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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9 日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93953B 號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
署

長 邱乾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0940181659C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0950177980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15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0970009915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0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0990217415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8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1000203825B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1010206287B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教育部臺國（二）字第 1020108087B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6 日教育部臺教國署國字第 1050051568B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教育部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08078B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93953B 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特訂定本
要點。
二、目的：
(一) 充實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平衡城鄉教育差距，提升英語教學品質。
(二) 提升教師教育專業知能，促進學生英語學習效果。
(三) 增進學生英語基本能力，開闊國際視野。
(四) 強化國民中小學教師英語聽、說、讀、寫知能，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素養。
(五) 整合相關資源，辦理國民中小學英語課程與教學活動，提升英語教育成效。
三、補助內容：
(一) 英語教學設備：
１、補助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項下之英語教學相關設備、圖書及教具。
２、補助有效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浸潤式活動情境營造之相關教學設備。
(二) 英語課程教學及學生學習活動：
１、補助辦理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項下各類英語課程與教學活動所需經費。
２、補助其他辦理英語課程教學及學生學習之相關計畫（如：辦理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
案、國際學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營等）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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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專業知能與素養：
１、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報名費。
２、補助辦理國民中小學教師提升英語教學專業知能各項計畫所需費用。
四、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僑務委員會。
五、補助原則：
(一) 英語教學設備：
１、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二年級實施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不予補助。惟
配合政策有效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浸潤式活動者，得酌予補助。
２、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分二類，並依本署財務狀況及配合本署英語教育政策之情形，
給予補助：
(１) 第一類：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區內國小當學年度均自三年級實施英語教學者。
(２) 第二類：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區內國小當學年度部分學校自三年級實施英語教學
者。
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屬學校未來五年內英語教學發展規模，及配合本署政策
完整規劃並提報申請，並應符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之規定。分配時，應視學校需求之
急需先後，以公開且非平均分配方式辦理。
４、學校因校舍重（修）建而重新申請雙語標示設備者，應依據校舍重（修）建計畫之相關
經費及要點申請補助，不得依據本要點申請補助。
５、本項不重複補助其他補助計畫中已明訂環境建置、校舍整建或資訊融入教學等項設備補
助內容。補助之經費不得使用於違反政策之學校及編班運用。
６、為確保充實英語教學設備經費執行進度及符合個別學校之需要，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將經費分配給學校自行運用。倘相同品項已知明確需求數量者，得由地方政府改採
集中採購方式辦理。
７、本項補助不含人事費、一般事務費及網際網路通信費，但獲本署補助建置數位英語教室
計畫之國民中小學，不在此限。
(二) 英語課程教學及學生學習活動：
１、針對偏遠地區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國民中小學或學習弱勢之學生，辦理提升學生英語基本
能力之相關課程教學及學生學習活動。
２、其他學生英語學習相關活動所需經費，依需求程度予以補助，需求程度相對較高者，優
先予以補助。
３、提送計畫學校若條件相同，以優先補助原住民地區學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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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計畫補助項目依計畫內容訂定之，補助經費計算方式如下表（單位：新臺幣）：
計畫名稱

補助經費

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 每校至多申請十五萬元為原則。
國際學伴計畫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營

每校至多申請十萬元、離島學校每校至多申請十三萬元為原則。
除特殊原因外，每校至多申請計畫金額以二十五萬元為原則。
除特殊原因外，每校至多申請計畫金額一班七萬元、二班十萬元為
原則。

５、辦理方式：
(１) 課程設計得結合體育（運動）或藝術活動辦理，營造全英語之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
聽、說、讀、寫英語之能力。
(２) 得依需要聘請具有英語教學專長之師資或與國外大學合作延聘短期國外大學優秀專業
英語教師參與教學工作。並得結合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或大專校院學生志工暑期
英語服務營等活動。
(３) 辦理英語學習營隊者，應於暑假或寒假期間辦理，不影響學校課務為原則。
(４) 辦理國際學伴計畫者，活動時間應妥善規劃，以不影響學校課務為原則。
(三) 教師專業知能與素養：
１、補助國民中小學現職任教英語課程教師（含正式及三個月以上代理教師），通過英語檢
測相當於 CEF 架構 B2 級（含）以上考試通過者之英語檢測報名費，每位教師每學年以
補助一種英語檢測為限。
２、其他補助國民中小學教師提升英語教學專業知能計畫補助原則及項目，依計畫實際執行
需求，由本署另定之。
(四) 本署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除屬於法律義務性支出及人事費性質者外，
其補助比率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
力分級級次表，訂定補助比率如下：第一級補助比率百分之五十、第二級補助比率百分之
六十、第三級補助比率百分之七十、第四級補助比率百分之八十、第五級補助比率百分之
九十，最高補助以百分之九十為限，其餘不足經費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學校自籌。
(五) 本署之補助經費如有不足，則依需要調整補助額度。但需求相對較急迫者，優先予以補助。
(六) 教育部或本署另有相關專案補助計畫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七)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並得組成執行小組推動本計畫。
(八) 直轄市、縣（市）政府購買設備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事宜，嚴防採購弊端，所購
置之設備財產登記為受補助學校所有。
(九) 本補助原則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因
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增減補助比率，最高以補助百分之九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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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 申請程序：
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屬學校實際需要，並配合本署規定，研提相關計畫及經
費需求報本署審核，逾期或資料不足者不予補助。
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需求時，應排列優先順位，具急迫性者優先提報需求。
(二) 審查方式及原則：
１、各地方政府應就所轄國民中小學報送之計畫，依其明確性及合理性辦理初審，單一學校
申請資本門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應由地方政府辦理實地勘查後，再予報署
申請。
２、本署受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申請，並請相關學者專家二人以上進行審查後予以
核定，並得視需要赴現場勘查。
３、本署於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並完成必要行政程序後，函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補助結果，並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知所屬學校。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定補助後，即應配合計畫辦理期程，備妥收據送本署辦理撥
款。
(二) 專款專用，會計帳目應明確清楚，並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違反規定者，本署得減少或停
止往後年度之補助款或未撥款項。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一學年度（年度）受補助經費辦理核結後，本署始得撥付
當學年度（年度）之補助款。
(四) 補助金額於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下者，得於計畫核定後一次全數撥付，超過四百萬元者，則
分二期按計畫核定總額之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撥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本署
核定補助金額後，備妥第一期收據送本署辦理撥款，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時，
應檢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請撥單」及第一期執行摘要表，請撥第二期經
費。本署將視當學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英語教學實施年級配合政策情形予以撥款。
(五)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當年本署核撥經費後一個月內完成英語教學設備補助之核配
學校及其項目經費，並依「教育部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第七
點將補助項目及金額函知辦理學校，並將最終核配學校名單及經費副知本署。
八、成效考核：
(一) 基本原則：
１、補助經費經核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即應依本署補助之各項計畫內容相關規定執
行，督導並控管計畫執行效率。
２、倘受特殊因素致計畫執行遭遇困難，影響計畫執行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報本署
辦理保留或改分配其他學校，本署得予同意、註銷或酌減該補助款，所餘經費再予有效
運用。
３、辦理相關活動之資料應妥善管理，作為參考及備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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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相關英語教學設備應予妥善運用，並依規定納入校內財產管理。
５、本署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超過規定核結
日期二個月後核結者，將酌予扣減其補助比率。
(二) 本署應積極控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之執行效率，必要時得召開檢討會、進行現
場督導及評鑑。發現辦理效果不佳者，應即請其改善，改善情況不佳者，得收回或減列補
助款，並作為爾後核定補助款之參考。
(三) 補助對象工作執行成效不符預期目標或未按規定核結者，次年提出申請補助時應檢附檢討
報告（含具體改進措施），俾供本署審核是否繼續補助。
(四) 辦理成效優良之學校及人員，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主管單位予以敘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