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中程施政計畫（106至 109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培育多元創新人才

（一）階段性落實適性發展的十二年國教

１、優先投入資源，持續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優質提升，期使各就學區內有優質適量的高級

中等學校可提供學生就近入學。

２、協助學生性向試探，提供學生適性入學管道，鼓勵就近入學，並持續推動高級中等學

校優先免試。

３、推動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協助學生認識未來職業世界；提供生涯輔導資訊，以供學生

生涯規劃與抉擇。

４、鼓勵就學區推動優先免試，逐年提升優先免試名額比率，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

勵就近入學及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益。

５、落實「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及課程目標，規劃並推動課程配套措

施。

６、鼓勵實驗教育，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與教育模式，以適合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習路徑。

（二）培養學生的前瞻應用能力

１、再造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

（１）縮短學用落差，培育未來技職人才

Ａ、建立技專校院實務選才機制，落實技職技術能力導向，調整招生機制，以

建立彈性的入學管道。

Ｂ、建立產學合作人才培育機制，透過產業的高度參與，培育學用合一的技職

人才。

Ｃ、提供彈性的學制，暢通回流教育，銜接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務，提升職場競

爭力。

（２）營造產學研合一的學習環境，帶動在地經濟成長

Ａ、促進區域形成產學研生態系統聯盟，結合政府、學研機構及區域產業能量，

帶動學校與區域產業聚落連結合作，提升區域經濟成長。

Ｂ、強化創新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技術移轉機制，協助創新創業團隊育成及資源

連結，支持衍生企業發展，創造雙贏的產學鏈結。

（３）布局東南亞，提升國際競爭力

Ａ、培育東南亞經貿、產業之專業人才，並配合產業實習等配套連結產學，發

展成為東南亞國家專業技術人才及技術訓練師資之培育基地。

Ｂ、強化技職學生國際經驗及語言能力，並透過交換、雙聯及國際實習提升國

際移動力。

２、發展創新特色的高等教育

（１）鼓勵學校建立特色，提升教育品質：鼓勵大學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及優勢，建立

學校特色，提升教育品質。

（２）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創造在地價值

Ａ、推動以「連結未來、連結在地、連結國際」之高等教育創新措施，強化學

生學習成效及就業力。

Ｂ、推動「新南向政策」，包含校際交流、國內學生赴東南亞研修與交換、擴

大招收東南亞僑生及境外生、教研人員重要研究議題。

Ｃ、配合五大創新研發計畫推動先導計畫，整合產學研及國外技術資源，形成

產業聚落，建立新創基地，引進國內外優秀人才及資金之投入，帶動產業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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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鼓勵跨領域學習，縮短學用落差：推動以學院為核心之跨域整合人才培育措施，

結合產業資源，引進業師共同授課傳授實務經驗，開設創意創新課程。建置學

校與產業溝通平臺，強化產學連結，縮短學用落差。

（４）平衡區域發展，推動大學轉型：配合國家產業及各類族群就學需求，鼓勵各校

重新審視特色與優勢，結合地方產業，調整學校系所，培養社會所需之專業人

才。制定專法鼓勵高教創新轉型、提供改辦誘因，並成立新臺幣 50億元基金，

處理學校轉型退場及教職員工生安置輔導。

（５）協助研發成果商品化，推動創新創業：鼓勵師生積極研發並提升創業精神與知

能，提供展示平臺與產業對接，協助研發成果商品化與創業育成。

３、培育學生多元創新能力

（１）推動人文社科、重點科技及跨領域先導型計畫，開創前瞻與跨界人才培育模式，

提升學生跨域知識整合能力。

（２）培養學生運算思維能力，建構數位學習環境及推動數位學習創新教學模式，組

織輔導團隊，協助教師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辦理經驗交流與

推廣活動。

（３）推動創新自造教育：推廣自造運動文化，鼓勵師生參與動手實做，培養以科學

精神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激發創造力與夢想的實踐力。

（４）推動美感教育，並加強推展藝術教育，增進學生生活美學素養。

４、培育宏觀視野的國際人才

（１）深化國際交流平臺，善盡國際公民義務

Ａ、持續與國外洽簽教育協定與備忘錄，與國外進行學歷採認、師生互訪與交

流、臺灣研究講座等學術合作等事項。

Ｂ、推動雙邊或多邊教育論壇與會議，同時善用我技職教育優勢，深耕東南亞

及南亞，將臺灣教育經驗帶向世界。

Ｃ、結合駐外館處與各國駐臺機構，邀訪重要外賓，系統性介紹我國教育、促

成簽訂協議並推廣相關政策之功能目的。

（２）雙向學習交流，促進人才流動

Ａ、布局人才培育：配合五大創新產業需求，選送優秀學生赴國際重點區域研

究，盤點公費留學考試相關學門及研究領域，透過公費留考學門與全球研

究同步，培育高階博士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強化與世界百大學校共同合作

設置獎學金，以培育高階人才，另藉由加強選送學生赴重點區域國家研修

或實習等措施，精進人才培育。

Ｂ、擴招境外學生：行銷留學臺灣之優勢，強化東南亞及南亞之布局，開發多

元招生策略與拓展新生源，並擴大境外學生選擇來臺留學、研修與實習機

會，以促進人才流動。

（３）推動華語文八年計畫，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

Ａ、提升華語文教育機構量能，打造華師培育基地，開拓海外華語文市場。

Ｂ、推廣專業華語文能力測驗，建立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開發華語文實體

及數位教材。

Ｃ、結合文化節慶活動，規劃從生活中學華語，擴大國際行銷，以推動學華語

到臺灣。

（三）維護國民的多元學習權益

１、建構公共多元的終身教育

（１）深化社區教育：建立社區大學及學習型城市等多元終身學習管道，增加成人學

習參與率。

（２）建構高齡社會之樂齡學習網路：因應高齡化社會，廣設樂齡學習中心提供高齡

者在地學習機會，培育高齡教育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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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強化推展家庭教育：結合中央、地方與民間推動預防及支持性家庭教育，以多

元管道強化家庭價值及理念宣導。

（４）提升國立社教機構服務品質：推動部屬社教機構創新科技服務模式，提供全民

樂學之智慧學習場域。

（５）跨域體驗終身樂學－國立社教機構跨域加值發展計畫：整合所屬社教機構，建

立豐富多樣、全民樂學的學習環境，兼含跨域加值的經濟效能。

２、充裕專業的優質師資

（１）修正「師資培育法」，調整教師資格取得為先檢定後實習。

（２）追求優質適量的師資培育，精進師資供需評估機制，確保品質。

（３）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調整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配套。

（４）推動中小學智慧型適性診斷與互動式教師適性教學輔助措施。

（５）建立由下而上教師專業成長機制，並鼓勵參加專業發展學習社群。

（６）協助各地方政府健全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落實教學輔導機制，形塑教與學對

話之教師文化。

（７）推動國中小教師合理員額，降低代課教師人數、落實專長授課，並解決偏鄉師

資人力不足問題。

（８）推動國中小跨校師資合聘，確保教學現場人力有效運用及達成專長授課。

３、保障弱勢學生的受教權益

（１）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提供各類學雜費減免、助學金、生活助學金及就學貸

款等協助措施，以減輕就學費用負擔。

（２）保障偏鄉學生受教權益，並擴大招收經濟弱勢學生進入大專校院就讀。

（３）建構個別適性的特殊教育，加強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並規劃特殊教育教材教具、

輔具及電腦輔助教學軟體支持網絡。

（４）推動學生學習精進，落實分組活化教學，確保學生基本學力。

（５）推動數位學伴計畫，擴展偏郷學童學習視野及多元學習管道。

４、促進多元族群發展的教育

（１）規劃新住民子女教育師資培訓，深入多元文化課程

Ａ、強化多元文化教育。

Ｂ、培育新住民師資及專業人力。

Ｃ、規劃課程設計與實施方式。

（２）落實新住民子女多元學習資源，接軌國際移動力

Ａ、推動多元文化教育及國際交流活動。

Ｂ、推動新住民子女返回父母原生國技能訓練或職場體驗。

Ｃ、推動新住民語文課程輔助學習機制。

（３）推動本土語言及本土文化傳承

Ａ、持續研發多元本土語文教材及資源。

Ｂ、持續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辦理本土教育相關活動。

（４）強化原住民族教育發展，培育原住民族需求人才

Ａ、檢討並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制與政策。

Ｂ、推動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Ｃ、改善學習環境，提升原住民族學生學習品質。

Ｄ、強化高等教育原住民族人才培育。

Ｅ、精進原住民族師資素質，提升原住民族文化或多元文化專業能力。

Ｆ、協助原住民族學生適性發展，落實學習及生活輔導措施。

二、營造優質教育環境

營造安全永續的友善校園

１、提供優質公共的學前教育

（１）逐步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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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並建構政府與民間非營

利團體合作機制，以擴大近便性及可及性兼具之公共化教保服務，並確保

弱勢地區教保服務供應量。

Ｂ、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園舍規劃專業知能，並補助公立幼兒園充實環境設備相

關經費。

（２）引導私立幼兒園改善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條件

Ａ、辦理幼兒園基礎評鑑，確保幼兒園合法營運，保障教職員工就業基本權益。

Ｂ、獎勵提供友善職場之私立幼兒園，引領其他私立幼兒園朝友善職場邁進。

Ｃ、訂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薪資支給基準，提供有保障之薪資待遇福

利及合理之勞動條件。

（３）減輕家長經濟負擔提升幼兒入園機會：提供 5歲幼兒就學輔助措施，減輕家長

負擔維護幼兒受教權益。

２、提供永續發展的學習環境

（１）提升校園學習環境安全，協助改善校園軟硬體及相關設施設備，針對公立中小

學校舍，加速老舊校舍整建及相關設備耐震補強工程。

（２）推動各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落實校園食安管理、傳染病防治及各項預防保健

措施。

（３）完備學校三級輔導體制、增設專業輔導人員，落實生命教育，促進學生身心健

康及全人發展。

（４）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促進性別實質平等；落實人權及品德教育，營造尊重人權

的教育環境。

（５）加強維護校園安全，防制校園霸凌，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落實教育宣導、關

懷清查、春暉輔導三級預防工作，防止藥物濫用。

（６）推動永續校園建置，落實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整合體系，促進環境及防災

教育之推廣與創新。

（７）鼓勵大專校院投入資源改善學生住宿環境。

三、促進青年創新發展

協助青年職涯發展及提升公共參與

１、協助職涯探索、職場體驗及創新創業

（１）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整合學校與各界相關資源、增進經驗交流，並提

升職涯輔導相關人員知能，提倡學生多樣化職涯發展模式、強化職涯輔導效能

並縮短學用落差。

（２）協助在學青年了解職場環境及建立正確工作觀念及態度，並增進工讀見習青年

待遇及福利，提升青年勞動權益知能。

（３）協助青年適才適性發展，鼓勵 18歲青年參與職場體驗、偏鄉服務及國際志工等

多元體驗。

（４）協助未升學未就學青少年適性發展，並輔導其轉銜就學、參加職訓或就業。

（５）辦理創新培力活動，活絡校園創業氛圍，營造校園開放友善的創業生態，協助

青年創業圓夢，針對在地經濟產業，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提供大專畢業生

創業實驗場域。

２、深化公共參與及國際體驗

（１）擴大青年政策參與管道，強化青年諮詢會組織功能，建構跨越地理及時間限制

的公共政策審議、建言及參與平臺。

（２）強化青年志工參與機制，整合國內外志願服務資源及組織，發展青年志工多元

服務內容。

（３）連結公私部門、第三部門、社區等資源，培育青年公共參與人才，建構青年社

會參與的實踐平臺，鼓勵青年參與社會創新及行動實踐。

（４）加強青年國際事務知能與行動力，促進跨國青年合作與交流。
5-4



（５）推動青年壯遊，拓展體驗學習多元管道，培育青年前瞻能力。

四、打造活力運動競技

推展全民健康運動及提升國際競技實力

１、培養學生規律的運動習慣

（１）落實執行學生每週體育活動除體育課外應達 150分鐘。

（２）推動多元化運動選項機會，學習運動技能。

（３）提供充足的體育教學空間與器材，設計多元課程，活絡校園體育，增進學生活

力及體適能，並建立學生規律運動習慣。

（４）持續推動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加強辦理學生水域安全教育與宣導活動。

（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或觀賞運動賽事或表演。

２、營造全民樂活的運動環境

（１）蓬勃社區運動風氣，以中央地方攜手、公私協力之模式，並針對不同年齡層、群

體、族群推出創新推廣方案，建立全民規律運動習慣，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

（２）培育全民運動指導人力，指導國人以正確觀念從事運動；周延獎勵措施，鼓勵

機關、團體及企業機構聘請體育專業人員推動組織內體育活動，協助個人投入

運動參與行列。

（３）推動運動空間便利化，充分利用公有閒置空間，強化運動設施維護管理，建構

隨處可安全運動的生活環境。

（４）訂定運動服務業發展計畫，推行職業運動；開創運動服務產業異業合作模式，

建立多角化運動專業服務；加強籌辦國際賽事，培育運動產業人才，以擴大運

動參與及觀賞人口，並增加運動服務業產值及就業。

３、實現國際卓越的競技實力

（１）建構完善選、訓、賽、輔、獎制度，爭取國際競賽佳績

Ａ、落實運動科學選才，擴大奪牌優勢項目，提升培訓效益。

Ｂ、強化運動人才四級培訓體系，建立國家接班梯隊，強化教練培育，奠定競

爭基礎。

Ｃ、建立國家隊及國家青年隊分級參賽制度，落實參賽目標。

Ｄ、完善運動選手輔導照顧制度，強化專責運動訓練機構及單項協會組織效能，

完備後勤支援。

Ｅ、健全優秀選手及教練獎勵制度，建立合理公平獎勵機制。

（２）整合既有場館設施，逐步發展國際級運動賽會園區，並建立管理系統，改善硬

體建設，促進區域體運發展。

（３）積極參與國際體育運動組織與活動，並爭取主辦國際運動賽會與會議在臺舉行。

（４）強化國際體育人才培育、開展體育事務與國際接軌；配合 2017年臺北世大運與

2019年東亞青運之舉辦，落實多方培育國際體育賽會服務人才。

五、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１、加強資本門預算執行，提升經費運用效益。

２、精實概算籌編，有效運用整體教育資源，達成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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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9年度

目標值

1 階段性落實適

性發展的十二

年國教

1 高級中等學

校辦理優先

免試入學總

招生名額比

率

1 統計

數據

本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招生

名額÷本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總核定招

生名額×100%

7%

2 培養學生的前

瞻應用能力

1 技專校院專

任教師具實

務經驗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技專校院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專任教師具實務經驗人數÷本年度

技專校院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專

任教師總人數×100%

60%

2 學生參與創

新創業課程

後組成之創

業團隊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學生參與創新創業課程後組成

之創業團隊數

600隊

3 學生參與數

位應用或前

瞻能力相關

課程成長比

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前瞻能

力相關課程人次－上年度學生參與數

位應用或前瞻能力相關課程人次）÷上

年度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前瞻能力相

關課程人次×100%

8%

4 在臺留學或

研習之南向

國家學生人

數（含華語

生）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南向國家（東協＋印度）學生

人數總和

43,923人

3 維護國民的多

元學習權益

1 成人參與學

習比率

3 問卷

調查

本年度 18 歲以上成人透過多元終身學

習管道參與學習人數÷本年度全國 18

歲以上成人總人數×100%（前述 18 歲

以上成人不包含正規教育學制在學學

生）

35%

2 降低國小代

課教師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國小代課教師人數÷本年度全國

國小教師總人數×100%

5%

3 各類學伴陪

伴偏鄉及相

對不利地區

學童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參與數位學伴計畫之學生人數

＋大手攜小手計畫所服務之學生人數

＋國際學伴計畫所服務之學生人數＋

參與夜光天使點燈專案之學生人數

3,555人

4 新住民語文

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增能

培訓通過評

量合格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增能培訓通過評量合格人數÷本年度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增能培訓

人數×100%

80%

4 營造安全永續

的友善校園

1 公共化幼兒

園增設班級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各地方政府新設之公共化幼兒

園（含非營利幼兒園及公立幼兒園）

18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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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109年度

目標值

數量 班級數

2 耐震補強及

整建工程完

成發包累計

比率

1 進度

控管

本年度累計完成補強及整建工程發包

之校舍棟數÷預定補強及整建工程發包

之校舍總棟數×100%

100%

5 協助青年職涯

發展及提升公

共參與

1 提供青年職

涯探索、職

場體驗及創

新創業機會

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提供青年職涯探索、職場體驗

及創新創業機會總數

124,000個

2 青年參與志

工服務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15至 30歲青年參與國內外志願

服務總人次÷本年度 15至 30歲青年總

人數×100%

6.4%

6 推展全民健康

運動及提升國

際競技實力

1 實施在校運

動150分鐘校

數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實施在校運動 150分鐘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校數÷本年度全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總校數×100%

80%

2 運動服務產

業經濟產值

年增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運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上

年度運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上年度

運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100%

1.9%

3 參加國際運

動競賽獲得

前 3 名總獎

牌數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依據奧亞運各單項運動協會遴

派代表隊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得前 3

名總獎牌數

575面

7 妥適配置預算

資源，提升預

算執行效率

1 機關年度資

本門預算執

行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應付

未付數＋資本門賸餘數）÷（資本門預

算數）×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原

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數）

92%

2 機關於中程

歲出概算額

度內編報情

形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歲出概算編報數－本年度中

程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本年度中程

歲出概算額度核列數×100%

5%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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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KPI關聯

培育多元創

新人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100-109 社會發展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優

先免試入學總招生名

額比率

數位學伴計畫 105-108 其它 各類學伴陪伴偏鄉及

相對不利地區學童數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畫 106-109 其它 學生參與創新創業課

程後組成之創業團隊

數

高等教育競爭性經費延續計畫 106-106 社會發展 學生參與創新創業課

程後組成之創業團隊

數

高教深耕計畫 107-111 社會發展 學生參與創新創業課

程後組成之創業團隊

數

產學合作、技職教師進修及研習 106-106 其它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技職教育行政革新及國際交流與評鑑 106-106 其它 無

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102-106 社會發展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獎勵科技校院教學卓越計畫（延續計

畫）

106-106 社會發展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推動技職教育再造－設備更新計畫 103-106 公共建設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第三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 107-111 社會發展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第三期推動技職教育再造－設備更新計

畫

107-111 公共建設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強化技職教育學制與特色 106-106 其它 無

輔導改進技專校院之管理發展 106-106 其它 無

推動典範科技大學延續計畫 106-106 社會發展 技專校院專任教師具

實務經驗比率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106-111 其它 無

推動學習型城市計畫 106-109 其它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 106-109 其它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發展高齡社會之樂齡學習網絡中程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推展家庭教育 106-106 其它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智慧服務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

創新服務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跨域體驗終身樂學－國立社教機構跨域

加值發展計畫

103-106 公共建設 成人參與學習比率

深化國際交流平臺促進國際連結 106-109 其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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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KPI關聯

布局全球強化人才培育 106-109 其它 無

擴招境外學生深化校園國際化 106-109 其它 在臺留學或研習之南

向國家學生人數（含

華語生）

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

（102-109）

102-109 社會發展 在臺留學或研習之南

向國家學生人數（含

華語生）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 106-109 其它 在臺留學或研習之南

向國家學生人數（含

華語生）

推動海外臺灣學校發展方案 106-109 其它 無

強化大陸臺商子女學校校務發展 105-109 其它 無

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103-107 其它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加強推展藝術教育 103-107 其它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建置適性教學輔助平臺 106-109 其它 無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106-109 其它 無

多元教師在職進修 106-109 其它 無

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師資培育 106-109 其它 無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完備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配套

106-109 其它 無

建構培用合一偏鄉及原住民語師資 106-109 其它 無

獎勵優良教師 106-109 其它 無

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 103-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 103-106 科技發展 無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103-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103-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育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

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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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KPI關聯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第二期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 105-108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行

動寬頻尖端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103-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推

廣校園4G創新應用服務計畫

105-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生產力 4.0產業創新提升人才培育 106-109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智慧聯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 106-109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資訊安全人才培育 106-109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網路學習發展－教育雲：校園數位學習

普及服務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06-109 其它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路維運計畫 105-106 科技發展 學生參與數位應用或

前瞻能力相關課程成

長比率

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 105-109 其它 無

營造優質教

育環境

優質教保發展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公共化幼兒園增設班

級數量

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 106-109 社會發展 公共化幼兒園增設班

級數量

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

善計畫

106-108 公共建設 耐震補強及整建工程

完成發包累計比率

學校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精進計

畫

104-107 科技發展 無

永續校園局部改造計畫 106-109 其它 無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106-106 公共建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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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與KPI關聯

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106-109 其它 無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103-106 其它 無

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106-109 其它 無

促進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計畫（含校園食

材登錄平臺及管理系統推廣實施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無

促進青年創

新發展

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106-109 其它 提供青年職涯探索、

職場體驗及創新創業

機會數

協助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適性轉銜 106-109 其它 提供青年職涯探索、

職場體驗及創新創業

機會數

辦理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106-109 其它 提供青年職涯探索、

職場體驗及創新創業

機會數

擴大青年政策參與管道，建立青年學生

政策參與整合平臺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加強青年志工參與計畫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推動青年國際交流及體驗學習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推動青年服務學習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建置壯遊體驗學習網絡 106-109 其它 青年參與志工服務比

率

打造活力運

動競技

SH150方案 106-109 其它 實施在校運動150分鐘

校數比率

強棒計畫 103-106 社會發展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

得前 3名總獎牌數、運

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

年增率

提升國家競技實力之運動醫學暨科學輔

助計畫

104-107 科技發展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

得前 3名總獎牌數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籌辦計畫 101-106 公共建設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

得前 3名總獎牌數、運

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

年增率

2019臺中東亞青年運動會籌辦計畫 105-108 社會發展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

得前 3名總獎牌數、運

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

年增率

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 98-113 公共建設 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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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修正及接續內容） 得前 3名總獎牌數、運

動服務產業經濟產值

年增率

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 99-108 公共建設 運動服務產業經濟產

值年增率

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畫 102-107 公共建設 運動服務產業經濟產

值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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