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5A101 105年度基宜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

實施計畫

教育部-委託 1,680,000

105A10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國民教育

法修正草案重整專案計畫

教育部-委託 241,910

105A10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委辦/105年度智慧鐵人

創意競賽及培訓計畫-初賽計畫

教育部-委託 491,935

105A104 105年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專案

計畫

教育部-委託 2,979,822

105A105 105年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

臺計畫

教育部-委託 14,807,959

105A106 國前署委託辦理/「105年國中小英語、越

語生活營」(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710,000

105A107 國前署委託辦理/編撰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人員培訓課程教學教材(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3,700,000

105A1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教、藝教分組領綱

擬定計畫-子計畫3「研訂資賦優異相關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第二年計畫

教育部-委託 1,040,000

105A10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偏遠地區

學校振興條例研擬計畫

教育部-委託 218,970

105A1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度國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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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870

105A11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公立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合併停辦實施準則計畫

教育部-委託 195,286

105A112 國前署委託辦理/2016年跨國文化體驗教

學實踐國際研討會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

執行與檢討(行政協助)

教育部-委託 500,000

105A113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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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

105A114-1 教育部委託辦理/105年至108年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

校計畫(行政協助)-第二期-第1年(行政協

助)

教育部-委託 4,100,000

105A114-2 教育部委託辦理/105年至108年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

校計畫(行政協助)-第二期-第2年(行政協

助)

教育部-委託 9,090,000

105A114-3 教育部委託辦理/105年至108年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

校計畫(行政協助)-第二期-第3年(行政協

助)

教育部-委託 9,090,000

105A114-4 教育部委託辦理/105年至108年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

校計畫(行政協助)-第二期-第4年(行政協

助)

教育部-委託 4,220,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5年教育部委辦         單位:元



105A115-1 教育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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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6,685

105A115-2 教育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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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1,723

105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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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059

105A117 彰化師範大學/中小學初任教師導入輔導

暨知能研習計畫-教師志業導入研習

教育部-委託 631,747

105A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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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

教育部-委託 7,120,000

105A118-2 國教署/活化教學-第5年-國中小學校端經

費

教育部-委託 3,400,000

105A119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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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120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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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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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教育部-委託 6,993,404

105A122 教育部委辦/研擬教育部人權教育中程計

畫(106-109年)

教育部-委託 300,000

105A123 教育部委辦/擁抱華語，前進世界-華語教

師赴國外任教經驗分享記者會

教育部-委託 84,302

105A124 1步1腳印 攜手共伴11年~教育部推動史懷

哲記者會活動

教育部-委託 131,934

105A125 105學年度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推廣

計畫

教育部-委託 373,347

105A126 教育部106年委託辦理<<臺灣閩南語常用

詞辭典>>內容檢校工作計畫

教育部-委託 2,380,364

105A127 師培課程規劃研究計畫-分項計畫三 國小

教育階段領域

教育部-委託 4,250,000

合  計: 107,488,317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5C101 原住民族委員會/第六屆原住民族傳統習

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其他政府機關 916,000

105C102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委託辦理「105年度

參加各地及全國科展學生調查研究案」

其他政府機關 804,336

105C103 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與國家法律衝突法制座談會」

其他政府機關 99,200

105C10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媒性疾病防

治教案指引手冊編製」勞務採購案(案

號：JH105007)

其他政府機關 275,000

105C105-1 子計畫1：「兒童越南語開班計畫」 非政府機關 42,132

105C105-2 子計畫2：「跨國多元文化學習計畫」 非政府機關 1,058,860

105C105-3 子計畫3：「跨國教師分享研習會」 非政府機關 27,155

105C105-4 子計畫4：「跨國文化體驗學習研習會」 非政府機關 177,493

105C105-5 子計畫5：「越南語(英語)生活營經費

表」

非政府機關 700,000

105C105-6 子計畫6：「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教

案設計與教學演示競賽」

非政府機關 46,571

105C105-7 子計畫7：「出版越南語課本」 非政府機關 150,000

105C105-8 子計畫8：「行政費用」 非政府機關 329,139

105C107-1 鴻海教育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

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行政委辦

案)104-2

非政府機關 4,264,992

105C107-2 鴻海教育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

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行政委辦案)暑

期經費

非政府機關 3,106,186

105C107-3 鴻海教育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

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行政委辦

案)105-1

非政府機關 2,262,964

105C107-4 鴻海教育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

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行政委辦

案)105-2

非政府機關 2,756,359

105C107-5 鴻海教育基金會/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

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行政委辦

案)106-1

非政府機關 3,192,000

105C108 文化部/「推動文化基本法立法策略規劃

案」

其他政府機關 2,960,550

105C109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主題式教學進階

訓練計畫

非政府機關 265,000

合  計: 23,433,937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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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C401 阿基米德企業有限公司/冬夏令營隊課程

輔導計畫

非政府機關 40,000

105C402 以誠研發有限公司/「數位教學資源盤點

應用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數資系楊

凱翔

非政府機關 2,200,000

105C404 利善美智能工業股份公司/「溫度控制器

smart PID控制演算法實現」研究計劃

非政府機關 500,000

105C405 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TWNIC政府IPV6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推動導團隊」產學

合作執行計畫乙案

非政府機關 249,000

105C406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多元教學

模式研究產學合作計畫」

非政府機關 1,400,000

合  計: 4,389,000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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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B001 歐美國際大型展覽與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之

關係探討(一): 以文件大展為研究案例

科技部 580,000

105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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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部 2,340,000

105B003 以正念認知療法調適喪慟之神經心理機制

研究

科技部 588,000

105B004 收養夫妻與家庭評估模式之建立與實踐 科技部 943,000

105B005 領導者與部屬上下關係認定之前因與後果 科技部 831,000

105B006 科普活動：科普桌遊設計與推廣活動案—

「賽客松」

科技部 630,000

105B007 附買回歐式選擇權定價問題之研究 科技部 315,000

105B008 擬線性橢圓系統上的 Prufer 變換之研究 科技部 327,000

105B009 發展極重度肢障者環境控制系統--聚焦智

慧生活家電服務

科技部 785,000

105B010 基於節目內容及排程策略以降低網路電視

之頻道切換延遲及頻寬需求之研究

科技部 558,000

105B011 臺灣八年級生的學校、教師及學生因素對

數學成就影響之多層次模型分析

科技部 600,000

105B012 翻轉教室與教育機器人策略對高中生程式

語言學習之影響與歷程行為分析

科技部 592,000

105B013 國小學生在合作學習網站對團隊技巧與溝

通模式之研究

科技部 657,000

105B014 遊戲化探究式學習於自然科學習教材開發

之研究

科技部 471,000

105B015 從統計知識、統計推理和統計思考三個層

次探討國中小學老師的統計教學知識---

運用真實資料的統計教材

科技部 550,000

105B016 河川流域永續資源管理與國土規劃之研

究--水資源利用調配與永續國土規劃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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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科技部 1,029,000

105B017 山區聚落坡地災害風險評估及植生復育之

研究-總計畫暨子計畫:孤島聚落複合式土

砂災害風險評估與調適之研究(I)

科技部 1,938,000

105B018 戰後在日台灣人與華僑的中國認知之研究 科技部 374,000

105B019 新地誌學攝影與俗民風景 科技部 605,000

105B020 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處理的教師專

業發展歷程與培訓需求－以國小教育團隊

的觀點為例

科技部 672,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5年科技部委辦       單位:元



105B021 樂齡生活：輔助高齡者如廁起坐之動作實

驗與效應分析、輔具設計優化與電腦輔助

分析、及物聯網之智能型技術應用研究

(I)

科技部 513,000

105B022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統計架構研究(II)文化

就業統計架構研究

科技部 501,000

105B023 藝文資訊分享平台之建置與研究 科技部 367,000

105B024 改變不同步寬對學童高台著地時下肢生物

力學之影響

科技部 627,000

105B025 台灣女性運動員性別意識與性別教育之行

動研究

科技部 363,000

105B026 微型創意群聚與地方復甦力：臺北市之案

例研究

科技部 693,000

105B027 文化相似性對地方意象建構影響之研究 科技部 779,000

105B028 與孩子共構生活舞台— 教師的生涯輔導

實踐知識與生涯素養

科技部 613,000

105B029 國教政策變革下的特色課程發展:從文化

歷史活動觀探討學校課程轉化

科技部 558,000

105B030 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的口語及書面語敘事

能力

科技部 558,000

105B031 教師領導標準的建構與應用 科技部 501,000

105B032 國中學生社會互動學習動機量表的發展與

調查研究

科技部 476,000

105B033 臺灣知識性兒童讀物研究(II) 科技部 283,000

105B034 《詩家全體》與《元詩體要》辨體觀念析

論

科技部 307,000

105B035 師徒傳承、資源隨創與文創創業家：以工

藝產業為例

科技部 533,000

105B036 華語教師課堂提問行為研究：以師資培育

為導向

科技部 322,000

105B037 工作記憶對處理中文反身代名詞的影響 科技部 573,000

105B038 以【降冪融合】模式探索學測英語科選擇

題對受試者閱讀能力與批判性思考力之診

斷限度

科技部 674,000

105B039 資優行動拓樸實踐模式：偏鄉兒童才能發

展支持方案(1/2)

科技部 540,000

105B040 中上寒武紀華北地台之全球化學地層對比

和古環境意義及其對三葉蟲古生物地理與

演化之啟示

科技部 1,756,000

105B041 ARCS 動機模式融入原住民完全中學之課

程開發與推廣(南澳高中)-子計畫四：資

訊科技課程之技術研發、評鑑與系統建置

(1/3)

科技部 755,000

105B042 高瞻計畫多元輔導與支援平台計畫-子計

畫四:計畫管考資訊系統及教學資源平台

建置與管理(1/3)

科技部 2,946,000

105B043 家長對孩童運動行為支持與促進介入方

案:智慧行動應用程式(App)運用之發展實

施與評量

科技部 592,000

105B101-1 (產學合作)科技足墊介入對低足弓肥胖學

童步態行走時下肢生物力學之影響

科技部 211,000



105B101-2 科技足墊介入對低足弓肥胖學童步態行走

時下肢生物力學之影響-廠商配合款

科技部 89,500

105B101-3 科技足墊介入對低足弓肥胖學童步態行走

時下肢生物力學之影響-校方技轉金

科技部 6,427

105B111-1 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 —以

反族群、性別、階級與身心障礙歧視為中

心-(子計畫十)學習扶助與國家義務-以反

族群與階級歧視為中心

科技部 479,000

105B111-2 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 —以

反族群、性別、階級與身心障礙歧視為中

心-(子計畫十)學習扶助與國家義務-以反

族群與階級歧視為中心

科技部 427,000

105B111-3 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 —以

反族群、性別、階級與身心障礙歧視為中

心-(子計畫十)學習扶助與國家義務-以反

族群與階級歧視為中心

科技部 432,000

105B112-1 資訊科技應用課程對樂齡族資訊素養能力

與學習經驗影響之研究(1/2)

科技部 1,005,000

105B112-2 資訊科技應用課程對樂齡族資訊素養能力

與學習經驗影響之研究(2/2)

科技部 1,140,000

105B113-1 自然小創客之探索昆蟲新世界－結合擴增

實境與3D列印於國小自然科創意教學

(1/2)

科技部 820,000

105B113-2 自然小創客之探索昆蟲新世界－結合擴增

實境與3D列印於國小自然科創意教學

科技部 820,000

105B114-1 探究穿戴裝置結合遊戲化行動自律學習機

制融入數學解題策略之系統建置、應用與

分析(1/2)

科技部 795,000

105B114-2 探究穿戴裝置結合遊戲化行動自律學習機

制融入數學解題策略之系統建置、應用與

分析(2/2)

科技部 892,000

105B115-1 基於WebQuest探究學習模式之無所不在學

習環境之建置、成效評量與學習行為模式

分析(1/2)

科技部 522,000

105B115-2 基於WebQuest探究學習模式之無所不在學

習環境之建置、成效評量與學習行為模式

分析(2/2)

科技部 512,000

105B116-1 建模取向的探究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建

模取向的化學探究實驗設計以測試模型假

說之數位學習與評量(1/3)

科技部 602,000

105B116-2 建模取向的探究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建

模取向的化學探究實驗設計以測試模型假

說之數位學習與評量(2/3)

科技部 577,000

105B116-3 建模取向的探究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建

模取向的化學探究實驗設計以測試模型假

說之數位學習與評量(3/3)

科技部 536,000

105B117-1 國小師資培育：強化國小POE實驗課程設

計的「解釋」能力(1/3)

科技部 770,000

105B117-2 國小師資培育：強化國小POE實驗課程設

計的「解釋」能力(2/3)

科技部 770,000

105B117-3 國小師資培育：強化國小POE實驗課程設

計的「解釋」能力(3/3)

科技部 770,000



105B118-1 想像力、正義感與公共善－世襲資本主義

狀況下之教育世代正義問題研究

科技部 717,000

105B118-2 想像力、正義感與公共善－世襲資本主義

狀況下之教育世代正義問題研究

科技部 697,000

105B118-3 想像力、正義感與公共善－世襲資本主義

狀況下之教育世代正義問題研究

科技部 674,000

105B119-1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

分析於活化古蹟應用(含子計畫一)

科技部 1,240,000

105B119-2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

分析於活化古蹟應用(含子計畫一)

科技部 1,277,000

105B120-1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遊古覽今 - 應用古蹟導覽App

於活化古蹟虛擬社群經營

科技部 641,000

105B120-2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遊古覽今 - 應用古蹟導覽App

於活化古蹟虛擬社群經營

科技部 721,000

105B121-1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賞古育今－古蹟數位推廣平台

的創新服務體驗與共創互動學習

科技部 796,000

105B121-2 遊古玩今－數位遊戲化之行為分析於活化

古蹟應用-賞古育今－古蹟數位推廣平台

的創新服務體驗與共創互動學習

科技部 918,000

105B201 課研所博士生游雅婷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文理學院研修以心理生理學觀點探討學習

者在虛擬學習之心流經驗(9個月)

科技部 450,000

105B202 研究生王羽萱5/23-27赴大陸香港參加第

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補助

科技部 10,000

105B203 研究生潘憬諭5/23-27赴大陸香港參加第

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補助

科技部 10,000

105B204 研究生黃婉茹5/23-27赴大陸香港參加第

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補助

科技部 10,000

105B205 研究生賴婉文7/4-6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參

加EDULEARN16第8屆教育與創新學習科技

國際研討會補助

科技部 54,950

105B206 研究生陳振遠7/10-14赴日本熊本參加第5

屆LTLE2016國際研討會補助

科技部 25,000

105B211 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共27名 科技部 1,302,000

105B231 赴德國短期研究4個月-中小學校教育品質

與教育評鑑之法效力(於7月底回國)

科技部 336,240

105B232 赴美國短期研究6個月-優秀人才罵不得?

苛責領導對離職意圖的影響(於106.7月出

國)

科技部 451,360

105B401 105年4月赴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國外

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5B402 105年7月赴立陶宛維爾紐斯參加24th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ural Development

科技部 120,000

105B403 105年8月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IASSIDD

World Congress國外旅費(轉至師大任教)

科技部 80,000

105B404 105年6月赴美國Houghton參加ISSRM國外

旅費補助

科技部 50,000

105B405 105年9月赴南韓慶州參加第18屆韓中文化

教育論壇研討會國外旅費補助

科技部 40,000

105B406 105年10月赴美國亞特蘭大參加

Evaluation 2016 Annual Conference)補

助差旅費

科技部 80,000

105B407 105年12月赴大陸香港參加2016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國際研討會國外

旅費補助

科技部 50,000

105B450 舉辦「視見性與可互譯性藝術.科學與哲

學科技整合學術研討會」(12/10-12/11)

科技部 150,000

105B470 邀請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

Andrew ShymanskyE.Desmond Lee講座教

授來台訪問(105.10.23-11.7)

科技部 101,816

105B999 身心障礙人員進用人事費(已結及待結案

件)

科技部 63,100

合  計: 54,536,393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5B302 105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

科技部 2,266,975

合  計: 2,266,97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5年科技部補助        單位:元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3A265-10 教育部/103年度「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頂尖

人才彈性薪資」-吳天偉新任老師

教育部-補助 226,000

103A265-9 教育部/103年度「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頂尖

人才彈性薪資」-王雅蕙新任老師

教育部-補助 566,000

105A201 教育部/105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50,000

105A202 教育部/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

身心障礙學生計畫

教育部-補助 360,000

105A203 教育部/105年度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 教育部-補助 12,500

105A204 特教小組/105年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

教育部-補助 2,235,987

105A205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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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06-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院校生涯輔

導工作計畫104學年度第二階段(課程型計

畫)-職場生存學

教育部-補助 99,600

105A206-2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院校生涯輔

導工作計畫104學年度第二階段(活動型計

畫)-聯合實習招募暨養成計畫-在桌遊圈

找個好差事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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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05A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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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3,708

105A208-10 子計畫10:科技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SCIENCE)

教育部-補助 3,008,656

105A208-11 計畫績效管考機制 教育部-補助 3,721,480

105A208-12 計畫績效管考機制-工讀金 教育部-補助 1,400,000

105A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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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6,000

105A208-3 子計畫3:樂在學習 能力加值支持系統 教育部-補助 2,460,165

105A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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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256

105A208-5 子計畫5:促進跨國移動力-厚植實力跨足

國際

教育部-補助 1,137,536

105A208-6 子計畫6:北教大2.0~志業、精英、職涯陶

塑

教育部-補助 1,795,183

105A208-7 子計畫7:北教大3C~創新、創意、創業課

程

教育部-補助 1,228,328

105A208-8 子計畫8:正念教育特色人才培育 教育部-補助 1,012,888

105A208-9 子計畫9:3D列印「創客」特色人才培育 教育部-補助 2,964,8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5年教育部補助計劃        單位:元



105A209-1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1期

(105.01-07)-100學年度(第6屆)

教育部-補助 48,000

105A209-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1期

(105.01-07)-101學年度(第7屆)

教育部-補助 2,016,000

105A209-3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年度教

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第1期

(105.01-07)-102學年度(第8屆)

教育部-補助 1,944,000

105A210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育部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103學年度核定名

額105年第1期(105.01-07)(第9屆)

教育部-補助 2,632,000

105A211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卓越師

資培育獎學金計畫-104學年度核定名額

105年第1期(105.01-07)(第十屆)

教育部-補助 3,920,000

105A212 105年數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畫(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2,088,000

105A213 105年度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

畫

教育部-補助 400,000

105A214 105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1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魔鏡魔鏡兒童

戲劇教育工作室2016年度戲劇公演(指定

項目/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16 體育署/105年度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

訓練環境

教育部-補助 400,000

105A217 104學年度第2學期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8,965

105A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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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19 105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愛情魔法

特調

教育部-補助 84,496

105A220 特教小組/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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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105A221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5年大專校院學生會

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教育部-補助 10,000

105A222 105年度僑生輔導實施計畫(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102,200

105A223 2016人文藝術季(指定項目/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50,000

105A224 教育部/蔡明亮<無無眠>電影展之教育推

廣計畫(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75,000

105A225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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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105A226 體育署/105年度改善運動訓練環境 教育部-補助 200,000

105A227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

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

教育部-補助 200,000

105A228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補助/創試劑

Creaction-一場打破現狀的創意實驗

教育部-補助 400,000

105A229 辦理兩岸研究生「華語文教學」論文發表

會語教學工作坊暨學術交流訪問(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30,000



105A230 105年度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部分

補助)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31 105年越南地區華語教師培訓班計畫(部分

補助)

教育部-補助 580,690

105A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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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500

105A23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5年青年志工海外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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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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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

105A235 環境教育師資培育課程-(環境教育) 教育部-補助 47,404

105A236-1 教育部/105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國北小泰陽-照進

泰北鄉

教育部-補助 94,000

105A236-2 教育部/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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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奇名窯海外專業實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 125,000

105A236-3 教育部/105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公立小學華語教學實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 690,000

105A236-4 教育部/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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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美

國紐約崔貝克版畫中心海外專業研習計畫

教育部-補助 378,000

105A236-5 教育部/105年度學海築夢-大專校院選送

優秀學生出國實習計畫-國際策展專案研

習_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專業實習計

畫

教育部-補助 73,000

105A237 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就職慶祝

大會接待人員

教育部-補助 145,940

105A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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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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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39 教育部/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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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00

105A240 特教小組/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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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105A241-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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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000

105A241-2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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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00

105A242 偏鄉地區國民小學師資培育實驗計畫 教育部-補助 295,132



105A243-1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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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

105A243-2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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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A244 教育部/補助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趙百祺

同學赴德國Mark Brandenburg學校擔任華

語教學助理生活費及機票款

教育部-補助 287,143

105A245 105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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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910

105A246 教育部補助/105年度「大學以社教機構為

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融入使用者體驗

的觀眾研究與遊戲化互動設計思考脈絡

教育部-補助 3,100,000

105A247 105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510,000

105A248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建置國中小「創

意自造中心」與推展自造教育計畫

教育部-補助 2,000,000

105A249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四樓宿舍暨屋頂防水

工程補助計畫

教育部-補助 1,213,872

105A250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06級體育表演會」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51 105年新南向政策教育論壇-東協語文與華

語文人才培育新基地(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85,397

105A25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105學年度

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新增獎

學金(105.11-105.12)-

教育部-補助 1,072,000

105A253 105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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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25

105A254 獎勵104學年度第2學期學校衛生輔導特優

學校

教育部-補助 60,000

105A255 教育部補助/105年度「大學以社教機構為

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藝術館世界兒童

畫之數位展示、教學、及互動體驗服務計

畫

教育部-補助 3,100,000

105A256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5學年度推動大專校

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聯合實習招募

暨養成計畫II:尋找社企大使

教育部-補助 150,000

105A257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師資生(國

字)書能力檢測系統建置計畫

教育部-補助 450,000

105A258 教育部\104年度華語績效獎勵金 教育部-補助 323,948

105A259 教育部/105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重點學校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0

105A260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部分補助)-

第二年

教育部-補助 1,500,000

105A261 國際藝術家邀請創作展演暨專業研習計畫

(指定項目補助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

105A262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育部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103學年度核定名

額105年第2期(105.08-105.12)(第9屆)

教育部-補助 1,560,000

105A263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育部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105年度第2期

(105.08-105.12)-102學年核定

教育部-補助 1,120,000



105A264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育部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104學年度核定名

額105年第2期(105.08-105.12)(第10屆)

教育部-補助 2,200,000

105A265-1 國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日本鹿兒島大學

附屬中學及小學教育見習

教育部-補助 603,000

105A265-2 國外教育見習課程計畫-跨境學習:越南胡

志明市臺灣學校見習

教育部-補助 531,000

105A266 105學年度第1學期僑生學業輔導實施計畫 教育部-補助 28,965

105A267 教育部補助/創新教學環境建置計畫 教育部-補助 10,000,000

105A268 教育部補助/105年度「未獲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

頂尖人才彈性薪資」

教育部-補助 3,000,000

105A401 105年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部分補

助)

教育部-補助 2,000,000

105A402 105年專案補助大專院校改善無障礙校園

環境(部分補助)

教育部-補助 2,100,000

105A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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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特別預算)

教育部-補助 484,330

合  計: 104,287,504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核定金額

105C201-1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補助雲林嘉義校友會辦理105

年度寒假返鄉服務梯隊「愛麗絲冒險嘉」

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5C201-10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基金

會/補助「105年寒假花蓮卓樂國小生活育

樂營」公益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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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寒假期間

志工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5,000

105C201-12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補助芝山

教育文化服務等5組團隊辦理105年寒假活

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25,000

105C201-13 財團法人天恆文教基金會/補助教育經與

管理學系系學會申請105年度大專院校社

會服務愛心社團合作支持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1-14 財團法人法鼓山基金會/補助登山社及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系學會辦理105年度寒

假期間志工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5C201-15 原住民委員會/補助社團辦理「105年寒假

花蓮卓樂國小生活育樂營」經費。

其他政府機關 20,000

105C201-2 財團法人吳東進基金會/補助芝山教育文

化服務團「105年寒假連江縣仁愛國小生

活育樂營」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5C201-3 歐美雲/補助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辦理104

學年度寒假下鄉服務計劃經費。

非政府機關 100,000

105C201-4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補助芝山

教育文化務團辦理「105年寒假連江縣仁

愛國小生活育樂營」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1-5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補助雲

林嘉義校友會等14組團隊辦理105年寒假

期間志工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70,000

105C201-6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補助雲林

嘉義校友會等5組團隊辦理「105年大專社

團寒假服務營隊」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5C201-7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雲林

嘉義校友會等16組團隊辦理「105年大專

社團寒假服務營隊」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64,500

105C201-8 財團法人華儒文化教育基金會/補助雲林

嘉義校友會等16組團隊辦理「105年大專

社團寒假服務營隊」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63,500

105C201-9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基金會/補助

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辦理「105年寒假連

江仁愛國小生活育樂營」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0,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計畫執行明細表
           105年其他單位補助計劃       單位:元



105C202 僑務委員會/「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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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

105C20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104學

年度籃球運動聯賽」預賽階段參賽補助

款」(女公開二級球隊補助款12500元整)

非政府機關 12,500

105C204 僑務委員會/105年度補助清寒僑生工讀金

/助學金

其他政府機關 50,160

105C20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友善在地環境，惜

福綠色生活」計畫

其他政府機關 277,240

105C206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大

專校院104學年度合球錦標賽補助實施計

畫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5C207-1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暑

期赴金門柏村國小辦理「2016腦金急轉彎

教育生活體驗營」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7-1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補助體育

學系等25組團隊辦理105年度公益社團活

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94,000

105C207-11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關懷基金會/補助

體育學系等25組團隊辦理105年度公益社

團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94,000

105C207-12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善事業基金會

/補助芝山教育有化服務團辦理「105年暑

假高雄六龜國小生活育樂營」服務活動經

費

非政府機關 25,000

105C207-13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補助登山社等12組團隊辦理大專校服務性

社團暑假營隊經費

非政府機關 75,000

105C207-14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補助「資訊科

學系系學會等5組團隊辦理105年度大專院

校社團服務性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40,000

105C207-15 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補

助「本校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等五個營隊

暑假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0

105C207-16 財團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社會福利基金會

/補助「學生社團雲林嘉義校友會辦理105

年度暑假服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20,000

105C207-17 財團法人華緣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異想

家pop社等5組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非政府機關 30,000

105C207-18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數

學暨訊教育學系系學會「環遊數界益智成

長營」活動經費案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7-2 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基金會

/補助本校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等8社團

2016年「學生服務團體支持計劃」

非政府機關 100,000

105C207-3 財團法人中租青年展望基金會/2016暑假

南安國小玩具方城市創意學習營

非政府機關 40,000

105C207-4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補助宜蘭

大同國小等10組服務隊辦理105年暑假活

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30,000



105C207-5 財團法人萬海航運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補助離島學生校友會；芝山教育文化

服務團等3組團隊辦理105年度暑假期間服

務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30,000

105C207-6 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補助芝山

育文化服務團辦理「105年暑假南投內湖

國小生活育樂營」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07-7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補助體

育系等22組團隊辦理105年度暑期間服務

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110,000

105C207-8 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補助「雲

林嘉義校友會等13組團體辦理2016暑假營

隊」活動費

非政府機關 130,000

105C207-9 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補助學生

社團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辦理「105年暑

假南投內湖試教梯隊」活動經費

非政府機關 7,000

105C208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104學

年度大專院棒球參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

計畫」

非政府機關 60,000

105C209 僑務委員會/105學年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

僑生歡送會

其他政府機關 1,500

105C210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補助「非物質文化

遺產政策與法制國際研討會：臺法義比較

研究」經費案

其他政府機關 50,000

105C211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104學年度排

球運動聯賽

非政府機關 14,500

105C212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補

助「台灣美術研究獎助計畫-台灣近代美

術展『福爾摩莎的珍珠』策展研究計畫

非政府機關 400,000

105C213 宜蘭縣政府/配合教育部開設「105學年度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教師師資前教育

課程專班(宜蘭班)案」

其他政府機關 151,728

105C214 原住民族委員會/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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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20

105C215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

庫聯盟」圖書館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其他政府機關 7,500

105C216 中華民國各界慶祝105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補助本校參加國慶大會接待學生服裝經費

其他政府機關 10,000

105C217 財團法人凌華教育基金會/補助本校慈愛

社「玩具方城市創意學習營」服務活動經

費

非政府機關 5,000

105C218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質廢棄課桌

椅循環再利用大賽」活動經費

其他政府機關 40,000

105C219 臺北市文化局/「跳島城南-城市的日常伸

展運動」

其他政府機關 403,780

合  計: 3,0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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