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

2017/2/6

1

教育部委託辦理
106年國內留、遊
恆業法律
洪嘉青 77365730 1050182747
最有利標
1,030,024
學業者契約查核作
事務所
業及法律諮詢計畫

1,020,000

106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2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
林育柔 77366711 1060075120 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5,516,200 2017/6/21 5,500,000
統計畫採購案

106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3

教育部SIT(Study
林育柔 77366711 1060188919 in Taiwan)人才資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4,703,062
料庫計畫採購案

106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4

教育部出國留學獎
國際及兩岸
洪嘉青 77365730 1060075020 學金生管理系統整 最低標 世新大學 1,482,059 2017/6/12 1,480,000 106、107 教育交流計
合維運服務計畫
畫

5

社團法人
教育部鼓勵出國留
中華民國
洪雅君 77365789 1060062551 遊學宣導說明會計 最有利標
全國青年
畫案
創業總會

600,000

2018/3/1

2017/7/10

4,703,062

597,000

國際及兩岸
106、107 教育交流計
畫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研商修訂海外旅遊學習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2.蒐集彙整留遊學糾紛案例。
3.辦理留遊學業者與消費者所簽
訂契約查核作業。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外國學位生及僑(港澳)生學籍異
動通報功能，掌握學生國別、就
學及學籍異動情形。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建立系統化資料庫，提升我政府
與留臺校友互動及交流，透過增
加該等校友力量，推動我招收境
外生相關政策。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管控獎學金生每階段紀錄。
2.借助程式幫助以達追蹤獎學金
生各種狀況。
3.配合需求產製所需報表。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為鼓勵青年學子出國留學，透過
相關宣導措施及辦理分區座談會
方式，以協助有意願出國留學者
獲得相關資訊。提前規劃。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字)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藉由本計畫案
協助業者及消費者更加瞭解及遵循
本部留遊學相關規定，落實下列具
體事項:
1.審核留遊學業者與消費者所簽訂
契約是否符合海外留學及海外留遊
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2.對留遊學服務業者教育宣導，使
業者了解本部辦理之前項契約審核
作業規定。
3.針對業者與消費者所簽留遊學契
約糾紛，提供法律諮詢。
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之功能精
進、擴充與營運，有效協助各校進
行各類境外生上下學期資料填報及
動態資料日常維護、產製相關資料
與應用報表等，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並能即時掌握境外生相關動態資
料。
辦理首屆「全球留臺傑出校友
獎」、定時發行英文電子報、與經
濟部合作僑外生就業媒合會等活動
，提升與在臺校友及應屆僑外生互
動交流，成效良好。
本系統能即時掌握受獎生資訊，促
進行政作業流程更加便捷，使本部
出國留學獎學金學生之數位資料更
臻完善，能有效維護各項留學獎學
金學生留學歷程，方便日後查詢及
統計作業，並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為鼓勵青年學子出國留學，踴躍報
名本部公費留學考試等各類獎學金
，選拔優秀人才出國，透過宣導及
座談方式，使學子瞭解提昇國際競
爭力之重要性及本部相關出國留學
政策，並提供出國留、遊學消費常
識，協助有意願出國留學者及早準
備，於出國前瞭解國外相關事務，
俾適應國外留學環境，增進學生出
國意願，提升留、遊學之服務品
質。
106年3場次參加人數分別為：北區
350人、中區242人及南區200人。
107年3場次參加人數分別為：北區
319人、中區317人及南區297人。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6

教育部各類公費獎
捷思達數
學金報名網頁系統
林欣姿 77365759 1060136254
最有利標 位開發有
維護及功能增修計
限公司
畫採購案

7

教育部SIT(Study
in Taiwan)人才資
黃瑋婷 77366716 1080029514
最低標 世新大學
料庫計畫契約變更
案

970,934

597,000

決標日期

2017/11/15

2019/2/27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

960,000

國際及兩岸
106、107 教育交流計
畫

597,000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107

8

教育部出國留學獎
國際及兩岸
洪嘉青 77365730 1070057173 學金生管理系統整 最低標 世新大學 1,590,745 2018/4/30 1,580,000 107、108 教育交流計
合維運服務計畫
畫

9

教育部SIT(Study
黃瑋婷 77366716 1080028679 in Taiwan)人才資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4,889,625
料庫計畫採購案

10

教育部「107學年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
林欣蓓 77365731 1080080492 文獎學金計畫辦公 最低標 世新大學 8,492,180 2019/6/14 8,300,000
室」第1年後續擴
充採購案

11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
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統計畫辦公室採購
林欣蓓 773657311070099392_1
最低標 世新大學 1,200,000 2019/6/20 1,200,000
案(案號
1070099392)展期2
個月

12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
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林欣蓓 77365731 1080066253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5,925,601 2019/8/13 5,800,000
統計畫辦公室採購
案

2019/4/1

4,850,000

108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108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108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108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分支計畫名稱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維護本部各類公費獎學金報名系
統(係指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
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命
題、閱卷、口試及書面審查委員
資料庫維護及增修細部功能。增
修前述留學獎助報名系統報名前
臺及審查後臺細部功能。協助本
計畫因應本部個資及資安稽核相
關需求處理。
建立系統化資料庫，提升我政府
與留臺校友互動及交流，透過增
加該等校友力量，推動我招收境
外生相關政策。
1.管控獎學金生每階段紀錄。
2.借助程式幫助以達追蹤獎學金
生各種狀況。
3.配合需求產製所需報表。
4.配合各年度契約書修正擴充相
關功能。
5.擴充系統功能，將同學會相關
事項納入系統一併管理。
建立系統化資料庫，提升我政府
與留臺校友互動及交流，透過增
加該等校友力量，推動我招收境
外生相關政策。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協助辦理臺華獎各項行政作業、
文宣活動，包括獎學金撥付、核
結、文宣、研習、諮詢與系統維
護等。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外國學位生及僑(港澳)生學籍異
動通報功能，掌握學生國別、就
學及學籍異動情形。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外國學位生及僑(港澳)生學籍異
動通報功能，掌握學生國別、就
學及學籍異動情形。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字)

1.促使各項獎學金報名及審查工作
順利執行，提升行政作業流程及效
率。
2.配合本部資安及個資保護政策，
持續維護及更新系統相關功能。

籌組「僑外生在臺校友聯誼會」及
辦理多場就業媒合、就業講座等宣
傳活動，提升與在臺校友及應屆僑
外生互動交流，成效良好。
本系統能即時掌握受獎生資訊，促
進行政作業流程更加便捷，使本部
出國留學獎學金學生之數位資料更
臻完善，能有效維護各項留學獎學
金學生留學歷程，方便日後查詢及
統計作業，並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籌組「僑外生在臺校友聯誼會」及
辦理多場就業媒合、就業講座等宣
傳活動，提升與在臺校友及應屆僑
外生互動交流，成效良好。
依規定撥付及核結臺華獎經費及辦
理臺華獎受獎新生歡迎會暨說明
會、優秀畢結業生等活動，推動國
際學生相關學業及生活輔導措施，
藉以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之功能精
進、擴充與營運，有效協助各校進
行各類境外生上下學期資料填報及
動態資料日常維護、產製相關資料
與應用報表等，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並能即時掌握境外生相關動態資
料。
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之功能精
進、擴充與營運，有效協助各校進
行各類境外生上下學期資料填報及
動態資料日常維護、產製相關資料
與應用報表等，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並能即時掌握境外生相關動態資
料。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13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教育部各類公費獎
捷思達數
學金報名網頁系統
林欣姿 77365759 1080040522
最有利標 位開發有
維護及功能增修計
限公司
畫採購案

923,750

決標日期

2019/4/3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

890,000

108

14

教育部青年學生國
財團法人
張育菱 77366179 1080044163 際連結成果展採購 最有利標 中衛發展 3,600,000
案
中心

15

教育部「108年亞
輔仁大學
太大學交流會（
學校財團
施眉綺 77365577 1070226573
最有利標
3,540,000 2019/1/24 3,530,000 108-109
UMAP）臺灣國家秘
法人輔仁
書處」採購案
大學

2019/5/3

3,400,000

108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16

教育部出國留學獎
國際及兩岸
學金生管理系統維
洪嘉青 77365730 1080069326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1,530,193 2019/6/26 1,520,000 108、109 教育交流計
運及擴充服務計畫
畫
案

17

教育部各類公費獎
捷思達數
學金報名網頁系統
林欣姿 77365759 1080151181
最有利標 位開發有
維護及功能增修計
限公司
畫採購案

910,000

2019/10/29

905,000

國際及兩岸
108、109 教育交流計
畫

分支計畫名稱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維護本部各類公費獎學金報名系
統(係指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
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命
題、閱卷、口試及書面審查委員
資料庫維護及增修細部功能。增
修前述留學獎助報名系統報名前
臺及審查後臺細部功能。協助本
計畫因應本部個資及資安稽核相
關需求處理。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為展現本部培育我國青年學子具
有宏觀視野及增加國際競爭力相
關政策成果，以利民眾透過展會
活動了解本部建構青年學子與國
際接軌之相關出國補助計畫，特
規劃青年學生國際連結成果展，
以宣揚並落實我青年全球移動力
之政策目標，開拓與各國的實質
教育交流，布建我優秀人才與國
際接軌之政策推動。

辦理國際教育活動業務

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臺灣
國家秘書處，負責派員參與UMAP
理事會、推動我國內大學參與
UMAP交換計畫、辦理我國UMAP臺
灣交換學生獎學金業務等。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1.管控獎學金生每階段紀錄。
2.借助程式幫助以達追蹤獎學金
生各種狀況。
3.配合需求產製所需報表。
4.配合各年度契約書修正擴充相
關功能。
維護本部各類公費獎學金報名系
統(係指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
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博
士後研究獎助金及歐盟獎學金等4
項)。命題、閱卷、口試及書面審
查委員資料庫維護及增修細部功
能。新增資料上傳及下載列印功
能及配合委辦單位建置多元管道
繳費金流功能。增修前述4項留學
獎助報名系統報名前臺及審查後
臺細部功能。協助本計畫因應本
部個資及資安稽核相關需求處
理。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字)

1.促使各項獎學金報名及審查工作
順利執行，提升行政作業流程及效
率。
2.配合本部資安及個資保護政策，
持續維護及更新系統相關功能。

本部於108年9月20日辦理「青年學
生國際連結成果展」展前記者會，
出席人數計64人，並在9月28日及
29日於臺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展出本部補助青年學子出國相關計
畫成果，以宣揚並落實提升青年全
球移動力政策目標，本部參展單位
為青年署、國教署、體育署 、高
教司、技職司、國際司、師資藝教
司、資科司，共計5司3署。展出2
日，第1日參觀人次1,032人，第2
日1,567人，總計2,599人，平均滿
意度98.68%。
1.完成參與UMAP108年度2次理事會
及執行UMAP臺灣交換學生獎學金計
畫，提升臺灣學術能見度及提供會
員國學生交流學習機會。
2.擔任UMAP國內會員校及會員國主
要聯繫窗口，提供國內大專校院入
會申請管道。
本系統能即時掌握受獎生資訊，促
進行政作業流程更加便捷，使本部
出國留學獎學金學生之數位資料更
臻完善，能有效維護各項留學獎學
金學生留學歷程，方便日後查詢及
統計作業，並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1.促使各項獎學金報名及審查工作
順利執行，提升行政作業流程及效
率。
2.配合本部資安及個資保護政策，
持續維護及更新系統相關功能。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

分支計畫名稱

18

教育部「全球華語
財團法人
廖苡亘 77366314 1080074283 文教育專案辦公 最有利標 中衛發展 19,550,000 2019/6/27 18,500,000 108-109
室」勞務採購案
中心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19

教育部SIT(Study
黃瑋婷 77366716 1090026175 in Taiwan)人才資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5,100,000 2020/3/25 4,800,000
料庫計畫採購案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20

全國大專校院境外
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陳怡旬 77366711 1090102056
最低標 世新大學 5,993,331 2020/7/23 5,993,331
統計畫辦公室第1
年後續擴充採購案

21

109學年臺灣獎學
黃瑋婷 77366716 1090090492 金及華語文獎學金 最有利標 銘傳大學 7,472,256 2020/7/30 7,400,000
計畫辦公室採購案

22

教育部委託萬國法
萬國法律
林欣姿 77365759 1090159879 律事務所之法律專 最低標
事務所
業服務案

23

109年國內留、遊
學業者契約查核作
恆業法律
丘皓秋 77365737 1090014045 業及法律諮詢採購 最低標
1,026,917
事務所
案(第2年後續擴
充)

300,000

2020/11/5

2020/2/5

109

109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吸引國際學生來臺就學

109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國際及兩岸
1,021,920 109、110 教育交流計
畫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300,000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1.於臺北固定辦公處所成立專案
辦公室。
2.蒐集各國華語教育相關法令及
資訊、調查及研析華語文教育市
場現況及未來發展、提供華語文
教語全球佈局政策建議。
3.協助串聯跨界單位進行合作推
廣，辦理華語八年計畫臺灣觀光
學華語、海外策展等相關行銷活
動。
4.於主管機關規劃及督導下，辦
理華語八年計畫行政管理、策略
研發、企劃推廣等各項業務。
建立系統化資料庫，提升我政府
與留臺校友互動及交流，透過增
加該等校友力量，推動我招收境
外生相關政策。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字)

中衛發展中心業辦理本案相關工作
，成立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辦
理華語八年計畫相關業務，整合華
語文教育的資源及成果，統一辦理
國際行銷推廣作業，擔任我國華語
文教育對外及對內的服務窗口，有
效提升我國華語文教育的國際能見
度，並吸引更多外籍生來臺學華
語。

執行中，俟計畫執行完成後進行成
效檢討。

境外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之功能精
進、擴充與營運，有效協助各校進
外國學位生及僑(港澳)生學籍異 行各類境外生上下學期資料填報及
動通報功能，掌握學生國別、就 動態資料日常維護、產製相關資料
學及學籍異動情形。
與應用報表等，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並能即時掌握境外生相關動態資
料。
協助辦理臺華獎各項行政作業、
文宣活動，包括獎學金撥付、核 執行中，俟計畫執行完成後進行成
結、文宣、研習、諮詢與系統維 效檢討。
護等。
由萬國法律事務所代理教育部處
理大陸人民常錦茂對機關提起民 有效協助本部辦理研究本案法律問
事訴訟案更一審，案號109年度上 題，並與本部諮商、討論，提出建
字第675號（返還所有物）及109 議；撰寫答辯書狀；出庭陳述及其
年度聲更一字第4號（訴訟救助） 他有關本案之法律專業服務。
，至更一審訴訟程序終結為止。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藉由本計畫案
協助業者及消費者更加瞭解及遵循
本部留遊學相關規定，落實下列具
體事項:
1.研商修訂海外旅遊學習契約應
1.審核留遊學業者與消費者所簽訂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契約是否符合海外留學及海外留遊
2.蒐集彙整留遊學糾紛案例。
學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3.辦理留遊學業者與消費者所簽
2.對留遊學服務業者教育宣導，使
訂契約查核作業。
業者了解本部辦理之前項契約審核
作業規定。
3.針對業者與消費者所簽留遊學契
約糾紛，提供法律諮詢。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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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國留學獎
洪嘉青 77365730 1090080663 學金生管理系統整 最有利標 世新大學 2,154,004
合維運服務計畫

25

教育部各類公費獎
捷思達數
國際及兩岸
學金報名網頁系統
蔡杰廷 77366733 1090144066
最有利標 位開發有 2,930,000 2020/10/30 2,900,000 109、110 教育交流計
維護及功能增修計
限公司
畫
畫

2020/7/8

國際及兩岸
2,100,000 109、110 教育交流計
畫

分支計畫名稱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才

26

輔仁大學
09年亞太大學交流
學校財團
譚君怡 7735577 1090026910 會(UMAP)臺灣國家 最低標
2,404,000 2020/2/26 2,400,000 109-110
法人輔仁
秘書處(後續擴充)
大學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辦理國際教育活動業務

27

教育部全球華語文
社團法人
77366175 1090070510 教育專案辦公室勞 最有利標 台灣評鑑 19,550,000 2020/8/12 19,000,000 109-110
務採購案
協會

國際及兩岸
教育交流計
畫

辦理國際華語文教育

蔡璿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1.管控獎學金生每階段紀錄。
2.借助程式幫助以達追蹤獎學金
生各種狀況。
3.配合需求產製所需報表。
4.配合各年度契約書修正擴充相
關功能。
5.擴充系統功能，增加高教司重
點領域獎學金管理。
維護本部各類公費獎學金報名系
統(係指留學獎學金甄試、教育部
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博
士後研究獎助金及歐盟獎學金等4
項)。命題、閱卷、口試及書面審
查委員資料庫維護及增修細部功
能。新增公費留學考試報名及審
查報名資格、通知補件、審查補
件等功能。增修前述原有4項留學
獎助報名系統報名前臺及審查後
臺細部功能。協助本計畫因應本
部個資及資安稽核相關需求處
理。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字)
本系統能即時掌握受獎生資訊，促
進行政作業流程更加便捷，使本部
出國留學獎學金學生之數位資料更
臻完善，能有效維護各項留學獎學
金學生留學歷程，方便日後查詢及
統計作業，並提高行政作業效率。

1.促使各項獎學金報名及審查工作
順利執行，提升行政作業流程及效
率。
2.配合本部資安及個資保護政策，
持續維護及更新系統相關功能。

1.完成參與UMAP109年度2次理事會
及執行UMAP臺灣交換學生獎學金計
擔任亞太大學交流會(UMAP)臺灣
畫，持續提升臺灣學術能見度及提
國家秘書處，負責派員參與UMAP
供會員國學生交流學習機會。
理事會、推動我國內大學參與
2.持續擔任UMAP國內會員校及會員
UMAP交換計畫、辦理我國UMAP臺
國主要聯繫窗口及完成UMAP 2020
灣交換學生獎學金業務等。
學術研究項目評選，提升臺灣學術
能量。
1.於臺北固定辦公處所成立專案
辦公室。
2.蒐集各國華語教育相關法令及
資訊、調查及研析華語文教育市
場現況及未來發展、提供華語文
教語全球佈局政策建議。
3.協助串聯跨界單位進行合作推 本案執行期程至110年8月11日止，
廣，辦理推動華語文教育(含華語 俟執行完成後進行成效檢討。
八年計畫)、海外策展等相關行銷
活動。
4.於主管機關規劃及督導下，辦
理推動華語文教育計畫(含華語八
年計畫)行政管理、策略研發、企
劃推廣等各項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