長志 (02)7736-5681

終身教育司 10
教育部補助教育基金會終身學習圈實施

要點
蕭文如 (02)7736-5972

終身教育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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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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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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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莉娜 (02)7736-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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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特教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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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

隊活動要點
張智凱 (02)7736-7810

學務特教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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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育部補助辦理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宣

導活動實施要點
許永傑 (02)7736-7919

學務特教司 5
教育部補助推動防制校園霸凌安全學校

要點
許永傑 (02)7736-7919

學務特教司 6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推展校園學習

心肺復甦術知能研習實施原則
丁瑞昇 (02)7736-7848

學務特教司 7

教育部補助各級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

理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宣教活動實施要

點

黃于真 (02)7736-7865

學務特教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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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正宇 (02)7736-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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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靜蓉 (02)7736-7860

學務特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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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正宏 (02)7736-7842

學務特教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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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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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

境原則
黃蘭媖 (02)7736-7888

學務特教司 14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經費

實施要點
吳明杰 (02)7736-7886

學務特教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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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科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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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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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元 (02)7712-9122

資科司 3
教育部補助辦理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處理

原則
賀冠豪 (02)7712-9129

資科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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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女理 (02)7712-9126

資科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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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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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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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科司 7
教育部補助資通安全及網路先導應用服

務建置要點
左寧生 (02)7712-9082

資科司 8 教育部補助資訊教育推動要點 楊知諺 (02)7712-9075

資科司 9 教育部補助推動縮減數位落差要點 楊語承 (02)7712-9071

資科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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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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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教育部獎助醫師科學家人才培育計畫要

點
胡郁芬 (02)7712-9105

資科司 13 教育部補助永續校園推廣計畫作業要點 邱豐裕 (02)7712-9125

資科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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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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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抌凡 (02)7736-5581

國際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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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眉綺 (02)7736-5577

國際司 3
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

校任教要點
陳妍樺 (02)7736-5735

國際司 4 教育部華語文能力測驗海外施測計畫 陳鈺林 (02)7736-5765

國際司 5
教育部補助辦理僑民教育及活動實施要

點
郭真善 (02)7736-6704

國際司 6
教育部補助開拓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

求計畫要點
劉玉婷 (02)7736-5634

國際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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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 陳鈺林 (02)7736-5765

國際司 9
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化

要點
廖苡亘 (02)7736-6314

國際司 10
教育部補助辦理聯繫輔導海外留學生要

點
鄒楷 (02)7736-6733

國際司 11 教育部補助臺灣高等教育輸出計畫要點 李鈺美 (02)7736-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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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美娟 (02)7736-5778

國際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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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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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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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司 16 教育部補助大陸地區臺商學校實施要點 吳艷秋 (02)7736-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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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司 17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審查作業要點 湯效蘭 (02)7736-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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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欣謹 (02)7736-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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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常朋 (02)7736-5952

國教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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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勝傑 (04)3706-1118

國教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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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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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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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介銘 (04)3706-1115

國教署 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設備更新要點
陳思婷 (04)3706-1070

國教署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實施要點
鮑筱婷 (04)3706-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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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補助要點
曾奕叡 (04)3706-1073

國教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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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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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卉庭 (04)3706-1072

國教署 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理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

程要點

吳卉庭 (04)3706-1072

國教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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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云 (04)3706-1138

國教署 1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計畫要點
陳柏云 (04)3706-1138

國教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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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娥 (04)3706-1172

國教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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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娥 (04)3706-1172

國教署 1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綜合

高級中學課程作業規定
蔡宇萱 (04)3706-1148

國教署 1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高級

中學教育活動處理原則
劉于華 (04)3706-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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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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念庭 (04)3706-1174

國教署 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理就業導向課程專班作業要點
施慧玲 (04)3706-1160

國教署 2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產業特殊需求

類科獎補助作業要點
徐耀中 (04)3706-1163

國教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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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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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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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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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如 (04)3706-1154

國教署 2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理輪調式建教合作學生基礎訓練

作業要點

林秋伶 (04)3706-1162

國教署 2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職場體驗及業界實習經費作業

要點

陳銘凱 (04)3706-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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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銘凱 (04)3706-1158

國教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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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苡樂 (04)3706-1161

國教署 2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

辦理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及技藝競賽經

費作業原則

杜瓊華 (04)3706-1165

國教署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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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季蓉 (02)7736-7484

國教署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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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穎琦 (02)7736-7422

國教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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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女教育輔導計畫作業原則
陳儀珊 (04)3706-1228

國教署 3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閱讀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梁丹齡 (02)7736-7724

國教署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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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

洪秋瑋 (02)7736-7447

國教署 3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

教育要點
吳春燕 (02)7736-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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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3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補救

教學作業要點
陳佩玲 (02)7736-7440

國教署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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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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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秉諺 (02)7736-7474

國教署 4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
范淳翔 (02)7736-7497

國教署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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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沈倖妃 (02)7736-7487

國教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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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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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丹齡 (02)7736-7724

國教署 44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及獎勵要點 利盈蓉 (02)7736-7414

國教署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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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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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書法

教育實施要點
蔡佳妤 (02)7736-7490

國教署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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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佳昕 (02)7736-7485

國教署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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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實驗

教育要點
洪博亮 (02)7736-7478

國教署 5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偏遠

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作業要點
蔡昀臻 (02)7736-7720

免學費就學補助相關配

套措施：林佳怡
(02)7736-7438

推動教育優先區：洪博 (02)7736-7478

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夜光

天使點燈專案：王廷尹
(02)7736-7421

國中小學生無力繳交代

收代辦費：侯慶宜
(02)7736-7436

國中小推動夏日樂學試

辦計畫：王浩然
(02)7736-7498

國教署 5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及幼兒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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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共學夥伴學校締結

計畫：林幗貞
(02)7736-7481

教學訪問教師計畫：侯

慶宜
(02)7736-7436

國教署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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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鳳琪 (02)7736-7473

國教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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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捷涵 (02)7736-7466

國教署 5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公私

立幼兒園輔導計畫作業原則
柯雅齡 (02)7736-7461

國教署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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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彥伶 (02)7736-7469

幼兒園改善教學環境設

備：李沛軒
(02)7736-7471

公立幼兒園增班設園：

何婉玲
(02)7736-7465

社區(部落)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及改善幼兒園教

學環境設備：金和萱

(02)7736-7458

國教署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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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郁芬 (02)7736-7467

辦理教保研習：黃亦寧 (02)7736-7723

辦理幼兒園親職教育：

鄭雅文
(02)7736-7435

辦理未立案教保機構稽

查：莊捷涵
(02)7736-7466

辦理社區教保資源中

心：吳曉芬
(02)7736-7486

加置推動學前教保業務

專案臨時人力：盧鳳琪
(02)7736-7472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規定增置之人力：黃淑

娟

(02)7736-7432

鼓勵直轄市、縣(市)政

府成立幼教科(課)：吳

曉芬

(02)7736-7486

鼓勵私立幼兒園建立友

善工作環境：吳曉芬
(02)7736-7486

辦理社區(部落)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輔導：金和
(02)7736-7458

國教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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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 5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增設公立幼兒園（班）與社

區（部落）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改善幼

兒園教學環境設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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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私立幼兒園改善教

學環境設備：吳曉芬
(02)7736-7486

獎勵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升公共化教保服

務：林彥伶

(02)7736-7469

健全教保輔導團功能：

柯雅齡
(02)7736-7461

國教署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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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
黃亦寧 (02)7736-7723

國教署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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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淑晴 (04)3706-1237

國教署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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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慧禎 (04)3706-1257

國教署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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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懷琳 (04)3706-1255

國教署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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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新住民語

文樂學活動實施計畫
許士菁 (04)3706-1258

國教署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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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業務及十二年國民

基本教育階段業務：許
(04)3706-1225

學前教育階段業務：蔡

小玲
(04)3706-1227

學前教育階段業務：許

士菁
(04)3706-1227

綜合業務：賴東榮 (04)3706-1211

學務、輔導管教活動：

陳駿逸
(04)3706-1218

資源教室開班、外聘代

理教師經費：曾靜心
(04)3706-1214

集中式特教班開班：林

正弘
(04)3706-1219

兒童課後照顧、交通車

相關業務：程科翔
(04)3706-1226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林怡君
(04)3706-1222

特教學校未納編班：方

麗娟
(04)3706-1229

外聘專業人員、資源教

室輔導員：劉文興
(04)3706-1215

特教助理人員、特教學

生輔導經費：黃祥瑀
(04)3706-1207

國教署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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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理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

要點

67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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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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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麗娟 (04)3706-1229

國教署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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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宏彥 (04)3706-1376

國教署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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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靜芬 (04)3706-1339

國教署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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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706-1360

國教署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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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茶 (04)3706-1310

王廷穎 (02)7736-7421

胡文琳 (04)3706-1322

國教署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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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 7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立高級

中等學校營建工程經費作業原則
陳秀玲 (04)3706-1414

國教署 7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
李委蓁 (04)3706-1327

國教署 78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特

殊教育學校及高中職特教班經費作業原

則

林正弘 (04)3706-1219

國教署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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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儀珊 (04)3706-1228

國教署 8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要點
許士菁 (04)3706-1258

國教署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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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子絜 (04)3706-1251

國教署 8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試辦國民

中小學自造教育示範中心作業要點
胡馨文 (02)7736-7442

國教署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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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
王勛民 (04)3706-1231

國教署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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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建仲 (04)3706-1531

國教署 8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理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新住民語文競賽作業要點
洪慧禎 (04)3706-1257

國教署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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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原住民族社團要點
林韋綾 (04)3706-1263

國教署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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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宏茂 (04)3706-1334

國教署 7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促進家長

參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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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 8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

女教育行政人力要點
陳儀珊 (04)3706-1251

國教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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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子絜 (04)3706-1251

國教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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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連芳蘭 (02)7736-7749

國教署 9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

學整建興建午餐廚房硬體修繕充實設備

實施計畫

廖政暉 (04)3706-1352

國教署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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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6-1263

國教署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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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署 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

展經費原則
董芯妤 (02)8771-1982

體育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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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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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游

泳池作業要點
黃卉怡 (02)877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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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展瑋 (02)8771-1985

體育署 6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樂活運動站

實施要點
林春妃 (02)8771-1016

體育署 7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學校設置更衣淋浴間

實施要點
林春妃 (02)8771-1016

青年署 1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生

涯輔導工作計畫要點
鄭淑文 (02)7736-5125

青年署 2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補助大專畢業生創業

服務計畫經費審查作業要點
呂羿潔 (02)7736-5135

青年署 3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加強青年志工服務補

助作業要點
胡耿豪 (02)7736-5179

青年署 4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促進青年公共參與獎

補助作業要點
鄭元齊 (02)7736-5232

青年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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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青年海外生活體驗專

案貸款作業要點
楊壹鈞 (02)7736-5530

青年署 7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服務學習及海外志工

獎補助要點
王 琳 (02)7736-5553

青年署 8
教育部青年發展署青年壯遊體驗學習獎

補助要點
蕭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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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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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尚未公告之原則要點，未列入本明細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