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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究計畫」相關事宜 

一、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品質，發展符合

本土需求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模式，以增進學校師生性別平等教育素

養，爰補助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之推動策略研究計畫」。 

二、補助對象：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不含軍警院校）。 

三、研究主題：「大專校院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相關

議題（含校園性霸凌防治）。 

四、補助基準： 

（一）採部分補助，受補助學校應提撥自籌經費，其額度應至少為計畫總經費之

5%。 

（二）每案以 15萬元為上限。 

（三）本部補助計畫之經費限於業務費（不含稿費）及雜支。其他相關經費應依

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標準編列。（「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下載網址：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

A7B2B7&s=D4E18F36CC272026） 

五、計畫期程：自 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六、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至 106年 5月 31日止。 

（二）申請學校應於前款規定期限內（以郵戳為憑）發文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申請補助，並請備妥下述文件，： 

1、公文 1份。 

2、申請文件檢核表（格式如附件 1）1份。 

3、申請計畫書（含用印完成經費申請表）1式 3份。 

4、申請計畫光碟 1份。。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A7B2B7&s=D4E18F36CC272026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A7B2B7&s=D4E18F36CC2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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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申請書應具體，資料應完備，本部不接受補件或抽換；資料不齊全、

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屆期未送達者，均不予受理。計畫書請自行備份，

恕不退還。 

（四）計畫主持人： 

1、應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2、計畫應列表提出計畫主持人最近 3年執行本部補助計畫之案件清單與計畫

摘要。同一計畫如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經費者，不得重覆申請；未獲本

部補助之項目及經費，由學校配合款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學

校並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並說明。 

3、本部將視計畫主持人當年度申請本部相關計畫情形，衡量其任主持人之計

畫之通過情形，並以當年度補助總數不超過 2件為原則。 

七、申請計畫書： 

（一）封面：如附件 2。 

（二）計畫內容：計畫書內容請依下列架構撰寫並加附目次 

1、研究主旨：包括研究名稱、緣起與預期目標。 

2、研究背景分析。 

3、研究內容大綱。 

4、研究方法與步驟。 

5、研究進度。 

6、研究預期成果。 

7、相關參考資料。 

8、研究人員學經歷及分工。 

9、研究經費之配置（經費申請表如附件 3）。 

※如需額外補充或建議，得另闢章節描述。 

八、審查作業： 

（一）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本部得視審查需要，邀請計畫

主持人至本部簡報，並對計畫書之執行提出修正建議。 

（二）審查項目： 

項   目 評  審  內  容 

1、執行經驗實績及

執行能力。 

類似個案之規劃執行經驗與實績。 

2、研究主持人及工

作人員之經驗

及能力。 

1、組織及需求人力分析。 

2、管理規劃。 

3、品質控制與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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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書之完整

性、可行性及對

服務事項之瞭

解程度。 

1、對本案之瞭解程度。 

2、企畫書完整性及可行性。 

3、預定進度及查核點，及能在時程內完成之能

力說明。  

4、效益分析。  

5、對本案計畫內容建議。 

4、經費合理性。 依本部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九、經費請撥及結報：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

4A7B2B7&s=D4E18F36CC272026）。 

（一）請撥：於本部核定函文到後 15日內，檢具學校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二）結報：結報：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 2個月內，檢附成果報告（含

光碟）2冊、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1份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辦理結報事宜。 

十、成果報告： 

（一）至遲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 2個月內，備齊成果報告內容（含光碟）1式 2

份，送交本部。 

（二）成果報告內容，請依下列架構撰寫並加附目次： 

1、研究摘要報告。 

2、研究主旨與背景分析。 

3、主要研究內容。 

4、研究方法與步驟。 

5、研究成果（包含質化與量化成果說明）。 

6、結論與建議。 

7、參考文獻。 

※如需額外補充或建議，得另闢章節描述。 

（三）受補助計畫完成之成果報告，本部得無償、不限時間、不限次數使用；其

內容引用他人之圖文或照片者，受補助人應取得圖文著作財產權人之授

權，授權範圍包括計畫教材之編撰使用及計畫教材大綱登載於本部計畫專

屬網站。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A7B2B7&s=D4E18F36CC272026
http://depart.moe.edu.tw/ED4400/News_Content.aspx?n=DE655E1074A7B2B7&s=D4E18F36CC2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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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 請 文 件 檢 核 表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究計畫」 

提醒事項：計畫申請書應具體，相關申請資料應完備，本部不接受補件或抽換；資料不齊全、

未裝訂完備、不符規定或屆期未送達者，均不予受理。 

計畫名稱：（申請學校填寫） 

申請學校：（申請學校填寫） 

計畫主持人：（申請學校填寫） 

項次 申請文件名稱 份數 
申請學校檢核 

（申請學校填寫） 

教 育 部 檢 核 

（教育部填寫） 

1 申請文件檢核表 1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2 

申請計畫書 

（1）以雙面印刷，簡單裝訂不膠裝 

（2）內容依架構撰寫並加附目次 

（3）含經費申請表，且均已完成用印 

3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3 申請計畫光碟 1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合於要求。 

□未合於要求。 

※本欄由教育部填寫※ 

審查□合於要求。（打） 

審查□未合於要求（打）；其項次及理由：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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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封面樣式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

推動策略研究計畫」計畫 
 

 

 

 

 

計畫名稱  

辦理學校 
校名： 

地址： 

計畫主持人 

姓名： 

職稱： 

單位／系所： 

電話：（公）               轉          ； 

（手機）              

傳真： 

e-mail： 

聯絡人 

（若同計畫主持人，則免填列） 

姓名： 

電話：（公）               轉          ； 

（手機）              

傳真： 

e-mail： 

106年  月  日 

 

註 1：本計畫書 1式 3份（光碟 1份）。 

註 2：響應節能減碳，請以雙面印刷，簡單裝訂不必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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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開發及推動策略研究計畫」計畫經費申請表 

申請學校：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雜支       

小計       

合  計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
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
（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