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部 108 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一覽表 
優等 1 案（公共建設類）；甲等 66 案（社會發展類 31 案、科技發展類 16 案、公共建設類

19 案）；乙等 17 案（社會發展類 2 案、科技發展類 4 案、公共建設類 11 案） 

一、社會發展類、科技發展類（非公共建設類）計畫，53 案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主辦單位 評核
等第

1 106-110 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 社會發展 綜規司 甲等 

2 辦理原住民學生教育 社會發展 綜規司 甲等 

3 促進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計畫 社會發展 綜規司 甲等 

4 保障弱勢就學扶助方案 社會發展 高教司 甲等 

5 推動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社會發展 高教司 甲等 

6 玉山計畫 社會發展 高教司 甲等 

7 輔導私立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 社會發展 高教司 甲等 

8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社會發展 技職司 甲等 

9 技職深耕計畫第一部分 社會發展 技職司 甲等 

10 強化技職教育學制與特色 社會發展 技職司 甲等 

11 促進社區大學穩健發展 社會發展 終身司 甲等 

12 強化推展家庭教育 社會發展 終身司 甲等 

13 建構高齡教育學習體系 社會發展 終身司 甲等 

14 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
109) 社會發展 國際司 甲等 

15 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106-109) 社會發展 國際司 甲等 

16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社會發展 國際司 甲等 

17 擴招境外學生深化校園國際化 社會發展 國際司 甲等 

18 深化國際交流平臺促進國際連結 社會發展 國際司 甲等 

19 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素質導向師資培育 社會發展 師資司 甲等 

20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社會發展 師資司 甲等 

21 美感教育第二期五年計畫 社會發展 師資司 甲等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主辦單位 評核
等第

22 永續循環校園推廣計畫 社會發展 資科司 甲等 

23 網路學習發展 社會發展 資科司 甲等 

24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計畫 社會發展 資科司 甲等 

25 推動大專校院社團發展及營隊活動 社會發展 學務司 甲等 

26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社會發展 學務司 甲等 

27 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社會發展 學務司 甲等 

28 校園安全維護與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社會發展 學務司 甲等 

29 發展與改進大專校院特殊教育 社會發展 學務司 甲等 

3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社會發展 國教署 甲等 

31 辦理青年創新培力業務 社會發展 青年署 甲等 

32 校園食材登錄平臺及管理系統推廣實施計畫(結
合食品雲) 科技發展 綜規司 甲等 

33 「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科技創新
服務計畫」 科技發展 終身司 甲等 

34 偏郷數位應用推動計畫(4/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35 智慧製造產業創新提升人才培育計畫(3/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36 資訊安全人才培育計畫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37 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2/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38 數位學習深耕計畫(2/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39 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2/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0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2/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1 (前瞻計畫)4.5.1 建置校園智慧網路計畫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2 (前瞻計畫)4.5.2 強化數位教學暨學習資訊應用
環境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3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4 建構韌性防災校園與防災科技資源應用計畫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5 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1/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主辦單位 評核
等第

46 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計畫(1/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7 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1/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甲等 

48 推動技專校院國際化 社會發展 技職司 乙等 

49 強化大陸臺商子女學校校務發展 社會發展 國際司 乙等 

50 智慧聯網技術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3/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乙等 

51 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2/4) 科技發展 資科司 乙等 

52 5G 行動寬頻人才培育計畫(2/3) 科技發展 資科司 乙等 

53 (前瞻計畫)高中職學術連網全面優化頻寬提升 科技發展 國教署 乙等 

二、公共建設類計畫，31 案 

序號 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 評核
等第

1 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 年度) 國教署 優等 

2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高教司 甲等 

3 健康大樓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4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綜合新館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6 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7 國立宜蘭大學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8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住院大樓放射腫瘤部空間新建計
畫 高教司 甲等 

10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音律電機資訊大樓興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11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第二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12 臺灣生醫卓群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1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館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14 寶山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高教司 甲等 



序號 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 評核
等第

15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技職司 甲等 

16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第一學生宿舍拆除重建工程 技職司 甲等 

17 臺北科學藝術園區整體發展計畫 終身司 甲等 

18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活化校園空間擴大社區服務 國教署 甲等 

19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營造友善育兒空間 國教署 甲等 

20 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 體育署 甲等 

2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老人醫院暨高齡醫藥智慧照護發
展教育中心 高教司 乙等 

2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3 進修教育推廣大樓新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4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5 法學院館興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6 國立高雄大學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7 國立陽明大學士林校區創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 高教司 乙等 

28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產學營運中心大樓工程 技職司 乙等 

29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建設計畫 終身司 乙等 

30 建構合作共享的公共圖書館系統中長程個案計畫 終身司 乙等 

31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師大附中體育教學館(教學游泳池)
興建工程等 14 項工程 國教署 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