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度申請競爭型計畫一覽表 

項次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委辦/補助 

單位 
金額 

1 108A610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

技藝教育抽離式課程合作

班」 

臺東縣政府 98,106 

2 108A6105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中

技藝教育抽離式課程合作

班」 

臺東縣政府 171,616 

3 108E1801 
「107-2 學年度原住民族學

生教學輔導精進計畫」 
國教署 64,000 

4 108E2201 
「108 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

入學資源挹注計畫」 
國教署 3,310,500 

5 108E240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職

優質化輔助方案」 
國教署 1,500,000 

6 108E2403 「108 年度綜合高中」 國教署 230,000 

7 108E240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職

優質化輔助方案」 
國教署 1,774,000 

8 108E2405 
「108學度12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綱前導學校工作計畫」 
國教署 1,170,030 

9 108E2406 

「108學年度12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課程新增鐘點

費計畫」 

國教署 117,600 

10 108E2407 

「108 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

校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

設施計畫」 

國教署 223,200 

11 108E2501 

「107 下高中職適性學習社

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

案」 

國教署 390,000 

12 108E2504 

「108 年度國教署補助高級

中等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

設備計畫」 

國教署 341,000 

13 108E2505 
「國中教育會考試場環境改

善計畫」 
國教署 240,000 

14 108E3001 
「107 下發展與改進原住民

技職教育計畫」 
國教署 493,000 

 

  



15 108E3002 
「108 上發展與改進原住民

技職教育計畫」 
國教署 300,000 

16 108E3101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 
國教署 596,600 

17 108E3102 
「108 學年度品德教育推廣

與深耕學校實施計畫」 
國教署 46,000 

18 108E3201 
「108 年度深耕基層棒球扎

根工作計畫」 
體育署 980,000 

19 108E3202 

「國教署前瞻活化校園空間

擴大社區服務-設置體育休

閒站-青少年樂活空間補助

計畫(活動中心多功能地板改

善工程)」 

國教署 1,500,000 

20 108E3203 
「108 年度學校游泳池經營

管理(救生員)」 
體育署 261,569 

21 108E3205 
「108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 
國教署 20,000 

22 108E3206 
「107 學年度高中棒球運動

硬式木棒組聯賽」 
體育署 89,404 

23 108E3208 

「107 學年度棒球優先區-青

棒運動代表隊推廣宣傳計

畫」 

臺東縣政府 50,000 

24 108E3209 

「108 學年度棒球優先區專

案計畫-補助棒球重點發展

學校組訓實施計畫」 

臺東縣政府 420,000 

25 108E3302 

「108 年度補助偏遠地區公

立中等學校學生宿舍進用非

編制人員擔任生活輔導人員

計畫」 

國教署 489,129 

26 108E3303 

「107 學年度補助偏遠地區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通學

交通費實施計畫」 

國教署 1,127,500 

27 108E3304 

「108 學年度補助偏遠地區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通學

交通費實施計畫」 

國教署 2,800,000 

28 108E3401 

「108 年度第 1 梯次學產基

金培訓具特殊專長弱勢學

生」 

國教署 80,000 

29 108E5101 
「108 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

高級中等學校一般建築及設
國教署 2,243,480 



備計畫」 

30 108E6101 
「108 會計年度學生校外職

場參觀計畫」 
國教署 28,510 

31 108E6102 

「107 學年度屬 108 會計年

度部分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

力計畫」 

國教署 43,385 

32 108E6103 

「國教署前瞻 108 年度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優化實作環境-

學校發展校訂課程所需設

備」 

國教署 635,000 

33 108E6104 
「國教署前瞻 108 年度充實

基礎教學實習設備」 
國教署 916,000 

34 108E6105 

「108 學年度屬 108 會計年

度部分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

力計畫」 

國教署 47,120 

35 108E6106 

「108 學年度屬 108 會計年

度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

及校內併校外實習計畫」 

國教署 88,739 

36 108E6107 

「臺東縣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試辦特色學校聯

盟」 

教育部 715,225 

37 108E6701 
「108 年度獎勵高中生從農

方案輔導計畫」 
農業委員會 52,400 

合計核定總經費：23,653,113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