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A101 104年度基隆市等輔導區特殊教育輔導工

作(政府採購法)

教育部-委託 1,659,000

104A102 中教司/104-105年度「社會教育機構或法

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

修認可審查小組」(行政委辦)

教育部-委託 4,700,000

104A103 教育部/104年度幼兒園防災教育實驗示範

園試行計畫

教育部-委託 1,500,000

104A104 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規劃計畫暨國民

小學師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檢測第2期計

畫

教育部-委託 2,199,940

104A105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教育部-委託 4,558,334

104A106 教育部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委辦/校園中非

屬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列管之不適

任人員之適用法規研議計畫

教育部-委託 128,000

104A10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署補助國中

小學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教學創新方案計

畫案

教育部-委託 2,968,026

104A108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委辦/馬來西亞

臺灣學校退場轉型輔導訪視計畫

教育部-委託 392,153

104A1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實驗教育辦

法

教育部-委託 573,526

104A110-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資優學生夏冬令營活動計畫-國北組

北1區

教育部-委託 650,928

104A1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青年志工

導入偏遠地區國中小學之法制分析計畫

教育部-委託 96,540

104A11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中小學校

長「成就人、旺學校」工作坊專案計畫

(行政委辦)

教育部-委託 480,000

104A113 國中小行動學習推動輔導計畫 教育部-委託 10,000,000

104A114 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

計畫-國語文學習領域教學中心計畫-語文

系(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1,890,000

104A115-1 教育部/10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_試務行政(行政委

辦)

教育部-委託 7,146,318

104A115-2 教育部/10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_試務作業(行政委

辦)

教育部-委託 10,547,130

104A116 104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 教育部-委託 1,500,000

104A11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教育基

本法第六條教育中立原則適用範圍及修正

條文」研擬計畫

教育部-委託 421,002

104A118-1 國教署/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

實踐方案(行政委辦)/第4年

教育部-委託 11,500,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4年教育部委辦             單位:元



104A118-2 國教署/活化教學-第4年-國中小學校端經

費

教育部-委託 27,343,460

104A119 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

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中心/

主持人盧秀琴(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2,500,000

104A120 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

計畫-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中心」_社發系

(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2,500,000

104A12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一年新學制探究計畫

教育部-委託 1,370,245

104A12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偏遠地區

學校特別法立法必要性之計畫

教育部-委託 212,304

104A123 教育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委辦/中小學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踐模式研究

教育部-委託 763,039

104A12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十二年國

教課程綱要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教育部-委託 4,414,395

104A125 委託專業團隊研發新住民語文教材及學習

單補充教材作業要點(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198,000

104A126 編製「新住民-越南、印尼語文補充教

材」(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577,000

104A127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委辦/「教

育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團體協約協商

團隊種子成員培訓」計畫

教育部-委託 994,880

合  計: 103,784,220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C101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衣技織長」廳桌

遊教具製作採購案(案號104025)

其他政府機關 95,000

104C102 財團法人王詹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本

校特殊教育學系辦理「示範機構、示範幼

兒及早療社區示範據點建置計劃」

非政府機關 2,420,412

104C103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吉祥物公仔委託設計

案

其他政府機關 98,200

104C10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原住民文化資產法

令研究」勞務採購案(案號：10403303)

其他政府機關 950,000

104C105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媒性疾病防

治教案設計及推廣與辦理種子教師研習課

程」勞務採購案(案號：CW104023)

其他政府機關 295,000

104C106 原住民委員會/「2015年南島民族國際會

議」(案號：104042)

其他政府機關 2,100,000

104C108 國家人權博物管籌備處/人權文學講堂暨

出版計畫(案號：10421)

其他政府機關 1,900,000

104C109-1 子計畫1：「兒童越南語開班計畫」 非政府機關 223,400

104C109-2 子計畫2：「跨國多元文化學習計畫」 非政府機關 887,800

104C109-3 子計畫3：「跨國文化體驗教師分享研習

會」

非政府機關 60,040

104C109-4 子計畫4：「跨國文化體驗學習研習會」 非政府機關 361,000

104C109-5 子計畫5：「越南語母語師資培育工作

坊」

非政府機關 374,000

104C109-6 子計畫6：「行政費用」 非政府機關 356,750

104C110 臺北市立大學/委託本校辦理「104級初任

教師導入知能研習計畫-教師志業導入

研」

其他政府機關 359,815

104C11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度國民小學國語

文教師教學進修學分班

其他政府機關 147,460

104C112 日本橫濱中華學院/104學年度海外華語文

教學實習一案(張凱翔、錢芝萱-薪資)

其他政府機關 132,000

104C113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計畫審議及評

估制度之調整規劃研究-教育文化類別

其他政府機關 782,000

合  計: 11,542,877

               104年其他機關委辦           單位:元

計畫執行明細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C401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104年度

「TWNIC政府IPv6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

推動輔導團隊」

非政府機關 155,500

104C402 榮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ndroid手持式裝

置APP協助開發(於現有NFC血壓計APP加入

Bluetooth功能)研究計畫

非政府機關 105,000

104C403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紮根研究之質性創業資料庫前期規劃與

理論模式初建

非政府機關 294,000

104C404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4年度~105年度

「製程自動化工業感測器無線網路系統」

非政府機關 150,000

104C405 浯陽科技有限公司/「Fuzzy PID溫度控制

參數設定、系統結果量測之建置與Fuzzy

PID控制器規劃」研究計劃

非政府機關 600,000

104C406 中華文化總會/委託本更辦理「2015-2016

城南藝事策展研究暨實習平台產學合作

案」第一階段

非政府機關 389,933

104C407 台塑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辦理

104度「SSP企業餘料與閒置品處理雲平計

畫」

非政府機關 170,000

104C408 浯陽科技有限公司/物聯機器人研發與人

才培育計畫

非政府機關 1,400,000

合  計: 3,264,433

             104年產學合作         單位:元

計畫執行明細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B001 科普資源整合：遊戲引力：虛實共創社群

的新集眾計畫(主題代號：ST4)

科技部 1,000,000

104B002 科普資源整合：2015科普教育推廣活動—

航空科學翱翔嘉年華(ST5)

科技部 900,000

104B003 國中數學科補救教學融入學習動機提升方

案之研究

科技部 625,000

104B004 台灣男性對親密感的知覺與行動及其在促

進伴侶關係上之應用

科技部 577,000

104B005 以介入反應階層模式探究國小自閉症資優

學生校本方案服務成效(II)

科技部 712,000

104B006 從家庭到幼兒園：建立以家庭為中心取向

早期療育轉銜服務模式之協同行動研究

科技部 671,000

104B007 國中教室社會互動學習環境量表的發展與

調查研究

科技部 750,000

104B008 課程美學--理論建構與教育實踐 科技部 674,000

104B009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校長與教師的政治行為 科技部 513,000

104B010 特殊幼兒轉銜服務與轉銜成果 科技部 504,000

104B011 國小社會領域、生活課程教科書時序觀念

教材之分析與批判

科技部 260,000

104B012 在隨機波動度過程下的波動度衍生性金融

商品評價問題之研究

科技部 448,000

104B013 p-Laplacian 之非齊次特徵值問題的節點

反演問題

科技部 353,000

104B014 愛奇兒手足在不同時間點之需求與服務期

待之調查研究--以天使心基金會為例

科技部 710,000

104B015 飄洋過海：西班牙人對北臺灣的經營（

1626-1642）

科技部 423,000

104B016 科學論述與旅行書寫：兩位英國博物學家

的臺灣紀行

科技部 305,000

104B017 湯瑪士.魯夫作品中的幽靈性與檔案實踐 科技部 645,000

104B018 安南使節阮忠彥的北使歷程及其中國書寫 科技部 673,000

104B019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統計架構研究 (I) 科技部 525,000

104B020 從「個人」到「群」：馬爾羅,蔣光慈與

茅盾革命小說之比較

科技部 425,000

104B021 臺灣知識性兒童讀物研究 科技部 295,000

104B022 建構自我提問策略閱讀網站對提升學生能

力之探究

科技部 694,000

104B023 以發展概念心像為策略之行動載台幾何遊

戲開發及驗證：認知教學模式建構、遊戲

式學習成效、心流轉變路徑與概念改變歷

程行為分析

科技部 480,000

            104年科技部委辦        單位:元

計畫執行明細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B024 結合開放式災情回報與預警技術建置即時

互動式土石流災情資訊平台-總計畫暨子

計畫:即時互動式土石流災情資訊平台之

建置與推廣(III)

科技部 2,112,000

104B025 文創產品的價值創造模式：理論建構與工

藝產業個案研究

科技部 380,000

104B026 銀髮族複合式手部訓練系統之研製 (I-

II)

科技部 750,000

104B027 以關鍵字相似度為基礎之個人化網路廣告

推薦服務

科技部 503,000

104B028 開發基於新型故障阻抗計算的非同步故障

定位演算法

科技部 656,000

104B029 實體遊戲機台結合繪本遊戲與互動投影之

教育學習載具的設計製作與使用性評估

科技部 506,000

104B030 高中體育班學習經驗與生涯教育之行動研

究

科技部 412,000

104B031 支援近似隨選視訊之低延遲波動頻道轉換

週期廣播法研究

科技部 560,000

104B032 塑造文化都市:臺北市文化規劃之演化與

空間策略塑造

科技部 603,000

104B033 目的地品牌體驗對文化景觀吸引力影響之

研究

科技部 354,000

104B034 水資源利用調配與永續國土規劃相關性之

研究-整合性永續環境資源管理、災害風

險管理與國土規劃機制及方法之研究(II)

科技部 986,000

104B035 父母的「識字讀寫參與」和孩童的「感知

父母目標」對國小學生之三重目標、負面

學習行為與英語學習成就之因果關係研究

科技部 496,000

104B036 華語教師課堂意義協商策略研究 科技部 333,000

104B037 領導者與部屬上下關係:量表與關聯網絡

之建構

科技部 723,000

104B03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工具及其效果分析

(II)

科技部 550,000

104B039 《詩藪》辨體觀念析論 科技部 304,000

104B040 以智慧生活程式設計科學營提升高中女生

對科學學習之興趣與自信

科技部 620,000

104B045 結合同儕求助機制之國小數學遊戲式行動

學習模式建置與成效分析

科技部 400,000

104B046 學習共同體結合合作學習策略應用於師資

培育數學課程教學之行動研究

科技部 400,000

104B047 高中職文創科技領域探究式課程資源精緻

化暨應用推廣計畫-總計畫(2/2)

科技部 1,705,000

104B048 創新情境式綠色能源前瞻科技數位學習之

教材發展、應用與推廣(1/3)

科技部 2,400,000

104B049 銀髮族虛擬3D 頭像辨識應用與開發研究

(2/2)

科技部 478,000

104B050 昆蟲生活史3D實體模型的設計與製作 科技部 670,000

104B111-1 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其建構-從原

住民族法學論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

其建構(1/3)

科技部 629,000



104B111-2 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其建構-從原

住民族法學論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

其建構(2/3)

科技部 994,000

104B111-3 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其建構-從原

住民族法學論原住民族部落之法主體性及

其建構(3/3)

科技部 854,000

104B112-1 整合數位學習的學習診斷評量與回饋App

系統開發(1/2)

科技部 1,280,000

104B112-2 整合數位學習的學習診斷評量與回饋App

系統開發(2/2)

科技部 1,280,000

104B113-1 青少年正向靈性生涯發展的促進：生涯目

的感之概念、發展歷程與介入策略的影響

(1/3)

科技部 885,000

104B114-1 我們的孩子健康幸福嗎?兒童青少年主觀

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探

討(1/2)

科技部 847,000

104B114-2 我們的孩子健康幸福嗎?兒童青少年主觀

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之探

討(2/2)

科技部 696,000

104B115-1 職前與在職教師之分數教學專業知識、實

踐與專業成長：以教科書解讀為途徑

(1/2)

科技部 905,000

104B115-2 職前與在職教師之分數教學專業知識、實

踐與專業成長：以教科書解讀為途徑

科技部 915,000

104B116-1 發展行動同儕教導系統運用於國小普通班

國語文學習之研究

科技部 977,000

104B116-2 發展行動同儕教導系統運用於國小普通班

國語文學習之研究

科技部 1,012,000

104B116-3 發展行動同儕教導系統運用於國小普通班

國語文學習之研究

科技部 986,000

104B117-1 整合擴增實境之合作概念構圖即時反饋於

行動與無所不在探究式學習歷程系統之建

置、應用與分析

科技部 665,000

104B117-2 整合擴增實境之合作概念構圖即時反饋於

行動與無所不在探究式學習歷程系統之建

置、應用與分析

科技部 691,000

104B118-1 如何留住人才？時間價值觀、個體知覺及

組織資源的觀點

科技部 409,000

104B118-2 如何留住人才？時間價值觀、個體知覺及

組織資源的觀點

科技部 478,000

104B119-1 引入hydrazone bond複合奈米石墨子點與

doxorubicin藥物在癌症幹細胞治療的應

用性研究(1/2)

科技部 1,500,000

104B119-2 引入hydrazone bond複合奈米石墨子點與

doxorubicin藥物在癌症幹細胞治療的應

用性研究(2/2)

科技部 1,500,000

104B120-1 戰後台灣公營當舖的變遷及其社會經濟意

義1945-2013(1/2)

科技部 613,000

104B120-2 戰後台灣公營當舖的變遷及其社會經濟意

義1945-2013(2/2)

科技部 560,000

104B201 研究生林竹方5/11-14赴希臘雅典參加第

13屆國際大眾傳媒與傳播研討會補助

科技部 50,000

104B211 104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共24名 科技部 1,152,000



104B212 104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助學金補充

保費

科技部 23,040

104B231 赴美國短期研究4個月-運用生理指標評估

伴侶關係及諮商變化歷程(取消)

科技部 0

104B401 104年5月赴美國Louisville參加The

139th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isabilities(AAIDD)Annual

Meeting及2015 Sibling Leadership

Network Conference國外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4B402 104年7月赴英國Brighton參加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and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國外旅費

科技部 79,300

104B403 104年7月赴日本東京參加日本學校教育學

會第30回研究大會國外旅費

科技部 25,000

104B404 104年7月赴日本東京參加2015第6屆

Network for Inter-AsianChemistry

Educators會議國外旅費

科技部 40,000

104B405 104年7月赴英國Worcester參加IRSCL

22nd Biennial Congress會國外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4B406 104年10月赴大陸澳門參加國際會議國外

旅費

科技部 20,000

104B407 104年11月赴美國芝加哥參加Evaluation

2015 Annual Conference國外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4B408 104年11月赴美國聖地牙哥參加The 29th

Annual UCEA Convention國外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4B450 舉辦「台灣科技藝術學會第一屆國際學術

研討會」(1/10-1/11)

科技部 150,000

104B451 舉辦「亞洲童年與視覺文本國際學術研討

會」(11/4-11/14)-賴維菁副教授

科技部 70,000

104B452 舉辦「第十七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

會」11/13-11/15補助旅費

科技部 50,000

104B470 邀請University of Granada ANA RUIZ

GUTIERREZ研究員來台訪問(104.11.23-

11.27)

科技部 51,875

104B501 綠能低碳社會溝通之議題分析與知識發掘

平台

科技部 552,173

合  計: 51,322,388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B302 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

科技部 2,372,087

合  計: 2,372,087

          104年科技部補助      單位:元

計畫執行明細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A201 教育部/104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實施計畫-健康樂活 性福無菸

教育部-補助 222,507

104A202 教育部/104年度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 教育部-補助 6,300

104A203 總務司/補助本校「提升檔案管理績效計

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4A204 特教小組/104年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

教育部-補助 2,082,919

104A205 104年度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4A206 特教小組/104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育

中心特殊教育輔導計畫

教育部-補助 690,000

104A207 教育部/104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

隊活動(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20,000

104A208-1 子計畫1:活化教育大學課堂教學~NTUE教

學魔法師

教育部-補助 5,042,047

104A208-10 子計畫10:科技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SCIENCE)

教育部-補助 3,101,744

104A208-11 計畫績效管考機制 教育部-補助 4,264,942

104A208-2 子計畫2:教師專業發展多軌併進~教師分

流與支持並重

教育部-補助 4,770,000

104A208-3 子計畫3:樂在學習 能力加值支持系統 教育部-補助 2,362,917

104A208-4 子計畫4:學習無所不在~整合式行動學習

網與課業輔導APP

教育部-補助 1,693,344

104A208-5 子計畫5:促進跨國移動力-厚植實力跨足

國際

教育部-補助 831,905

104A208-6 子計畫6:北教大2.0~志業、精英、職涯陶

塑

教育部-補助 2,580,166

104A208-7 子計畫7:北教大3C~創新、創意、創業課

程

教育部-補助 1,113,216

104A208-8 子計畫8:正念教育特色人才培育 教育部-補助 1,184,375

104A208-9 子計畫9:3D列印「創客」特色人才培育 教育部-補助 3,055,344

104A2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魔鏡魔鏡兒童

戲劇教育工作室2015年度戲劇公演(指定

項目/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4A210 104年度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

畫

教育部-補助 600,000

104A211-1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1-07)-100學年度(第6屆)

教育部-補助 1,440,000

104A211-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1-7)-101學年度(第7屆)

教育部-補助 2,896,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4年教育部補助計劃         單位:元



104A211-3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1-7)-102學年度(第8屆)

教育部-補助 2,576,000

104A212 104年數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畫(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1,874,000

104A213 103學年度第2期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8,989

104A214 104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00,000

104A215 104年情緒取向助人模式-校園伴侶與家族

治療的評估與介入實務工作坊

教育部-補助 90,000

104A216 教育部/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深植

與拓展-教育專業學院(第2年)-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000,000

104A217 104年度僑生輔導實施計畫(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86,600

104A218 資科教育司/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安全

衛生通識課程及教育訓練計畫」(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40,100

104A219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第2期

(104.01-7)-103學年度(第9屆)

教育部-補助 3,248,000

104A220 國立體育大學受教育部委託辦理/104年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獎勵金

教育部-補助 5,000

104A221 體育署/104年度大專及中等學校排球場地

整建暨購置資本門設備器材計畫

教育部-補助 2,800,000

104A222 104年度國民小學國語文教師教學進修學

分班(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80,000

104A223 104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計畫(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20,000

104A224 104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部分

補助)(法治教育宣導)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4A22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4年青年國際志工海

外僑校服務計畫辦理「國北小泰陽-照進

泰北鄉」(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50,000

104A226 體育署/104運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

環境

教育部-補助 350,000

104A227 教育部/104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假營

隊活動(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220,000

104A228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飛颺計畫-補助大學

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教育部-補助 1,400,000

104A229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惜珠計畫-補助大學

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

教育部-補助 940,000

104A230-1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國北小太陽-照進

泰北鄉

教育部-補助 81,600

104A230-2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美國亞歷桑那州

公立小學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 340,000

104A230-3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當代版畫新象

教育部-補助 217,600

104A230-4 教育部/104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異國桃花源-英國

里奇明窯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 40,800



104A231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

庫聯盟」104年成員館自辦教育訓練經費

補助

教育部-補助 10,000

104A232 104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

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教育部-補助 991,000

104A23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4年度推動大專院校

生涯輔導工作計畫-課程型(職涯管理)

教育部-補助 79,800

104A234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學系體育表演會數位

典藏-經典20風華再現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4A235-1 「環境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修正計畫」-智

慧資源利用邁向永續環保(104學年度第1

學期)

教育部-補助 47,922

104A235-2 「環境教育師資培育課程修正計畫」-海

洋與河川的探索(104學年度第2學期)

教育部-補助 55,222

104A236 教育部/104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

改寫專書計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

教育部-補助 830,526

104A237-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師資培育

大學辦理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分班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

教學知能2學分班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4A237-2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師資培育

大學辦理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分班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實驗研究2學分班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4A238 體育署/104年度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計

畫

教育部-補助 250,000

104A239 特教小組/104年度第2梯教育部學產基金

補助培訓具特殊專長弱勢學生計畫個人申

請

教育部-補助 24,000

104A240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5級體育表演會」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4A241-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學年度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專業實務，典範領航-攜手精進、前瞻

創新、專長優化」

教育部-補助 3,500,000

104A241-2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學年度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專業實務，典範領航-攜手精進、前瞻

創新、專長優化」

教育部-補助 800,000

104A242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認養偏鄉中小學實驗試

點學校典範計畫

教育部-補助 1,800,000

104A243-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學年度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緻特色發展計

畫

教育部-補助 3,500,000

104A243-2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學年度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緻特色發展計

畫

教育部-補助 1,600,000

104A244-1 教育部/國立臺灣大學/北二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104學年度/專業內容策展特色人

才培育暨典範移轉計畫

教育部-補助 1,600,000

104A244-2 教育部/國立臺灣大學/北二區區域教學資

源中心-104學年度/文學大師講座

教育部-補助 600,000



104A245 教育部/補助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趙百祺

同學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立完全語言

學校擔任華語教學助理生活費及機票款

(依據「教育部103年遴薦華語教學助理赴

國外任教第103006號通告」)

教育部-補助 241,783

104A246 教育部/104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試辦學校計畫

教育部-補助 600,000

104A247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部分補助辦理

兩岸研究生「中國文學與對外漢語教學」

論文發表會

教育部-補助 30,000

104A248-1 教育部辦理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

助計畫-起飛計畫(104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 5,000,000

104A248-2 教育部辦理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

助計畫-起飛計畫(105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 4,000,000

104A249 教育部/補助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

碩士班李芳筑同學赴美國加州育明特許學

校任教之生活費及機票款(依據「教育部

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

點」)

教育部-補助 248,850

104A250 扶助國民小學弱勢家庭學生學習(補救教

學)計畫

教育部-補助 2,635,200

104A251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部分補助)第

一年

教育部-補助 1,500,000

104A25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學年度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新增獎學金

(104.11-12)-104學年度(第十屆)

教育部-補助 1,120,000

104A253 「文教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慶祝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120週年校慶暨文教法律碩

士班成立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20,000

104A254 104學年度第1期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8,989

104A255 教育部\103華語績效獎勵金 教育部-補助 375,289

104A256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第2期

(104.08-12)-104學年度(第9屆)

教育部-補助 1,880,000

104A257-1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8-12)-101學年度(第7屆)

教育部-補助 1,680,000

104A257-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8-12)-102學年度(第8屆)

教育部-補助 1,440,000

104A257-3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4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2期

(104.08-12)-100學年度(第6屆)

教育部-補助 40,000

104A258 教育部/羅浮宮漫畫展之推廣教育 教育部-補助 300,000

104A259 104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707,333



104A260-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補助大學校院推動推

動課程分流計畫-「創新學用合一設計課

程之規劃結合專業生涯輔導與產學實務課

程之實踐」

教育部-補助 700,000

104A260-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補助大學校院推動推

動課程分流計畫-「藝術、文創與音樂人

才分流計畫」(第二年)

教育部-補助 420,000

104A26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推動創新自造教

育-師資培育大學設置推展基地計畫

教育部-補助 4,581,662

104A401 104年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2,000,000

104A402 高教司/台灣大專校院學術電子書共購共

享計畫-購置電子書經費案(臺灣師範大學

主辦)-第5年(特別預算)

教育部-補助 597,073

104A403 104年補助大專院校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

(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3,600,000

104A404-1 教育部/104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

器及設備改善計畫(部分補助)-結合科技

之高互動教學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建構多

元性的高速電腦教室一間)

教育部-補助 2,601,700

104A404-2 教育部/104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

器及設備改善計畫(部分補助)-結合科技

之高互動教學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建置全

方位行動學習實驗室兼會議室一間)

教育部-補助 1,248,300

104A404-3 教育部/104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

器及設備改善計畫(部分補助)-結合科技

之高互動教學基礎環境建置計畫(補助教

職員製作雲端教材與行政管理專用電腦)

教育部-補助 2,150,000

合  計: 110,331,064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4C201-1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嘉義龍港國小生活育樂營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4C201-10 財團法人世界和平會補助國際學生文化交

流社與藝設系

非政府機關 40,000

104C201-11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資科系

13組

非政府機關 63,000

104C201-12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資科系

13組

非政府機關 63,000

104C201-13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補助蘭陽

校友會13組

非政府機關 65,000

104C201-14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補助原緣

社辦理泰雅祖靈之邦東河國小文化育樂營

非政府機關 5,000

104C201-15 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補助教經系學會等5個社團寒假活動經

費

非政府機關 30,000

104C201-16 財團法人台北市思源文教基金會-補助芝

山教育文化服務團寒假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01-17 花蓮縣政府-補助寒假花蓮豐裡國小生活

育樂營

其他政府機關 22,200

104C201-3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第37期返鄉服務隊2015冬 沄

水國小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4C201-4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補助6單位

非政府機關 33,000

104C201-5 財團法人天恆教基金會-補助2單位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01-6 原住民委員會-補助原緣社東河國小寒假

文化育樂營

其他政府機關 20,000

104C201-7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補助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

非政府機關 10,000

104C201-8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補助芝山教

育文化服務團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01-9 財團法人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芝山教

育文化服務團.教經系.文化交流社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02 僑務委員會/「104年度僑生春節祭祖暨師

生聯歡餐會」活動加菜金及摸彩紅包

其他政府機關 8,000

104C20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4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

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 124,900

104C20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103學年

度排球聯賽男女生預賽階段參賽補助款

非政府機關 7,000

104C205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協辦「無邊

界連結:物聯網與3D列印藝術新向度」第

一屆科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其他政府機關 50,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4年其他單位補助計劃      單位:元



104C206 僑務委員會/104年度補助清寒僑生工讀金 其他政府機關 50,184

104C207 國立台灣文學館/合作辦理「七等生文學

學術研討會」

其他政府機關 150,000

104C208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協辦

「無邊界連結:物聯網與3D列印藝術新向

度」第一屆科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其他政府機關 50,000

104C20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生活』節能減

碳達人坊.北師嘉年華」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 247,810

104C210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103學年度大

專校院棒球隊參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計

畫

非政府機關 59,997

104C211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大

專校院103學年度合球錦標賽補助實施計

畫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4C212-1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

「104年暑假臺東豐源國小生活育樂營」

暑期服務活動

非政府機關 5,000

104C212-1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芝山

教育文化服務團等20組團隊辦理104年度

暑假期間公益社團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11,000

104C212-11 財團法人漢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芝山

教育文化服務團等20組團隊辦理104年度

暑假期間公益社團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11,000

104C212-12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基金會/補助離島

學生校友會等10組團隊辦理2015年大專院

校服務性社團暑假營隊經費

非政府機關 76,000

104C212-13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補助國際志工

服務隊「國北小泰陽」前往泰北滿星疊地

區教學服務經費

非政府機關 40,000

104C212-14 財團法人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補助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等9組志工服務

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10,000

104C212-15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補助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及離島校友會辦

理10年度暑假期間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30,000

104C212-1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補助本校自然「國北小泰陽」國際志

工服務隊

非政府機關 60,000

104C212-17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補助本

校台灣中部聯盟校友會、巴魯巴美育工作

隊、台南府城校友會3組團隊辦理暑假梯

隊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12-18 財團法人華緣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教育

系男籃等15組暑期服務梯隊活動

非政府機關 85,000

104C212-19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補助芝山教育文化

服務團等5組志工服務隊辦理104年度暑假

期間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75,000

104C212-2 財團法人台北市思源文教基金會-補助芝

山教育文化服務團辦理「104年暑假金門

古寧國小生活育樂營」、「103年暑假澎

湖興仁國小生活育樂營」、「104年暑假

台東豐源國小生活育樂營」三項營隊活動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4C212-20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5組志

工團隊辦理104暑假期間服務活動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4C212-21 財團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

補助「台灣金好玩」青年賽暑金門服務活

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0,000

104C212-22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熱舞社-冰

南舞重天表演藝術暨街舞暑期梯隊」

非政府機關 5,000

104C212-23 御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教育系系學

會「light up snowland」尼泊爾國際志

工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0,000

104C212-3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專業基金

會/「104年暑假臺東豐源國小生活育樂

營」暑期服務活動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4C212-4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慈善

業基金會/嘉義校友會辦理「第三十八期

返鄉服務梯隊-馬達加斯嘉年華」暑期志

工服務活動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4C212-5 財團法人千佛山基金會/「104年暑假臺東

豐源國小生活育樂營」暑期服務活動

非政府機關 8,000

104C212-6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

「2015海底尼莫HOT一夏教育生活體驗

營」活動。

非政府機關 5,000

104C212-7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補助芝山

教育文化服務團等7組暑假學校社團活

動。

非政府機關 45,000

104C212-8 財團法人法鼓山福幫慈善事業基金會/補

助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系學會梯隊籌備小

組等7組暑假學校社團活動。

非政府機關 85,000

104C212-9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補助巴魯

巴美育工作等6組團隊辦理104年暑假大專

莦團服務營隊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66,192

104C21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本校足

球隊參與「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

足球運動聯賽」經費

非政府機關 3,000

104C214 僑務委員會/103學年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

僑生歡送會

其他政府機關 750

104C215-1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愛心世界展覽館/

臺灣與日本小學道德課程與教學之比較研

究

非政府機關 100,000

104C215-2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臺

灣與日本小學道德課程與教學之比較研究

非政府機關 5,000

104C216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東亞地區校長

學學術研討會-校長評鑑的趨勢與挑戰實

施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 125,920

104C217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103學

年度排球公開聯賽男生獎勵金」決賽階段

參賽補助款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4C218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103學

年度排球運動聯賽複決賽階段參賽補助

款」(男公開一般參賽補助款6000，女一

般參賽補助款8000)

非政府機關 14,000



104C219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兩岸研究生中

國文學與對外漢語教學論文發表會」

其他政府機關 50,000

104C220 新北市教育局/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人員職前訓練課程」

其他政府機關 238,063

104C221 原住民族委員會/104學年度大學校院開設

原住民族語言課程補助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 185,600

合  計: 3,07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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