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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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名稱

推動社區教育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委託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輔導地方政府建置更新社區
大學校務資訊系統計畫」，以協
助地方政府系統介接及更新社大
校務資訊系統等事項。

1

「輔導地方政府建
社團法人
置更新社區大學校
社區大學
陳雅筑 77365679 1060175686
最有利標
務資訊系統計畫」
全國促進
採購案
會

971,820

2018/1/22

966,000

106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2

106年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
劉育旨 77365546 1060028295 年度資料線上檢核 最有利標 海棠文教
作業計畫
基金會

990,760

2017/4/7

970,000

106

終身教育行政
委託辦理106年教育基金會年度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及督導
資料線上檢核作業計畫

3

106年度「教育部
太乙廣告
張淇瑞 77365700 1060035716 社會教育貢獻獎」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1,695,120 2017/5/23 1,672,120
採購案
有限公司

106

依據「教育部表揚推展社會教育
終身教育行政
有功團體及個人實施要點」規定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及督導
，執行106年度社會教育貢獻獎
頒獎活動相關事宜。

4

教育部106年度教
科智聯合
林建中 77365692 1060060888 育事務財團法人業 最有利標 會計師事
務查核計畫
務所

106

終身教育行政
委託辦理本部106年度教育事務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及督導
財團法人業務查核計畫

5

楊尤雯 77366820

7

湯怡祥 77366818

8

楊尤雯 77366820

10

2017/6/8

750,000

「社區女性參與公
共政策議題與領導
國立中山
最有利標
1,050,000 2017/10/23 1,001,600
張慧敏 77365686 1060123343
力培訓工作坊」採
大學
購案

6

9

756,740

湯怡祥 77366818

106年度教育部常
財團法人
用國字標準字體筆
中文數位
1060019557
最低標
順學習網功能增修
化技術推
維運服務採購案
廣基金會
財團法人
106年客家語拼音
中文數位
1060006338 輸入法功能維護、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擴充計畫採購案
廣基金會
106年度教育部常
財團法人
用國字標準字體筆
中文數位
1060019557
最低標
順學習網功能增修
化技術推
維運服務採購案
廣基金會
財團法人
106年客家語拼音
中文數位
1060006338 輸入法功能維護、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擴充計畫採購案
廣基金會

106年度全國終身
天翌管理
蘇玉玲 77366804 1060136337 學習楷模選拔暨表 最有利標 顧問有限
揚活動採購案
公司

106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行家庭教育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政策目
標「（三）培力女性、活化女性
組織」委託辦理，及行政院性別
平等會第13、第14次委員會議會
前協商會議決議，暨該會國際及
公共參與組第12、第13及第14次
會議決議委託辦理。

191,529

2017/2/17

190,000

106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本網站增加資料查詢功能及網站
及督導
廣
例行維運。

986,000

2017/3/6

980,000

106

改進並擴充輸入法功能，提高其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便利性，並適用於最新版本作業
及督導
廣
系統環境。

191,529

2017/2/17

190,000

106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本網站增加資料查詢功能及網站
及督導
廣
例行維運。

106

改進並擴充輸入法功能，提高其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便利性，並適用於最新版本作業
及督導
廣
系統環境。

986,000

960,000

2017/3/6

2017/11/2

980,000

938,000

為強化建立國民終身學習觀念，
鼓勵民眾投入終身學習行列，由
106(187,
各縣市初選推薦，後經本部及專
600) 終身教育行政
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家學者複選及決選出終身學習楷
107(750,
及督導
模，辦理頒獎典禮，除提供提供
400)
全國性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平臺，
鼓勵全民參與終身學習。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業於107年2月辦理社區大學校務
資訊系統架構討論會議、107年3
月-5月系統架構說明會、107年
10月系統計畫審查會議、107年
10月系統架構期末會議等事項。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收後確認通過。
本案未執行或未驗收通過事項計
有：106年度教育部社會教育貢
獻獎宣傳活動及服務建議書「加
值規劃」之「襄理人員」（頒獎
典禮之服務品質未達一般水
準）；未執行項目及逾期違約金
38萬9,424元，達本案總經費
23.29%。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收後確認通過。
於107.3.10-107.3.11（南區）
及107.3.22-107.3.23（北區）
各辦理1梯次，對象包括社區女
性、學校志工媽媽及社教機構女
性志工或志工幹部，2區皆已辦
理完竣，計103名社區女性參加
，符合本案委託需求及契約規
定。
維持網站正常運作，並提供使用
者在查詢結果網址處，可直接鍵
入要查詢的字， 提高查詢效
率。
改版更新後的輸入法，適用於最
新版的微軟作業系統，並擴充新
功能，讓各界人士繕打客家語文
字更便利。
維持網站正常運作，並提供使用
者在查詢結果網址處，可直接鍵
入要查詢的字， 提高查詢效
率。
改版更新後的輸入法，適用於最
新版的微軟作業系統，並擴充新
功能，讓各界人士繕打客家語文
字更便利。
業於109年12月辦理完竣，本次
表揚計27人，結合傳播媒體公開
盛大表揚，藉由分享獲獎者終身
學習優良事蹟，帶動全民終身學
習風氣，進而朝向建構學習型的
社會邁進。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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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多語並存價值
太乙廣告
106年教育部閩客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保存臺灣語言文化多樣性，鼓
湯怡祥 77366818 1060066856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3,853,000 2017/6/30 3,820,000 106、107
語文學獎活動計畫
及督導
廣
勵社會大眾參與臺灣本土語言文
有限公司
學創作活動。

12

財團法人
教育部本土語言資
中文數位
湯怡祥 77366818 1060148216 源網建置計畫採購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案
廣基金會

13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多語並存價值
太乙廣告
106年教育部閩客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保存臺灣語言文化多樣性，鼓
湯怡祥 77366818 1060066856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3,853,000 2017/6/30 3,820,000 106、107
語文學獎活動計畫
及督導
廣
勵社會大眾參與臺灣本土語言文
有限公司
學創作活動。

14

財團法人
教育部本土語言資
中文數位
湯怡祥 77366818 1060148216 源網建置計畫採購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案
廣基金會

15

教育部財團法人及
紀咸仰 77365712 1060125590 其他業務相關法律 最低標
元亨法律事務所300,000
諮詢及服務

950,000

950,000

2017/11/21

2017/11/21

2017/9/8

940,000

彙整、納入國內各界本土語文學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習資源、成果、活動等訊息，提
106、107
及督導
廣
供連結及說明，以利使用者快速
查找相關資料。

940,000

彙整、納入國內各界本土語文學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習資源、成果、活動等訊息，提
106、107
及督導
廣
供連結及說明，以利使用者快速
查找相關資料。

300,000

本部為處理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終身教育行政
106-107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法人性質爭議事件，採購法律顧
及督導
問2年內100工作時數勞務服務。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783,090 2017/7/12 780,000 106-107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為落實本部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
策，宣揚尊重多元族群、多語言
「結合221世界母
集思創意
文化及對臺灣本土語言的重視，
語日辦理臺灣本土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黃鈺維 77365690 1060146574
最有利標 顧問股份 1,403,000 2017/12/6 1,380,000 106-107
結合221世界母語日規劃臺灣本
語言推廣活動」採
及督導
廣
有限公司
土語言推廣活動，期能產生各年
購案
齡層民眾認同臺灣本土語言價值
，以達宣傳之效。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鼓勵各界採閩南語或客家語等本
土語言進行創作，共徵得近300
件投稿作品，選出53件優秀的得
獎作品。
已收錄各界有關閩、客、原等本
土語言數位學習資源近4,000多
筆，還有學習地圖、本月主打等
主題性單元，社會大眾查找本土
語言資源十分便利。
鼓勵各界採閩南語或客家語等本
土語言進行創作，共徵得近300
件投稿作品，選出53件優秀的得
獎作品。
已收錄各界有關閩、客、原等本
土語言數位學習資源近4,000多
筆，還有學習地圖、本月主打等
主題性單元，社會大眾查找本土
語言資源十分便利。
依本採購案契約，本案100工作
時數係預估數，仍以實際履約時
數付款。至107年底總計支付21
萬元。

教育部107年表揚
天翌管理
16蕭文如小姐77365693 1060083284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顧問有限
貢獻獎採購案
公司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9件個人及1
件團體。

17

本活動原規劃於107年2月10日辦
理，因逢2月6日花蓮地區大地震
，延期至3 月3日於松山文創園
區辦理，參與人次約1,200人
次、媒體露出(含電子及網路媒
體)約24則。

18

為落實本部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
策，改善日益艱鉅的本土語言發
展環境，務實推展本土語言，期
「推動本土語言方
太乙廣告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能強化國人本土語言基本能力與
黃鈺維 77365690 1060158559 案規劃競賽活動計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2,060,000 2017/12/7 2,040,000 106-107
及督導
廣
興趣，生根臺灣主體認同，學習
畫」採購案
有限公司
族群相互尊重包容並加強家庭本
土語言教育，特辦理推動本土語
言方案規劃競賽活動。

教育部107年表揚
天翌管理
19蕭文如小姐77365693 1060083284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顧問有限
貢獻獎採購案
公司

783,090

2017/7/12

780,000

「教育部推動本土語言方案規劃
競賽活動」共有20隊參賽隊伍獲
獎，總獎金高達66萬元。獲獎名
單為指定題目及自選題目組各評
選出特優1組獎金各10萬元、優
等各2組獎金各5萬元、傑出各3
組獎金各3萬元、佳作(指定題目
組)6組；佳作(自選題目組)2組
獎金各1萬元，業於107年9月25
日舉行頒獎典禮。媒體露出(含
電子及網路媒體)約14則。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9件個人及1
106-107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件團體。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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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為落實本部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
策，宣揚尊重多元族群、多語言
「結合221世界母
集思創意
文化及對臺灣本土語言的重視，
語日辦理臺灣本土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黃鈺維 77365690 1060146574
最有利標 顧問股份 1,403,000 2017/12/6 1,380,000 106-107
結合221世界母語日規劃臺灣本
語言推廣活動」採
及督導
廣
有限公司
土語言推廣活動，期能產生各年
購案
齡層民眾認同臺灣本土語言價值
，以達宣傳之效。

21

為落實本部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
策，改善日益艱鉅的本土語言發
展環境，務實推展本土語言，期
「推動本土語言方
太乙廣告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能強化國人本土語言基本能力與
黃鈺維 77365690 1060158559 案規劃競賽活動計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2,060,000 2017/12/7 2,040,000 106-107
及督導
廣
興趣，生根臺灣主體認同，學習
畫」採購案
有限公司
族群相互尊重包容並加強家庭本
土語言教育，特辦理推動本土語
言方案規劃競賽活動。

22

為使本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
教育部106年閩南
試更具信、效度，可長期發展，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甘佩玉 77366812 1060072432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14,371,162 2017/6/28 14,250,000 106-108
爰規劃結合人才培訓、命題、預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題研發計畫
試、修審題等工作，以持續累積
題庫，並維持考試品質。

23

為使本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
教育部106年閩南
試更具信、效度，可長期發展，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甘佩玉 77366812 1060072432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14,371,162 2017/6/28 14,250,000 106-108
爰規劃結合人才培訓、命題、預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題研發計畫
試、修審題等工作，以持續累積
題庫，並維持考試品質。

24

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
「教育部107年度審查地方政府
辦理社區大學業務暨全國社區大
學申請獎勵實施計畫」，辦理地
方政府及社區大學申請獎勵審查
，以及召開本案相關會議（含研
商會議、行前會議、結果審議會
議、檢討會議等）、總審查報
告、辦理實務工作坊觀摩會等。

「教育部107年度
審查地方政府辦理
社團法人
社區大學業務暨全
最有利標 台灣評鑑 3,000,000 2017/12/25 2,970,000
陳雅筑 77365679 1060164777
國社區大學申請獎
協會
勵實施計畫」採購
案

107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動社區教育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本活動原規劃於107年2月10日辦
理，因逢2月6日花蓮地區大地震
，延期至3 月3日於松山文創園
區辦理，參與人次約1,200人
次、媒體露出(含電子及網路媒
體)約24則。
「教育部推動本土語言方案規劃
競賽活動」共有20隊參賽隊伍獲
獎，總獎金高達66萬元。獲獎名
單為指定題目及自選題目組各評
選出特優1組獎金各10萬元、優
等各2組獎金各5萬元、傑出各3
組獎金各3萬元、佳作(指定題目
組)6組；佳作(自選題目組)2組
獎金各1萬元，業於107年9月25
日舉行頒獎典禮。媒體露出(含
電子及網路媒體)約14則。
本次試題研發工作辦理初、進階
命題研習，錄取50位學員，其中
49位全程參與研習，經結業考核
後，共28位符合條件，邀請參與
107年3月23至4月19日的進階命
題研習。又，於106年11月開始
至108年3月召開121場次修審題
會議，辦理9次預試，完成2,101
題預試，經試題分析及專家審查
後，完成1,544題試題研發，可
納入題庫。
本次試題研發工作辦理初、進階
命題研習，錄取50位學員，其中
49位全程參與研習，經結業考核
後，共28位符合條件，邀請參與
107年3月23至4月19日的進階命
題研習。又，於106年11月開始
至108年3月召開121場次修審題
會議，辦理9次預試，完成2,101
題預試，經試題分析及專家審查
後，完成1,544題試題研發，可
納入題庫。

業辦理教育部107年度審查地方
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計12個縣
市審查及55所社區大學申請獎勵
之審查。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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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教育部全國社區大
鼎盛資科
學教育資訊系統網
陳雅筑 77365679 1060188177
最低標 股份有限
站107年度維護工
公司
作計畫案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2017/12/27

280,000

107

26

社團法人
「社區大學推動20
社區大學
王怡婷 77365701 1070048376 週年回顧與展望活 最有利標
4,713,660
全國促進
動採購案」
會

2018/5/2

4,650,000

107

27

107年度「515國際
古稀創意
曾昭儒 77366802 1070053387 家庭日全國性宣導 最有利標 股份有限
活動」採購案
公司

2018/5/14

855,000

107

28

教育部107年全國
台灣家庭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生活教育
最有利標
1,650,000 2018/8/17 1,580,000
鍾紋琪 77365707 1070109763
認證及繼續教育課
專業人員
程採購案
協會

107

29

「107年度教育部
中略國際
張淇瑞 77365700 1070047111 社會教育貢獻獎」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1,389,000
採購案
有限公司

30

31

107年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
吳欣茹 77365697 1070062209 年度資料線上檢核 最有利標 海棠文教
作業計畫
基金會
教育部107年度教
科智聯合
吳欣茹 77365697 1070084923 育事務財團法人業 最有利標 會計師事
務查核計畫
務所

283,000

決標日期

900,000

2018/5/3

1,308,000

107

958,600

2018/5/29

940,000

107

780,000

2018/7/19

770,000

107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委託鼎盛資科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教育部全國社區大學教育資訊系
業完成107年度教育部全國社區
終身教育行政
統網站106年度維護工作後續擴
推動社區教育
大學教育資訊系統網站之前臺、
及督導
充(107年度)，包括該網站之前
後臺及App維護更新等事項。
臺、後臺及App維護更新等事
項。
1、業於107年5-9月辦理「社區
大學推動20週年回顧與展望活動
開幕式暨分場論壇活動」。
2、業於107年9-10月辦理「社區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委
大學推動20週年實體公共展」，
託辦理「社區大學推動20週年回
展覽內容需包含社區大學特色課
終身教育行政
顧與展望活動採購案」，包括辦
推動社區教育
程展、未來藍圖暨推動20年變遷
及督導
理活動開幕式暨分場論壇活動、
文件展、推廣公共參與主題展及
社區大學推動20週年實體公共展
社區大學人物展
及相關宣傳行銷活動等。
3、辦理「社區大學推動20週年
回顧與展望活動宣傳行銷活動」
及製作文宣DM、紀念品、宣傳影
片及其他行銷方案
辦理「親子與家庭教育中心」活
動徵選，親子組隊透過影片或相
藉由本徵件活動及頒獎典禮，增
片，呈現家人間彼此之連結，活
終身教育行政
加家庭間親子與代間互動的機會
推行家庭教育
動獎項分為幼童組、青少年組、
及督導
，有效喚起國人對家庭互動的重
社會組、高齡組，每組活動選出
視。
3名得獎者，並辦理頒獎典禮公
開表揚。
落實家庭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辦理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審查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或培訓作
事宜，建置專業人才資料庫，規 業，故持續辦理認證事宜，並研
劃並辦理繼續教育30小時課程 擬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課
終身教育行政
推行家庭教育
(以親職教育、婚姻教育為主， 程架構及辦理30小時繼續教育課
及督導
並以實務及工作坊方式辦理)， 程，以提供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專
協助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網與 業研習管道。另外，透過專業人
專業發展網之維護及運作
才資料庫之建置，以因應各機構
推展家庭教育人員需求。
本部107年12月27日召開驗收審
依據「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實
查會議，決議為：審查通過。廠
終身教育行政
施要點」規定，執行107年度社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且
及督導
會教育貢獻獎頒獎活動相關事
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收
宜。
後確認通過。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終身教育行政
委託辦理107年教育基金會年度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及督導
資料線上檢核作業計畫
收後確認通過。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終身教育行政
委託辦理本部107年度教育事務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及督導
財團法人業務查核計畫
收後確認通過。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32

33

34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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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智慧服務 全民
樂學-國立社教機
中華博物館學會
7,000,000 2018/11/1 6,950,000
林建中 77365692 1070146481 構科技創新服務計 最有利標
畫」107-108年度
計畫辦公室採購案

教育部107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60168853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686,632 2018/1/10 30,4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財團法人
教育部中文譯音轉
中文數位
鄢秀鳳 77366816 1070010084 換系統網站建置計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畫採購案
廣基金會
107年度教育部常
財團法人
用國字標準字體筆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70055665
最有利標
順學習網維運服務
化技術推
案
廣基金會
教育部全國語文競
翔聆資訊
闕宙慧 77366808 1070163052 賽網站改版暨功能 最有利標
有限公司
擴充計畫採購案

874,282

2018/3/13

863,000

107

分支計畫名稱

「智慧服務全
民樂學-國立
社教機構科技
創新服務計
畫」107-108
年度計畫辦公
室採購案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763,156

2018/5/2

740,000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372,555

2018/10/19

362,900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37

教育部107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60168853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686,632 2018/1/10 30,4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38

財團法人
教育部中文譯音轉
中文數位
鄢秀鳳 77366816 1070010084 換系統網站建置計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畫採購案
廣基金會

874,282

2018/3/13

863,000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107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專案計畫辦公室負責協助本部進
行橫向協調各社教機構行政作業
，並協助追蹤管考各社教機構細
部計畫執行及KPI達成行，並協
助本計畫107年度績效報告、109
年度綱要計畫書之撰擬，以及
108年度綱要計畫書之後續修正
作業。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為利網站功能查詢新增與擴充、
穩定運作、因應民眾意見及資安
弱掃需求及網站基本功能調整等
，委託廠商建置本網站。
將本網站(PC網路版)Flash格式
之動畫，全數修改為HTML5之技
術規格，增加國字筆順動畫及網
站例行維運。
本案係由106年全國語文競賽承
辧單位臺南市移交本部，自107
年起作為官方網站，故須改版並
升級資安防護。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為利網站功能查詢新增與擴充、
穩定運作、因應民眾意見及資安
弱掃需求及網站基本功能調整等
，委託廠商建置本網站。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收後確認通過。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15萬
6,766次、廣播電臺3,939檔次、
電話594通、簡訊1萬8,082則、
電子郵件1萬9,213封，並規劃獎
勵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0,591人，實際到考人數7,531
人，發證數5,296張。

本網站每日點閱人次約80-100人
次，提供中文譯音系統轉換功能
的便民服務。
針對本網站較早期開發的Flash
動畫規格，將改為HTML5技術規
格，以解決網頁跨瀏覽器相容性
問題，確保網站優質服務。
強化全國語文競賽網站資安，經
由本網站可取得決賽相關資訊以
運用參考。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15萬
6,766次、廣播電臺3,939檔次、
電話594通、簡訊1萬8,082則、
電子郵件1萬9,213封，並規劃獎
勵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0,591人，實際到考人數7,531
人，發證數5,296張。

本網站每日點閱人次約80-100人
次，提供中文譯音系統轉換功能
的便民服務。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39

40

41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107年度教育部常
財團法人
用國字標準字體筆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70055665
最有利標
763,156
順學習網維運服務
化技術推
案
廣基金會
教育部全國語文競
翔聆資訊
闕宙慧 77366808 1070163052 賽網站改版暨功能 最有利標
有限公司
擴充計畫採購案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
飛資得系
常用詞辭典網站改
統科技股
徐汎平 77366810 1070055973
最有利標
版暨系統功能維護
份有限公
工作案
司

372,555

860,000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2018/5/2

740,000

107

2018/10/19

362,900

107

2018/6/1

850,000

42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
創蹟數位
常用詞辭典網站改
鄭安秀 77366811 1070130421
最有利標 科技有限
版暨系統功能維護
公司
工作案

960,000

2018/8/31

930,000

43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
飛資得系
常用詞辭典網站改
統科技股
徐汎平 77366810 1070055973
最有利標
版暨系統功能維護
份有限公
工作案
司

860,000

2018/6/1

850,000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將本網站(PC網路版)Flash格式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之動畫，全數修改為HTML5之技
及督導
廣
術規格，增加國字筆順動畫及網
站例行維運。
本案係由106年全國語文競賽承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辧單位臺南市移交本部，自107
及督導
廣
年起作為官方網站，故須改版並
升級資安防護。

本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網路試用版於民國97年上網公告
，其後則逐年進行欄位及功能擴
充等維護工作。茲因歷來多有使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107、108
用者來信反應網站版面問題，加
及督導
廣
以行動裝置之使用需求日甚，且
系統資料庫程式需進行更新，以
符本部資訊安全要求，爰擬執行
本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針對本網站較早期開發的Flash
動畫規格，將改為HTML5技術規
格，以解決網頁跨瀏覽器相容性
問題，確保網站優質服務。
強化全國語文競賽網站資安，經
由本網站可取得決賽相關資訊以
運用參考。
網站係以響應式網頁(RWD)技術
製作網頁，以符合各種裝置之瀏
覽需求。查詢功能部分，將原來
的詞目、音讀選項整合，並新增
「分類索引」功能。資料呈現部
分，釋義欄以下無資料的欄位不
顯示，並將大埔等腔的相關資料
改以展開、收合方式呈現，使畫
面更簡潔。同時，原使用字圖的
部分盡量改以文字呈現，方便使
用者瀏覽及複製使用辭典資料。
而系統及資料庫內容未來仍將持
續更新，以利本辭典之修正。

本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自97年10月公告試用版，收集各
界意見並持續進行修訂後，於
100年7月推出修正版，在系統功
能及辭典內容各方面，都做了修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目前辭典使用人數達3,691萬人
107、108
改或補充，其後則逐年進行相關
及督導
廣
次。
系統維護等工作。茲因歷來多有
使用者來信反映使用問題，且系
統資料庫程式亦需進行更新，以
符本部資訊安全要求，爰擬執行
本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網站係以響應式網頁(RWD)技術
製作網頁，以符合各種裝置之瀏
本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覽需求。查詢功能部分，將原來
網路試用版於民國97年上網公告 的詞目、音讀選項整合，並新增
，其後則逐年進行欄位及功能擴 「分類索引」功能。資料呈現部
充等維護工作。茲因歷來多有使 分，釋義欄以下無資料的欄位不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107、108
用者來信反應網站版面問題，加 顯示，並將大埔等腔的相關資料
及督導
廣
以行動裝置之使用需求日甚，且 改以展開、收合方式呈現，使畫
系統資料庫程式需進行更新，以 面更簡潔。同時，原使用字圖的
符本部資訊安全要求，爰擬執行 部分盡量改以文字呈現，方便使
本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用者瀏覽及複製使用辭典資料。
而系統及資料庫內容未來仍將持
續更新，以利本辭典之修正。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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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2018/8/31

930,000

分支計畫名稱

44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
創蹟數位
常用詞辭典網站改
鄭安秀 77366811 1070130421
最有利標 科技有限
版暨系統功能維護
公司
工作案

45

教育部108年表揚
鑽石糖創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蕭文如 77365693 1070081261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意行銷有 1,231,368 2018/7/26 1,160,000 107-108
及督導
廣
貢獻獎採購案
限公司

46

教育部108年表揚
鑽石糖創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蕭文如 77365693 1070081261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意行銷有 1,231,368 2018/7/26 1,160,000 107-108
及督導
廣
貢獻獎採購案
限公司

47

教育部全國社區大
鼎盛資科
學教育資訊系統網
陳麗君 77365676 1070229425
最低標 股份有限
站108年度維護工
公司
作計畫案

48

教育部108年度審
查地方政府辦理社
社團法人
區大學業務暨全國
最低標 台灣評鑑 3,000,000 2019/2/15 2,985,000
黃淑娟 77365676 1080017808
社區大學申請獎勵
協會
實施計畫(後續擴
充)

108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49

「108年度教育部
辦理財團法人國語
最低標
元亨法律事務所536,000
張佩韻 77365712 1080030460
日報行政/民事訴
訟案」採購案

108

終身教育行政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及督導

960,000

283,000

2018/12/28

2019/3/8

282,000

536,000

107、108

108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及督導
廣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動社區教育

推動社區教育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本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自97年10月公告試用版，收集各
界意見並持續進行修訂後，於
100年7月推出修正版，在系統功
能及辭典內容各方面，都做了修
改或補充，其後則逐年進行相關
系統維護等工作。茲因歷來多有
使用者來信反映使用問題，且系
統資料庫程式亦需進行更新，以
符本部資訊安全要求，爰擬執行
本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委託鼎盛資科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教育部全國社區大學教育資訊系
統網站106年度維護工作後續擴
充(108年度)，包括該網站之前
臺、後臺及App維護更新等事
項。
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理
「教育部108年度審查地方政府
辦理社區大學業務暨全國社區大
學申請獎勵實施計畫」，辦理地
方政府及社區大學申請獎勵審查
，以及召開本案相關會議（含研
商會議、行前會議、結果審議會
議、檢討會議等）、總審查報
告、辦理實務工作坊觀摩會等。
本部與國語日報社間，108年度
行政/民事訴訟案件(四案)委任
律師案，包括：1.法院撤銷本部
106.9.5認定該社為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處分；2.本部107.3.6第
19屆第6次董事會議紀錄及
107.3.16第20屆第1次董事會紀
錄不予核備(董事變更)處分；3.
本部向法院聲請解除該社董事職
務(發回更審)；4.本部向法院聲
請解除該社董事職務(準再審)。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目前辭典使用人數達3,691萬人
次。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7件個人及3
件團體。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7件個人及3
件團體。

業完成108年度教育部全國社區
大學教育資訊系統網站之前臺、
後臺及App維護更新等事項。

業辦理教育部108年度審查地方
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計15個縣
市審查及60所社區大學申請獎勵
之審查。

已進入司法案件，尚未終結。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50

108年度教育部辦
理財團法人國語日
元亨法律事務所600,000
張佩韻 77365712 1080037614 報社相關業務法律 最低標
顧問時數勞務採購
案

2019/3/21

580,000

51

108年度教育部社
中略國際
張淇瑞 77365700 1080034938 會教育貢獻獎採購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1,360,000 2019/4/15 1,300,000
案
有限公司

52

53

標案名稱

「108年教育基金
科智聯合
吳欣茹 77365697 1080045013 會年度資料檢核作 最有利標 會計師事 1,221,329 2019/5/3 1,205,000
業計畫」採購案
務所
108年教育部客家
語拼音學習網等共
市訊資訊
湯怡祥 77366818 1070206296
最有利標
220,000 2018/12/12 218,000
4個網站維護工作
有限公司
計畫採購案

54

教育部108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70205691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529,637 2018/12/28 30,4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55

財團法人
108年教育部常用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80099300 國字標準字體筆順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學習網維運服務案
廣基金會

56

108年臺灣閩南語
行易有限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03032 漢字輸入法改版及 最有利標
公司
維護計畫採購案

250,000

600,000

2019/7/26

2019/8/6

248,250

595,000

108

108

108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108年度本部辦理財團法人國語
日報社相關業務法律顧問時數，
為因應財團法人法之施行及行政
提供本部相關執行策略法律專業
終身教育行政
院訴願會訴願決定之執行，辦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意見(本案108.12.18已將未用支
及督導
(處)理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以
時數(經費)釋出55萬9,400元)
下簡稱國語日報社)相關業務或
事項，採購法律顧問時數勞務服
務事務。
本部108年12月26日召開驗收審
依據「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實
查會議，決議為：審查通過。廠
終身教育行政 05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 施要點」規定，執行108年度社
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且
及督導
務
會教育貢獻獎頒獎活動相關事
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收
宜。
後確認通過。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終身教育行政 05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 委託辦理本部108年教育基金會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及督導
務
年度資料檢核作業計畫
收後確認通過。

108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處理4個網站年度維運作業。
及督導
廣

完成年度資安及一般功能維護作
業。

108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16萬
2,963次、手機應用程式廣告觸
及次數99萬0,863次、電子郵件2
萬2,462封、無線電視臺391次、
line訊息發送53則，並規劃獎勵
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1,582人，實際到考人數8,494
人，發證數4,868張。

108

因應民眾需求，增收國字筆順動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本網站之行動版增收1,249個國
畫，並進行網站改版；行動版網
及督導
廣
字筆順動畫及網站例行維運。
站提供生字練習器功能。

108

配合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
辭典》年度內容修正情形，並提
升「臺灣閩南語漢字輸入法」之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使用效益，除擴充及修正輸入法
及督導
廣
詞庫外，爰針對Windows 10及
Mac最新版本之軟體進行輸入法
功能改版及維護作業。

已完成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
詞辭典》年度內容修正情形，並
提升「臺灣閩南語漢字輸入法」
之使用效益，除擴充及修正輸入
法詞庫外，爰針對Windows 10及
Mac最新版本之軟體進行輸入法
功能改版及維護作業。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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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為配合《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
典》增修資料，故同步修正「臺
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教學網」之
內容及部分錯誤處。惟網站資料
庫係使用 Flash 技術處理，考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量近年Flash因網路安全及效能 網站上線迄今觀看人次達9萬
及督導
廣
問題，致Adobe預計於109年底終 1,063人次。
止更新或發布新的Flash player
，且目前許多主要瀏覽器，如：
微軟、Google、Mozilla等已發
布將會階段性移除Flash，爰進
行網站改版作業。

57

魔數電腦
108年臺灣閩南語
多媒體股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17933 羅馬字拼音教學網 最有利標
份有限公
改版計畫採購案
司

407,000

2019/9/3

390,000

108

58

108年教育部客家
語拼音學習網等共
市訊資訊
湯怡祥 77366818 1070206296
最有利標
4個網站維護工作
有限公司
計畫採購案

220,000

2018/12/12

218,000

108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處理4個網站年度維運作業。
及督導
廣

完成年度資安及一般功能維護作
業。

59

教育部108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70205691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529,637 2018/12/28 30,4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108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16萬
2,963次、手機應用程式廣告觸
及次數99萬0,863次、電子郵件2
萬2,462封、無線電視臺391次、
line訊息發送53則，並規劃獎勵
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1,582人，實際到考人數8,494
人，發證數4,868張。

60

財團法人
108年教育部常用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80099300 國字標準字體筆順 最有利標
化技術推
學習網維運服務案
廣基金會

108

因應民眾需求，增收國字筆順動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本網站之行動版增收1,249個國
畫，並進行網站改版；行動版網
及督導
廣
字筆順動畫及網站例行維運。
站提供生字練習器功能。

108

配合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
辭典》年度內容修正情形，並提
升「臺灣閩南語漢字輸入法」之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使用效益，除擴充及修正輸入法
及督導
廣
詞庫外，爰針對Windows 10及
Mac最新版本之軟體進行輸入法
功能改版及維護作業。

61

108年臺灣閩南語
行易有限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03032 漢字輸入法改版及 最有利標
公司
維護計畫採購案

250,000

600,000

2019/7/26

2019/8/6

248,250

595,000

已完成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
詞辭典》年度內容修正情形，並
提升「臺灣閩南語漢字輸入法」
之使用效益，除擴充及修正輸入
法詞庫外，爰針對Windows 10及
Mac最新版本之軟體進行輸入法
功能改版及維護作業。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62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魔數電腦
108年臺灣閩南語
多媒體股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17933 羅馬字拼音教學網 最有利標
份有限公
改版計畫採購案
司

407,000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2019/9/3

390,000

108

民視文化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63 黃錦煌 77365695 1080037802

108年度教育政策
文宣通路採購案

最有利標

30,000,000 2019/5/16 29,985,135

108

三立電視
股份有限
公司

64

「教育部委託辦理
社團法人
社會大眾認識多元 最有利 高雄市女
張慧敏 77365686 1080103143
2,850,000
型態家庭教育推廣
標
性權益促
計畫」採購案
進會

2019/9/2

2,750,000

108
109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為配合《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
典》增修資料，故同步修正「臺
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教學網」之
內容及部分錯誤處。惟網站資料
庫係使用 Flash 技術處理，考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量近年Flash因網路安全及效能 網站上線迄今觀看人次達9萬
及督導
廣
問題，致Adobe預計於109年底終 1,063人次。
止更新或發布新的Flash player
，且目前許多主要瀏覽器，如：
微軟、Google、Mozilla等已發
布將會階段性移除Flash，爰進
行網站改版作業。
分支-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及
高等教育行政
提升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
與督導
項下；
技術職業教育 分支強化技職教育學制與特
行政及督導 色項下
終身教育行政
分支推動高齡教育項下
為使民眾瞭解本部推動之各項政 廠商確實依契約完成本部委託相
及督導
策及措施，擬以媒體通路集中採 關工作，透過媒體通路(電子、
師資培育與藝
術教育行政及 分支「師資職前培育」項下 購方式，透過媒體通路(電子、 平面、廣播、戶外及網路等)、
平面、廣播、戶外及網路等)、 文宣品及活動宣傳等，迅速回應
督導
文宣品及活動宣傳等，建立與民 有關本部輿情及推動教育業務宣
學生事務與特
分支「校園安全維護與防制
眾溝通管道，增加政策推動之可 導，強化國人對本部相關政策之
殊教育行政及
學生藥物濫用」項下
行性。
支持，增加政策推動之可行性。
督導
資訊與科技教 分支「網路學習發展計畫」
育行政及督導 項下
分支「推展一般教育及編印
一般行政
文教書刊」項下
國際及兩岸教 分支「培育宏觀視野國際人
育交流
才」項下
已辦理122場次巡迴推廣活動，
計4,323人次(男1,091，女
3,232)參加，辦竣「友善多元家
庭/多元性別」系列長輩圖徵稿
活動，刊登「來我家吧！多元家
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性
庭群像」臉書網誌4篇，製作完
別平等重要議題執行項目委託辦
成「歡迎光臨我的家：認識多元
理，以增進民眾對於多元性別樣
型態家庭」母親節特別影片1支
態（含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
終身教育行政
，研發完成「多元家庭求好籤」
推行家庭教育
跨性別者）生活處境之瞭解，並
及督導
EDM1套(30則)，研發完成「多元
加強渠等對多元家庭型態（含單
型態家庭概念」、「社會大眾對
親、同性、同居、跨國婚姻、隔
同志家庭常見迷思與澄清QA
代教養等各種不同類型家庭）成
集」、「單親家庭與隔代教養家
員之認識與支持。
庭的生命故事」及「新住民家庭
與新二代的生命故事」等4項數
位學習課程(每項課程約16~24分
鐘之間)，符合政策目標、委託
需求及契約規定。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65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教育部108年度教
育事務財團法人業
科智聯合
洪湘婷 77365697 1080113030 務查核計畫暨教育 最有利標 會計師事 588,000
業務公益信託查核
務所
計畫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2019/8/30

580,000

108、109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委託辦理本部108年度教育事務 廠商確實完成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終身教育行政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財團法人業務查核計畫暨教育業 且無違約或逾期情事，經本部驗
及督導
務公益信託查核計畫
收後確認通過。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多語並存價值
108年教育部閩客
中略國際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保存臺灣語言文化多樣性，鼓
66 湯怡祥 77366818 1080067026 語文學獎活動計畫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3,853,000 2019/6/14 3,815,000 108、109
及督導
廣
勵社會大眾參與臺灣本土語言文
採購案
有限公司
學創作活動。
財團法人
客家語拼音輸入法
為擴大客家語輸入法適用範圍，
中文數位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67 湯怡祥 77366818 1080132479 (Mac版)製作計畫 最有利標
750,000 2019/10/4 750,000 108、109
讓Mac作業系統的使用者亦可利
化技術推
及督導
廣
採購案
用。
廣基金會
為使社會大眾了解多語並存價值
108年教育部閩客
中略國際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保存臺灣語言文化多樣性，鼓
68 湯怡祥 77366818 1080067026 語文學獎活動計畫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3,853,000 2019/6/14 3,815,000 108、109
及督導
廣
勵社會大眾參與臺灣本土語言文
採購案
有限公司
學創作活動。
財團法人
客家語拼音輸入法
為擴大客家語輸入法適用範圍，
中文數位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69 湯怡祥 77366818 1080132479 (Mac版)製作計畫 最有利標
750,000 2019/10/4 750,000 108、109
讓Mac作業系統的使用者亦可利
化技術推
及督導
廣
採購案
用。
廣基金會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教育部109年表揚
鑽石糖創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70蕭文如小姐77365693 1080074495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意行銷有 964,825
2019/7/9
915,000 108-109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貢獻獎採購案
限公司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教育部109年表揚
鑽石糖創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71蕭文如小姐77365693 1080074495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意行銷有 964,825
2019/7/9
915,000 108-109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貢獻獎採購案
限公司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為使本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更具信、效度，可長期發展，
爰規劃結合人才培訓、命題、預
教育部108-110年
試、修審題等工作，以持續累積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題庫，並維持考試品質；為因應
72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44378 證試題研發計畫及 最有利標
16,657,453 2019/11/18 16,560,000 108-110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未來本考試（具聽力、口語、閱
建置線上施測系統
讀、書寫四項測驗）將採線上施
採購案
測方式進行（目前僅口語測驗為
線上施測），爰規劃並建置線上
施測相關系統。
為使本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
試更具信、效度，可長期發展，
爰規劃結合人才培訓、命題、預
教育部108-110年
試、修審題等工作，以持續累積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題庫，並維持考試品質；為因應
73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44378 證試題研發計畫及 最有利標
16,657,453 2019/11/18 16,560,000 108-110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未來本考試（具聽力、口語、閱
建置線上施測系統
讀、書寫四項測驗）將採線上施
採購案
測方式進行（目前僅口語測驗為
線上施測），爰規劃並建置線上
施測相關系統。

鼓勵各界採閩南語或客家語等本
土語言進行創作，共徵得近380
件投稿作品，選出53件優秀的得
獎作品。
適用於Mac作業系統，讓使用蘋
果電腦的各界人士繕打客家語文
字更便利。
鼓勵各界採閩南語或客家語等本
土語言進行創作，共徵得近380
件投稿作品，選出53件優秀的得
獎作品。
適用於Mac作業系統，讓使用蘋
果電腦的各界人士繕打客家語文
字更便利。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8件個人及2
件團體。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8件個人及2
件團體。

尚未結案，履約期限至
2021/11/17。

尚未結案，履約期限至
2021/11/17。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74

標案名稱
決標方 得標廠商 預算金額
「成人基本識字教
彩之坊科
材及習作第一冊至
韓智瀅 77365705 1090151200
最低標 技股份有 810,000
第六冊」印製及配
限公司
送採購案

決標日期
2020/11/3

決標金額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名稱
260,000

109

75

「陽明山童軍露營
中華民國
黃思綺 77365698 1090030090 場遊憩區專案執行 最有利標
5,500,000 2020/5/19 5,450,000
童軍總會
計畫」採購案

109

76

「教育部媒體素養
黃思綺 77365698 1090165276 教育博覽會」採購 最有利標
中略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2020/12/24 3,800,000
案

109

77

78

「109年全國家庭
輔仁大學
教育專業人員資格
林鈺真 77366803 1090089716
最有利標 財團法人 1,660,000 2020/7/31 1,577,000
認證作業與人才資
輔仁大學
料庫維運」採購案

109年度「祖父母
太乙廣告
蘇玉玲 77365915 1090100393 節」全國性宣導活 最有利標 行銷股份 1,600,000 2020/8/10 1,500,000
動計畫採購案
有限公司

109

109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本案辦理期程為109年11月3日至
終身教育行政
110年5月3日，尚有新臺幣26萬
終身教育行政及督導
及督導
元未撥付，預計110年5月3日完
成。
透過童軍教育及戶外教育課程活
動，讓學生從做中學過程，能夠
認識自我、訓練解決問題能力、
終身教育行政
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發揮服務精神，在體驗學習培養
及督導
責任感、團隊合作和領導能力，
正是符合課綱所揭示「自發、互
動、共好」之精神。
透過多元活動型態、寓教於樂方
式呈現媒體素養之內涵，且以座
談方式邀請政府機關代表、專家
終身教育行政 推動終身教育及學習網絡
學者或知名人士分享對媒體所見
及督導
推行家庭教育
所聞及自身經驗，藉此擴大民眾
參與感與學習感，提升對於媒體
素養教育之認知與重視。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分支計畫名稱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業已於110年2月完成驗收，後續
供該教材及習作共6000本給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學員使用。

刻正辦理，尚未結案

刻正辦理，尚未結案

推行家庭教育

民間團體推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
人才資料庫建置、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認證會議審查事宜、家庭教
育專業人員資料庫維護更新作業

落實家庭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或培訓作
業，故持續辦理認證事宜，並透
過專業人員及人才資料庫之建置
更新，以因應各機構進用推展家
庭教育人員之需。

推行家庭教育

1.「祖父母節記者會」：109年8
月23日(星期日)辦理，內容包含
「祖孫同樂健康操」、為愛料理
圖文設計比賽示範、介紹各縣市
祖父母節資訊，包含全國社教機
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樂齡
學習中心之活動及優惠措施。
2.「防疫新生活、祖孫共學趣」
祖孫闖關攤位活動：內容融入防
疫、健康飲食、共讀等概念，以
達共同關懷、共學之目的。
3.「為愛料理圖文心得徵選比
賽」：為祖父母、家中長者設計
健康、提升免疫力食譜，依所設
計食譜並烹飪完成，拍下食材、
完成後的成品及與家人共餐合照
，附上200字以內的共享心得，
入選者分享食材作法在臉書網
站。

因應疫情，特將防疫觀念融入祖
父母節，希望孫子女們多關心家
中的長者，透過闖關活動，現場
計1213人兌換闖關禮物、1500人
參加，「為愛料理圖文心得徵選
活動」，體會世代共學、關愛的
內涵並促進家人互動關係，為家
人、家中長輩做出營養健康料理
，有549件參賽、最後選出得獎
作品17件，食材及作法放置於臉
書，供民眾下載分享。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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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79

教育部109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77482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926,500 2020/1/10 30,9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80

109年度教育部國
財團法人
字標準字體筆順學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90137836
最有利標
習網PC版暨行動版
化技術推
維運服務
廣基金會

109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63萬
3,420次、手機應用程式廣告觸
及次數77萬2,662次、電子郵件5
萬1,148封、無線電視臺242次、
line訊息發送70則，並規劃獎勵
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3,886人，實際到考人數10,337
人，發證數6,668張。

109

本網站(含PC版、行動版）網站 維護本專案網站資料之正確性與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前臺及後端管理之各項功能維 系統穩定運作，讓使用者能正常
及督導
廣
護。
運用網站提供之各項服務。

81

教育部109年閩南
國立臺灣
甘佩玉 77366812 1080177482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 最有利標
30,926,500 2020/1/10 30,900,000
師範大學
務工作採購案

109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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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教育部國
財團法人
字標準字體筆順學
中文數位
楊尤雯 77366820 1090137836
最有利標
習網PC版暨行動版
化技術推
維運服務
廣基金會

109

本網站(含PC版、行動版）網站 維護本專案網站資料之正確性與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前臺及後端管理之各項功能維 系統穩定運作，讓使用者能正常
及督導
廣
護。
運用網站提供之各項服務。

109

持續維護「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及22個縣市子網之運作，網站前
臺彙整全國各縣市政府、樂齡學
習中心、樂齡大學等最新學習訊
息，及高齡教育委託研究案之調
查報告、樂齡學習系列教材等，
提供國民便利及快速的學習查詢
管道，瀏覽人次已達813萬人
次。

83

190,000

190,000

財團法人
教育部108年樂齡
技專校院
學習相關網站維運
最有利標 入學測驗 4,550,000
曾昭儒 77366802 1070210979
及擴充案計畫採購
中心基金
案
會

2020/10/7

2020/10/7

2019/1/8

187,000

187,000

4,500,000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動高齡教育

為維護及充實更新樂齡學習相關
網站內容與功能，並配合本部樂
齡教育各項專案計畫，提供民眾
更多元、即時之訊息，以利推廣
樂齡教育相關業務，擬規劃辦理
本案。

當年度宣傳成效包含：網路觀看
（含youtube及fb）共計63萬
3,420次、手機應用程式廣告觸
及次數77萬2,662次、電子郵件5
萬1,148封、無線電視臺242次、
line訊息發送70則，並規劃獎勵
品發送。另考試報名人數為
13,886人，實際到考人數10,337
人，發證數6,668張。

本部106年迄今決標案件資料表(終身教育司)
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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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財團法人
「教育部109、110
技專校院
年樂齡學習相關網
最有利標 入學測驗 8,120,000 2020/1/21 7,700,000
曾昭儒 77366802 1080179031
站維運及擴充案計
中心基金
畫」採購案
會

109
110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推動高齡教育

為擴充及維護教育部樂齡學習
網、各直轄市、縣(市)樂齡學習
網(子網)及「樂齡學習資料庫平
臺」，提供民眾更多元、即時之
訊息，以利推廣樂齡教育相關業
務，擬規劃辦理本案。

85

教育部109學年度
中華民國
樂齡大學訪視輔導
成人及終
最有利標
1,400,000 2020/12/29 1,350,000
曾昭儒 77366802 1090151206
及110學年度計畫
身教育學
審查採購案
會

109
110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動高齡教育

86

「研發CRC家長親
台灣知識
職教育數位學習媒 最有利
張慧敏 77365686 1090017002
庫股份有 2,900,000 2020/3/30 2,700,000
材及種子人員培訓
標
限公司
計畫」採購案

109
110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推行家庭教育

87

88

89

90

因應少子女化及高齡化，本部結
合國內立案之大學校院，運用大
學資源及環境，使高齡者有機會
進入校園和年輕學子共同學習互
動，推動代間教育，促進世代融
，以建立親老友善、樂齡學習、
健康、有活力、無年齡歧視之社
會。為利推廣樂齡大學相關業務
，以提升高齡教育之品質與成效
，擬規劃辦理本案。
依第二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
(107-110年)執行策略及行政院
重大列管事項-中華民國（臺
灣）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
CR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
性意見後續行動回應表等委託辦
理。

「109年度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業務查
委託辦理本部109年度教育事務
科智聯合
核計畫暨110年教
終身教育行政
財團法人業務查核計畫暨110年
蔡詠春 77365697 1090117904
最有利標 會計師事 1,860,000 2020/10/5 1,800,000 109、110
輔導教育基金會之相關業務
育基金會年度資料
及督導
教育基金會年度資料檢核作業計
務所
檢核作業計
畫
畫」採購案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教育部110年表揚
傳動數位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蕭文如 77365693 1090074027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印刷有限 1,063,585 2020/7/3 1,005,000 109-110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貢獻獎採購案
公司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本部自97年始辦理「表揚推展本
教育部110年表揚
傳動數位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委辦項目
蕭文如 77365693 1090074027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 最有利標 印刷有限 1,063,585 2020/7/3 1,005,000 109-110
及督導
廣
包含：行銷宣傳、徵件、辦理頒
貢獻獎採購案
公司
獎典禮（含前置工作）。
依第二期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
教育部委託研編易
(107-110年)執行策略委託辦理
109
讀版家長親職教育 最有利 玖樂文創
終身教育行政
，以協助智能障礙家長得以善盡
張慧敏 77365686 1090124153
2,800,000 2020/10/15 2,700,000
110
推行家庭教育
手冊及培力計畫勞
標
有限公司
及督導
親職及養育子女，並教育社會服
111
務採購案
務或家庭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了解
智能障礙家長的權利及能力。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本部建置「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及22個縣市子網，網站前臺彙整
全國各縣市政府、樂齡學習中
心、樂齡大學等最新學習訊息，
及高齡教育委託研究案之調查報
告、樂齡學習系列教材等，提供
國民便利及快速的學習查詢管道
，透過樂齡專業人員資料庫便於
各樂齡學習中心尋找適切人才，
瀏覽人次已達1056萬人次。

為推展樂齡大學計畫，擬藉由辦
理訪視輔導及計畫審查之作業
(含召開分區說明會、特色案例
彙編及期中與期末成果填報查核
等)，以提升高齡教育之品質與
成效。

迄已完成15個單元之數位課程製
作，12次之數位宣導，完成第2
期驗收，本案尚在履約期間。

刻正執行中，目前廠商依約履行
本案所定執行事項。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1件終身奉
獻獎、8件個人及2件團體。

工作符合規劃，表揚1件終身奉
獻獎、8件個人及2件團體。

本案尚在履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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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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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雅惠 77366811 1090159717

92

周雅惠 77366811 1090159717

93

湯怡祥 77366818 1090000772

94

甘佩玉 77366812 1090170026

95

湯怡祥 77366818 1090000772

96

甘佩玉 77366812 10901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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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辭典在系統功能及內容各方面，
逐年皆進行相關系統維護等工
作。因歷來多有使用者來信反映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
網站版面、行動裝置之使用問題
常用詞辭典網站系
意傳科技
109、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最有利標
4,180,000 2020/12/17 4,150,000
，並希望增加語音輸入方式提供 計畫執行中。
統擴充暨增能工作
有限公司
110、111
及督導
廣
不諳書寫之民眾查詢，並強化系
案
統資料庫程式，以達資料增加及
修改之正確即時性，爰擬執行本
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辭典在系統功能及內容各方面，
逐年皆進行相關系統維護等工
作。因歷來多有使用者來信反映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
網站版面、行動裝置之使用問題
常用詞辭典網站系
意傳科技
109、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最有利標
4,180,000 2020/12/17 4,150,000
，並希望增加語音輸入方式提供 計畫執行中。
統擴充暨增能工作
有限公司
110、111
及督導
廣
不諳書寫之民眾查詢，並強化系
案
統資料庫程式，以達資料增加及
修改之正確即時性，爰擬執行本
案以因應上開問題。
109年教育部客家
語拼音學習網等共
市訊資訊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完成年度資安及一般功能維護作
最有利標
225,000
2020/2/7
223,285
110
處理3個網站年度維運作業。
3個網站維護工作
有限公司
及督導
廣
業。
計畫採購案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教育部110年閩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尚未結案，履約期限至
32,376,941 2020/12/31 32,320,000
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最有利標
110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2021/12/30。
試務工作」採購案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109年教育部客家
語拼音學習網等共
市訊資訊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完成年度資安及一般功能維護作
最有利標
225,000
2020/2/7
223,285
110
處理3個網站年度維運作業。
3個網站維護工作
有限公司
及督導
廣
業。
計畫採購案
工作內容包含：組成當年度認證
試務工作小組；規劃預試；規劃
簡章；規劃宣傳及推廣活動；辦
理報名作業(包含建置報名系
統)；規劃並辦理試務前置工作
「教育部110年閩
國立臺灣
終身教育行政 本國語言文字標準訂定與推 (如：製作准考證、考場租借與 尚未結案，履約期限至
32,376,941 2020/12/31 32,320,000
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最有利標
110
師範大學
及督導
廣
安排、辦理試務前之工作講習、 2021/12/30。
試務工作」採購案
考試當日相關規劃等)；辦理闈
場相關工作；辦理考試當日作
業；進行閱卷工作；進行放榜及
發證作業；進行試後分析並撰寫
報告以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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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標案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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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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畫名稱

107年度「祖父母
曖現創意
1,500,000 2018/8/10 1,400,000
曾昭儒 77366802 1070105419 節」全國性宣導活 最有利標
有限公司
動計畫採購案

終身教育行政
及督導

分支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限填200個中文字)

推行家庭教育

辦理祖父母節記者會(扮老快閃
活動、老化體驗樂園)，結合全
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樂齡學
習中心辦理推廣活動並運用手機
數位APP方式，宣導祖父母節，
喚起大家重視倫理道德及家庭世
代關係。

執行效益檢討(限填200個中文
藉由記者會結合各縣市家庭教育
中心及樂齡學習中心辦理推廣活
動，透過新世代的創意及熱情，
號召民眾關懷及感恩長者，感恩
祖父母輩對家庭及社會的付出，
強調祖孫雙向家庭世代關係之交
流，了解長輩的生活經驗及體認
老化過程產生的不同變化；並宣
傳「APP」手機互動應用程式，
用趣味遊戲傳遞健康知識，在寓
教於樂之間增進祖孫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