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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0學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一覽表 

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A01 研究計畫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2 整合型計畫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3 配合款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4 獎勵教師申請校外研究計畫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5 教師成果發表獎勵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6 教師著作、創作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社會系所 工作論文 

9991A07 教師交流合作、參訪 國際教育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教育學院 
 

傳播學院 
 

理工學院 
 

外語學院 
 

哲學系所 姊妹校參訪 

餐旅系所 
 

社會系所 
 

9991A08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11 新進教師薪資 人事室 
 

9991A12 教師休假進修 人事室 
 

9991A13 教師升等 人事室 升等審查 

文學院 升等審查 

教育學院 升等審查 

外語學院 升等審查 

民生學院 升等審查 

法律學院 升等審查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升等審查 

全人教育中心-進修組 升等審查 

9991B01 出版—學誌 藝術學院 
 

理工學院 輔仁學誌理工類No.45 

外語學院 FU JEN STUDIES 

民生學院 民生學誌 

法律學院 輔仁法學 

管理學院 輔仁管理評論 

中國文學系所 
輔仁國文學報、先秦兩漢學術學

報、輔大中研所學刊 

歷史學系所 輔仁歷史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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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所 
 

應美系所 設計研究學報 

社會系所 社會分析 

社工系所 
 

9991B02 研討會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理工學院 
 

外語學院 創意外語教學研討會 

社會科學院 宗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 

哲學系所 第十五屆海峽兩岸輔大人大哲學論壇 

圖書資訊學系所 
 

音樂系所 
 

餐旅系所 
2011 餐旅管理暨產業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 

社會系所 
第 2 屆天主教社會思想研討會—疆

界與交融：生活實踐下的新移民 

宗教系所 宗教與身心障礙的會遇研討會 

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

學程-進修部 

橘色善念—銀髮族休閒時尚國際設

計研討會 

9991B03 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理工學院 
 

9991B04 學生交流合作、參訪 理工學院 
 

哲學系所 
 

9991B05 學生成果發表獎勵 課外組 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暨學術競賽獎勵 

理工學院 年度成果發表會 

新聞傳播學系 年度成果發表會 

廣告傳播學系 年度成果發表會 

影像傳播學系 年度成果發表會 

社會系所 年度成果發表會 

宗教系所 年度成果發表會 

大傳系-進修部 年度成果發表會 

9991B06 外國學者交流合作、參訪、講座 理工學院 
 

傳播學院 
 

哲學系所 
 

宗教系所 
邀 請 美 國 聖 母 大 學 GERALD 

McKENNY 學者來訪 

9991C01 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9991C02 提升學生基本與核心能力 社工系所 
 

9991C03 強化課程 資訊中心 
 

文學院 中國古籍整理學程 

社會科學院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9991C04 重點系所、特色系所 文學院 哲學諮商與輔導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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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傳播學系 劇場展演 

9991C06 國際化交流與學習 民生學院 
 

社工系所 南昌大學學術交流 

9991C07 學生輔導 理工學院 學生學習輔導 

9991D01 重點儀器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D02 充實教學及研究資源 總務處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資訊中心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理工學院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社會科學院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圖書資訊學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基礎醫學研究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生命科學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資訊工程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電機工程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物理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數學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財法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宗教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經濟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心理學系所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大傳系-進修部 提升教學研究設備 

9991D03 圖書設備 圖書館 充實圖書設備 

師資培育中心 充實圖書設備 

9991D05 列管物品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E01 校園節能 總務處 
 

9991E02 環安衛工作 理工學院 
 

應美系所 實驗室環安衛工作 

食品科學系所 
 

9991F01 豐富學生社團活動 課外組 提升學生社團設備 

9991F03 研究生獎助學金 註冊組 
 

9991G01 特別活動計畫 研究發展處 
 

9991G02 系所評鑑 教育學院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醫學院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理工學院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外語學院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民生學院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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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歷史學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哲學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圖書資訊學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師資培育中心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音樂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景觀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應美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法律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財法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學士後法律學系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宗教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經濟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社會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社工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心理學系所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英語系-進修部 系所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