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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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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A01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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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A02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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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A03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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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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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A07 

教師交流合作、參訪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7 文學院 
 

9991A07 傳播學院 
 

9991A07 教育學院 
 

9991A07 理工學院 
 

9991A07 外語學院 
教師赴上海研討會發表論

文 

9991A07 民生學院 
 

9991A07 社會科學院 
 

9991A07 景觀系所 
 

9991A07 社會系所 
 

9991A07 社工系所 
 

9991A07 心理學系所 
 

9991A07 哲學系所 
 

9991A07 
(進)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

學位學程  

9991A08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A08 兒家系所 
 

9991A10 教師國內外研習 護理系所 教師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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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A13 

教師升等 

人事室 升等審查 

9991A13 文學院 升等審查 

9991A13 教育學院 升等審查 

9991A13 理工學院 升等審查 

9991A13 民生學院 升等審查 

9991B01 

學生交流合作、參訪 

傳播學院 
 

9991B01 理工學院 菲律賓及美國天主教大學 

9991B01 外語學院 
 

9991B01 音樂系所 
 

9991B01 醫學系 
 

9991B01 心理學系所 
 

9991B01 中國文學系所 

1.海外古典詩詞展演 

2.第七屆兩岸青年古典詩

詞聯吟大會 

9991B01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研究生海外國際參訪 

9991B01 體育學系所 
 

9991B02 

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B02 理工學院 
 

9991B02 管理學院 
 

9991B02 心理學系所 
 

9991B03 

學生成果發表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B03 外語學院 

1.六系戲劇公演 

2.英文系年度大戲 

3.法文系戲劇聯展 

9991B03 生命科學系所 壁報展 

9991B03 兒家系所 
 

9991B03 食品營養博士學位學程班 
 

9991B03 新聞傳播學系 

1.學生優秀作品集結編製

ipad 電子書 

2.數位敘事工作坊 

9991B03 影像傳播學系 劇場成果展 

9991B03 廣告傳播學系 
 

9991B03 體育學系所 1.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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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2.體育表演會 

9991B03 

學生成果發表 

(進)中國文學系 
1.師生書法書畫聯展 

2.詩詞吟唱展演 

9991B03 
(進)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

程  

9991B03 (進)英語系 
 

9991B03 (進)餐旅管理系 餐旅專業實習成果發表會 

9991B03 (進)應用美術學系 新一代設計展 

9991B03 
(進)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

學位學程  

9991C01 

提升學生基本與核心能力 

醫學院 
 

9991C01 醫學系 
 

9991C01 社會系所 
 

9991C01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9991C02 

外國學者交流合作、參

訪、講座 

傳播學院 邀請 MSU 學者 

9991C02 理工學院 
 

9991C02 民生學院 
 

9991C02 景觀系所 歐美學者 

9991C02 臨床心理學系所 
 

9991C02 宗教系所 
 

9991C02 社工系所 印度學者短期講座 

9991C02 體育學系所 
 

9991C03 

強化課程發展 

傳播學院 
 

9991C03 社會科學院 
 

9991C03 景觀系所 
 

9991C03 臨床心理學系所 
 

9991C03 基礎醫學研究所 
 

9991C04 

研討會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C04 傳播學院 
 

9991C04 教育學院 
 

9991C04 理工學院 
 

9991C04 外語學院 
 

9991C04 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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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C04 

研討會 

音樂系所 
 

9991C04 景觀系所 
 

9991C04 生命科學系所 
生命科學系 50 周年系慶

暨學術研討會 

9991C04 宗教系所 
 

9991C04 社會系所 
 

9991C04 中國文學系所 

1.兩岸六校研究生國學高

峰會議 

2.兩岸青年古典詩詞教學

研討會 

3.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9991C04 哲學系所 輔大、人大哲學論壇 

9991C04 歷史學系所 
 

9991C04 體育學系所 
 

9991C04 圖書資訊學系所 
 

9991C04 師資培育中心 
 

9991C04 (進)歷史系 
 

9991C04 (進)哲學系 
 

9991C04 (進)英語系 
 

9991C04 (進)日文系 
 

9991C04 (進)應用美術學系 
 

9991C04 
(進)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

學位學程  

9991D01 

重點儀器 

研究發展處 視申請核定為準 

9991D01 醫學院 
 

9991D01 理工學院 
 

9991D02 

教學設備 

藝術學院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法律學院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管理學院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體育室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資訊中心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音樂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應美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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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D02 

教學設備 

護理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公衛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基礎醫學研究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呼吸治療學系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化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生命科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物理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數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電機工程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資訊工程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兒家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餐旅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營養科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社會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心理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輔大之聲電台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體育學系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師資培育中心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進)歷史系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進)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

程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進)應用美術學系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2 
(進)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

學士學位學程 
提升教學設備 

9991D03 

研究設備 

護理系所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3 臨床心理學系所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3 職能治療學系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3 基礎醫學研究所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3 化學系所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3 生命科學系所 提升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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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特別計畫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D03 研究設備 體育學系所 提升研究設備 

9991D04 

圖書設備 

圖書館 提升圖書設備 

9991D04 基礎醫學研究所 提升圖書設備 

9991D04 師資培育中心 提升圖書設備 

9991D05 

列管物品 

音樂系所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D05 基礎醫學研究所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D05 生命科學系所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D05 物理系所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D05 外語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D05 心理學系所 教學研究相關物品 

9991E02 

環安衛工作 

總務處 
 

9991E02 醫學系 
 

9991E02 化學系所 
 

9991E02 生命科學系所 
1.生物安全櫃 

2.實驗廢棄物處理費 

9991E02 餐旅系所 
 

9991E02 營養科學系所 
 

9991F01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課外組 
 

9991F02 
鼓勵學生組織自主學習活

動 
課外組 視申請核定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