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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KPI達成情形 

建立英語資料庫平臺 

公共服務場域第一線服
務櫃檯提供雙語諮詢服
務比率 
＞50% 
 

政府招標文件內重
要名詞標準化英譯 

與外國人相關文書、
證照等雙語化比率
=92% 

與外國人相關法規雙
語化比率＞70% 

各部會官網全面雙
語化比率＞70% 



偏鄉學生獲得數位學伴之陪伴 

9所師培大學辦理 

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1,961人次 

補助8所師培大學設置 

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與ICRT合作 
打造新聞英語節目
News LunchBox 

教育廣播電台製播 
英語廣播節目 

2,395集 

運動教練及裁判培訓系統，
首次全面加入英語專業術語
課程，與國際接軌 

Cool English研發

互動式Google 
口說教材 

啟動全英語教學 
師資培育 

強化數位學習 

製播多元化、生活化 
英語廣播節目 

提升體育專業 
英語能力 



7個地方政府8個幼兒園 

採用英語融入教保活動 
課程之模式 

試辦沉浸式英語 
教學計畫 

20個地方政府65校 

發展幼兒園英語
融入式課程 

運用國際資源 
協助英語教學 

推動中小學採 
部分英語授課 

擴展各級學校 
師生國際交流 

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 
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畫 

96校 

海外青年志工暑期至偏鄉教學 
教育部+僑委會+客委會+原民會 

4,400名學生受益 

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 
專案計畫 

累計媒合5,831名境外學生 

至3,280戶接待家庭 



圖片來源：證券期貨相關官網網站 

圖片來源：金管會FB 



• 辦理流程、法令規定、招商大會等

完整投資資訊均雙語化 

• 建置境外業者雙語服務資訊專區 

• 完成10項雙語宣導廣告及動畫 

促參案件雙語化 

稅務資訊雙語化 

•「稅改掏心話」雙語影片並訪談民眾， 

FB觸及15萬人次、2萬8千餘次觀看 

財政廣宣   
雙語化 

圖片來源：財政部關務署Youtube頻道 圖片來源：財政部Youtube頻道 

圖片來源：財政部電子發票 
整合服務平台網頁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ESQ/ESQ311W.html
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7&v=MrRHp6UeubU&feature=emb_logo


營造國際化採購環境 
提升國內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適用GPA政府採購
案件英文摘要公告 

政府採購英文招標 
契約範本及案例 

政府採購招標契約範本 
重要名詞標準英譯 



宗教服務 
雙語化 

國家公園 
雙語生態影片 

內政服務 
雙語化 

35間英語友善寺廟 
宗教文化資產導覽英文APP    

16部英語導覽影片 
3部影片獲國際獎項肯定 

1,460次警廣英語教學單元 
內政服務雙語櫃台及熱線 

圖片來源：警察廣播電台網頁 圖片來源：營建署 
臺灣國家公園網站 

圖片來源：全國宗教資訊網站 



輔導3處特色商圈建置英語導覽 
台北溫泉、新北平溪、桃園六和等商圏，建置雙語
宣導資料、導覽及APP等 

研議推動10個計畫或獎項 
    鼓勵企業提升英語力 

在輔導計畫或獎項中，增列有設置英文網站或有相關提升
英語力措施者優先補助或加分 

輔導4處經典小鎮80個商家英語力 
新北九份、彰化鹿港、屏東東港、臺東成功等處，
輔導零售業、餐飲業、連鎖企業增進商家人員英
語力 



國際青年 
大使團 

推動青年 
雙語交流 

高中(職) 
及大專 
來部參訪 

外交 
小尖兵 

全民外交 
研習營 

英語教學 
助理計畫 

(ETA) 

國內外 
青少年 
互訪交流 

英語教學助理 

117位 

9縣市 

惠及地區 

宜蘭、高雄、金門 
臺中、臺北、臺東 
花蓮、彰化、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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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 

粉絲頁 推特 

官網雙語資訊 

社群媒體雙語功能 

英語教學助理 

117位 9縣市 

惠及地區 



國防部 

成立應用外語科系 
海、空軍官校正期班 

陸軍專科學校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士官班二專班 

電臺轉、製播
英語節目 

圖片來源：空中英語教室Youtube頻道 
圖片來源：漢聲廣播電台網頁 

圖片來源：漢聲廣播電台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OZpKtv_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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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提供英文摘要內容 
 已有8件提供英文摘要 

新聞稿、政策宣導雙語化 

 調查局反毒陳展館 

 廉政展示中心 

 法醫鑑識展示館 

所屬場館提供雙語服務 
 獄政博物館 

 矯正教育館 



◢ 分階段提升計程車駕駛英語力， 

已請各直轄市政府交通局，將從業人員

取得英語認證或辦理英語相關課程參與

度，納入計程車隊評鑑成績 

營造友善雙語觀光環境 
APP雙語化 

雙語示範車站 

 台鐵板橋站 

機場旅客意見 
雙語回饋 

 建置機場中、英文旅客意見      

       即時回饋系統 

 桃園機場於臉書Messenger 

      及Line聊天機器人 

圖片來源：台灣高鐵 



醫療院所英語力 

◢ 將「營造雙語環境」或提供外語溝

通服務，納入各級醫院評鑑項目 

公共服務專線英語服務 

◢ 本部、所屬機關、部立醫院及

社福機構等44處公共服務場域 

衛福部 

專線建置雙語化服務 

◢ 戒菸、更年期保健諮詢、男性關

懷及安心專線等14支服務專線 

總機完成雙語化 

文書雙語化 ◢ 與外國人相關文書、

證照共139項均已完成 



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及證照雙語化 
◢ 提供外籍移工申請技能檢定 

      試題英文語言服務，計75人次 

◢ 技術士證照中英文對照 

雙語諮詢服務 

◢ 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 

◢ 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諮詢服務 



2019年南半球地區海外青年
英語服務營 

2019年英語服務營 

 15名志工參加 

 赴苗栗縣5所學校服務，
250名偏鄉地區學童受益 

 546位志工參加 

 赴16縣市88所學校服務，
4,043名受益學童 

 邀教育部、客家委員會、原住
民族委員會及民間NGO參與 

僑委會 

 海外僑青 偏鄉英語教學志工 

 共完成41項，目標達成率100% 

與外國人相關文書雙語化 

擴增英語推廣補充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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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統計資料雙語化 
◢ 物價、國民所得 
◢ 就業及失業、薪資及工時 
◢ 綠色國民所得統計 
◢ 國富統計 
◢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重要預決算資料雙語化 

◢ 107-109年度重要預、決算資料 

      主要表件雙語化 



提供英語數位學習資源 

108年計有50,291人次選讀 

完成認證時數61,462小時 

全新設置「UP英語力」專區 

全英語授課 

108年計辦理14期，共476人參訓 

平均研習滿意度達91.79% 

涉外業務專業英語實體訓練 

人事總處 



環保署 

提供專有名詞雙語對照 

與歐洲經貿辦事處 
共同舉辦淨灘活動 

 化學物質 

 毒化災環境事故 

 環境用藥 

 活動文宣英譯 

 約248人參與 

刊登「化學物質安全」雙語推廣
素材於英語教學雜誌 



公開資料庫雙語化 

故宮 

「故宮Open Data專區」檢索頁面採中英雙語 

109年持續精進文物圖像說明英譯 



常見農漁畜產品雙語詞彙共596筆 

青農國際交流 
• 農業青年大使新南向交流 
• 農企業青年創新研習 
• 青農國外研習團 

157筆 

142筆 

241筆 

56筆 

圖片來源：2019年農業青年
大使新南向交流計畫網頁 



原住民族國際論壇、 
國際商旅展交流 

製播英語國際新聞 

• 製播「ITA・看世界」英語國際新聞節目 
從臺灣原住民族觀點看全球原住民族部
落的語言、文化、土地、醫療、藝術跟
氣候變遷 

• 南島民族論壇 
• 國際商旅展之原民部落旅遊 
• 世界原住民商業論壇 
• 原住民族國際經濟發展論壇 

圖片來源：原住民族國際經濟發
展論壇網站、南島民族論壇網站 

圖片來源：原住民族電視台網站 



客英雙語廣播電視節目 

客英雙語口譯人才 
• 已有9名客英雙語口譯人才通過訓練考評 

• 設置「客語口譯人才資料庫」 

• 客英雙語廣播節目「英文講麼个？

What’s that in English?」 

• 客英雙語電視節目「開客Ready Go!」 

• 客家議題電視節目「愛玩客之快客廚房2」 

圖片來源：客委會客語口譯人才培訓臉書 

圖片來源：講客廣播電台 

圖片來源：客委會好客ING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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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播英語節目 
◢ 每日播放15分鐘英語新聞節目 

◢ 上傳至Youtube「公視新聞網」 

       全年計63.5小時 

◢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博物館等各館    

      具英語導覽能力人數皆達3人以上 

所屬博物館英語近用環境 

圖片來源：公共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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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新竹科學園區官網 

圖片來源：新竹實中官網 



海委會 

辦理南台灣海洋青年
論壇 

 與美國在台協會合作 

 超過150人參加 

辦理東沙國際研討會 

 

 全程以英語進行 

 共250人參與 

籌辦國際海洋資訊雙
月刊 

 中、英雙語併陳 

 108/8/5/發行首刊 









圖片來源：陸委會官網 



年報或機關文宣品雙語化 

核研所專業實驗室建置雙語環境 

對外約文雙語化 

完成民眾關心之輻射及核事故資訊、原能會及核研
所年報之英譯 

可供外界參訪、運作之專業實驗室皆已完成雙語建置 

公布於原能會對外網頁之協定約文均完成雙語化 

圖片來源： 
原能會核能研究所網站 



圖片來源：輔導會官網 



文宣與網站雙語化 

• 災防告警服務之細胞廣播服務之英文簡介 

• 發布災防告警雙語訊息測試 

• 建置「資通安全暨防制濫發商業 

電子郵件宣導網英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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