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行動方案 推動計畫名稱 待辦事項 預期效益 聯絡窗口 備註

1
二、設立華語文推

動專責組織

(MEGDC)

辦理華語文專責

組織設立及推動

計畫

1.規劃設立華語文推動專責組織：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全球

發展協會(MEGDC)
(1)研擬MEGDC設立要點、發展策略

(2)規劃及辦理MEGDC委外/補助事宜

(3)成立MEGDC專案辦公室

(4)規劃MEGDC辦理以下事項：

  a.擔任我國華語文教育對外及對內服務窗口

  b.執行長期市場情資之蒐集與分析

  c.建立華語文師資（教師與教學助理）媒合平臺，執行華語

文師資派外工作

  d.連結外派師資與華語文教材廠商

  e.建立華語文教育系所及華語中心國際交流平臺

  f.辦理華語文師資人力培訓

  g.辦理「破冰計畫」計畫遴選、補助及行政管理

  h.辦理策略性團體來臺研習華語審查與補助

  i.辦理國際行銷

  j.辦理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審查

1.設置推動華語文政

策的專責組織，俾利

政策執行的事權及人

力到位。

2.建立華語文推動各

項辦理機制。

吳珮君

7736‐5631
pagin@mail.moe.gov.
tw
傳真電話：2397‐
6982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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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設立計畫成效

評估工作小組

設立計畫成效評

估工作小組

1.規劃成立計畫管制工作小組

2.規劃以委辦方式辦理執行年度計畫，規劃其委辦案

(1)訂定督導計畫

(2)訂定管制及標準作業流程(SOP)
3.建構16個計畫之年度報告、成效評估方式及指標，並規劃向「行政院

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動小組」提出年度報告及成效評估之內容，16個計

畫如下：

(1)華語文推動專責組織

(2)建構及應用語料庫

(3)訂定華語文分級標準

(4)訂定國際接軌之華語文能力指標

(5)設定華語文教育品質標準(MEQS)
(6)建立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及輔導機制(MEIE)
(7)改進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MTAC)
(8)改進華語文能力測驗(TOCFL)
(9)建立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MEQR)
(10)推動產業鏈及績效制

(11)推動華語文教育產業策略聯盟

(12)發展雲端教育內容

(13)興建華語國際學舍(MIH)
(14)推動一流華語教育機構計畫(Top MEI)
(15)推動一級輸送機構計畫(1st PEI)
(16)推動一線駐點計畫(1st FLP)

1.建立八年計畫的各

項行動方案及整體績

效評估機制。

2.確實督導各計畫管

制制度、管控計畫執

行情形、掌握計畫執

行成效。

3.向行政院推動小組

負責。

吳珮君

電話：7736‐5631
E‐Mail：
pagin@mail.moe.gov.
tw
傳真：2397‐6982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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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改進華語教學

能力認證考試

(MTAC)

十、改進華語文能

力測驗(TOCFL)

建立華語文教育

測驗及認證機制

3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1.訂定教學能力認證

考試及華測品質指

標。

2.提升及改善華測會

現行體質及運作方

式。

3.整合各部會語言考

試/認證機制，統整

語言考試之資源。

劉玉婷

電話：7736‐5634
E‐Mail：
edith@mail.moe.gov.t
w
傳真：2397‐6982

1.規劃成立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測驗及認證基金會(METAF)
(1)研擬METAF設立要點、發展策略

(2)規劃及辦理METAF委外事宜

(3)成立METAF專案辦公室

(4)規劃METAF辦理華測研發及推展相關事宜

2.規劃METAF辦理教學能力認證研發及推展相關事宜

(1)研擬METAF設立要點、發展策略

(2)規劃及辦理METAF委外事宜

(3)成立METAF專案辦公室

(4)規劃METAF辦理華測研發及推展相關事宜

3.研擬訂定「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MTAC)」品質指標

(1) 蒐集「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過去及現在辦理情形

(2) 分析「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過去及現在辦理成效

(3) 訂定「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指標

4.研擬訂定「華語文能力測驗」(TOCFL)品質指標

(1) 蒐集「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過去及

現在辦理情形

(2) 分析「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過去及現在辦理成效

(3) 訂定「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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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推動產業鏈

及績效制

十三、推動華語文

教育產業策略聯盟

十六、推動一流華

語師資培訓機構計

畫

十七、推動一級輸

送機構計畫

十八、推動一線駐

點計畫

推動華語文教育

產業及行銷通路

相關計畫

1.檢討華語文教育產業鏈運作：

(1)檢討現行華語文產品產業鏈問題

(2)檢討現行華語文服務業產業鏈問題

(3)修改或訂定相關法令，以促進教材產業鏈運作

(4)規劃結合政府各部會資源支援產業發展

2.結合政府各部會資源支援產業發展

3.擴展海外華語文影響力，推動產業國際化

4.訂定「華語文培訓機構MTI（華語中心及補習班）績效管理

及獎勵要點」

(1)訂定要點

(2)舉辦說明會

(3)訂定宣導管理及獎勵政策

(4)研擬MTI認證及公告認證方式

(5)研擬年度獎助及公告核定辦理方式

5.訂定「華語文教育產業鏈合作促進要點」：

(1)促進相關業者投入華語文教育產業及提供協助

(2)擴展海外華語文影響力，推動產業國際化

6.訂定「開拓華語文教育海外需求市場計畫遴選及補助要

點」

(1)訂定遴選計畫辦法

(2)訂定申請條件及遴選流程

(3)舉辦說明會

(4)研擬依市場情資分析並選定全球特定攻堅點

(5)研擬開發海外合作會員模式

(6)規劃駐外館處協助計畫進行海外拓展市場之方式

1.整合華語文教育產

業鏈上中下運作方

式。

2.落實合作研發之激

勵措施。

3.發展華語文教育產

業群聚效應

4.提升華語中心及補

習班辦理績效。

5.開拓並攻佔海外華

語文市場。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4

劉玉婷

電話：7736‐5634
E‐Mail：
edith@mail.moe.gov.t
w
傳真：2397‐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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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設定華語文教

育品質標準(MEQS)

八、建立華語文教

育機構評鑑及輔導

(MEIE)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1.訂定「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Mandarin Teacher’s Education
Institute, MTEI)品質指標。

(1)訂定MTEI華語文教師各項專業指標。

(2)訂定MTEI課程結構與修業（含實習）規範與（含國際化）指標。

(3)訂定MTEI設備品質標準。(4)訂定MTEI服務品質標準。

2. 建立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MTEI)
評鑑及輔導機制

(1)訂定MTEI專案評鑑軟硬體指標，鼓勵發展特色。

(2)成立MTEI輔導團。(3)訂定「MTEI評鑑及輔導實施計畫」。

(4)規劃蒐集回饋意見設定指標

3.訂定「華語培訓機構（大學華語中心、補習班）」(Mandarin Training
Institute, MTI)品質指標。

(1)進行MTI教師職能分析。

(2)訂定MTI教師職能標準、課程結構及分級分類教材。

(3)訂定MTI教材發展指標。

(4)訂定MTI設備品質標準。(5)訂定MTI服務品質標準。

4.建立「華語培訓機構（大學華語中心、補習班）」(Mandarin Training
Institute, MTI)評鑑及輔導機制

(1)訂定MTI專案評鑑軟硬體指標，鼓勵發展特色。

(2)成立&MTI輔導團。

(3)訂定MTI)實施計畫」。

(4)規劃蒐集回饋意見設定指標

5.訂定「教育部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MTEI & MTI)升級要點」。

6.協助「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程」(Mandarin Teacher’s Education
Institute, MTEI)與 「華語培訓機構（大學華語中心＆補習班）」

(Mandarin Training Institute, MTI)定位。

7.訂定「華語文教育品質標準(MEQS)實施要點」。

(1)依華語文分級標準、華語文能力指標。

(2)依MTEI品質指標、MTI品質指標、MTAC品質指標、TOCFL品質指標。

(3)研訂要點草案。

(4)辦理說明及座談會。

(5)完成修法程序。

8.建立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MEQR)
(1)訂定「華語文教育品質標章實施要點」。

(2)訂定標準檢視項目。

(3)定期公佈MEQR結果。

賴信任

電話：7736‐6703
E‐Mail：
trust@mail.moe.gov.t
w
傳真：2397‐6982

建立華語文教育

品質保證機制

1.訂定華語文教育品

質指標。

2.確定華語系所、華

語中心及補習班自身

的定位，發展自身的

特色。

3.提升華語教學系所

及學程、華語中心、

補習班辦學品質。

4.建立華語文教育機

構評鑑制度。

5.落實華語文教育品

質標章制度。

1.訂定華語文教育品

質指標。

2.確定華語系所、華

語中心及補習班自身

的定位，發展自身的

特色。

3.提升華語教學系所

及學程、華語中心、

補習班辦學品質。

4.建立華語文教育機

構評鑑制度。

5.落實華語文教育品

質標章制度。

十一、建立華語文

教育品質標章

(MEQ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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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五、設置華語國

際學舍(MIH)

規劃設置華語國

際學舍

1.依需求評估及合作效益決定興建「華語國際學舍」

(Mandarin International House，MIH)地點：提出3個華語國際

學舍可能地點與容額，並依下列原則評估華語國際學舍地

點：

(1)選擇外生在臺居留最適地點。

(2)評估地方發展趨勢及效益。

2.設定「華語國際學舍」容量及回饋方式。

(1)設定營運管理模式，合作模式可採多元方式。

(2)研議獲益回饋國庫之可行性及適當做法。

1.落實華語國際學舍

跨域及多元功能。

2.結合社區及產業發

展，落實國際村社區

的概念。

賴信任

電話：7736‐6703
E‐Mail：
trust@mail.moe.gov.t
w
傳真：2397‐6982

6月11日前將計

畫書備文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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