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代號 特別計畫名稱 部門名稱 備註

9991A01 研究計畫 研發處

9991A02 教師成果發表 研發處

9991A03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研發處

9991A04 學生學術發表 研發處

9991B02 教師升等送審 人事室

9991B03 國際學術交流計畫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

9991B04 充實學生社團設備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9991B05 鼓勵學生組織自主學習活動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9991B06 職涯發展輔導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9991B07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獎勵 人事室提供名冊

日本語文學系 戲劇公演

外語學院 戲劇公演

西班牙語文學系 畢業戲劇公演

法國語文學系 戲劇公演及戲劇聯展

英國語文學系 戲劇、畢業公演及年度大戲

義大利語文學系 戲劇公演

德語語文學系 戲劇公演

兒童與家庭學系 畢業展演活動

餐旅管理學系
餐飲創新設計暨回饋成果發表會、學

生實習成果發表

法律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 模擬法庭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 畢業展演成果發表會

心理學系 畢業展演

宗教學系 畢業展演

社會工作學系 應屆畢業生總結性學習成果

社會學系
「學士論文-社會實踐」成果展演及

優秀學士論文研究成果海報展

進修部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畢業作品展演

進修部中國文學系 教學成果系列展

進修部英國語文學系 戲劇比賽及畢業公演

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 系展

進修部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

程

畢業製作暨展演

廣告傳播學系 畢業展

影像傳播學系 劇場成果展演、畢業成果展

博物館學研究所 展覽活動

織品服裝學系 畢業展演

景觀設計學系 畢業設計成果展覽

應用美術學系 新一代設計展

中國文學系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

財經法律學系

宗教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生命科學系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進修部英國語文學系

輔仁大學108學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一覽表

9991C01 學生展演計畫

9991C02 學生論文/專題發表計畫



計畫代號 特別計畫名稱 部門名稱 備註

輔仁大學108學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一覽表

進修部商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專題發表會

進修部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運動休閒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進修部餐旅管理學系

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

新聞傳播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

應用美術學系 畢業製作成果展覽

歷史學系 世界史研習營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法國語文學系

英國語文學系

義大利語文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心理學系

生命科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醫學資訊與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長期照護與健康管理進修學士學位

學程

進修部中國文學系

進修部宗教學系

進修部英國語文學系

進修部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進修部餐旅管理學系

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新聞傳播學系

品牌與時尚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織品服裝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呼吸治療學系

應用美術學系

食品科學系 AOT 3D急速冷凍機

體育學系
攜帶式能量代謝系統、測力板及加壓

冷療恢復機

生命科學系 3D 列印技術

織品服裝學系 液態水分管理測試儀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全方位智慧型電流輸出電轉殖儀

醫學院
Luminex 200多功能螢光生物分子多

重分析系統

9991D02 圖書設備採購計畫 圖書館

9991C03 產學合作

9991D01 重點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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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108學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一覽表

外語學院

民生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教務處(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 擴充語言自學室設備

資訊工程學系 互動教育電子白板組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訊號處理器教學模組

數學系

進修部大眾傳播學士學位學程 電視攝影棚對講系統

進修部軟體工程與數位創意學士學

位學

進修部應用美術學系 金工專業軟體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紅外線麥克風系統

資訊管理學系

管理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 服裝專業設備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呼吸治療學系 睡眠檢查儀

醫學系 大體解剖教學設備

醫學院

音樂學系 專業投影機

應用美術學系

餐旅管理學系

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

物理學系 物理與光電教學實驗儀器

電機工程學系 嵌入式系統/電腦網路實驗室

資訊管理學系

織品服裝學系 印染實習教室設備

公共衛生學系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呼吸治療學系

醫學系 基礎醫學實驗室

資訊工程學系 電腦實習實驗室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資訊中心(教學資源組)
統計資訊學系

音樂學系

外語學院

食品科學系 螢光式光纖四通道型溫度計

餐旅管理學系

法律學院

心理學系

宗教學系

經濟學系

教育學院

教務處(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
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

物理學系

9991D03 專業教室設備更新計畫

9991D04 實驗室設備更新計畫

9991D05 電腦教室設備更新計畫

9991D06 專業設備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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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108學年度

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經費使用一覽表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媒體與教學資源中心

輔大之聲 專業廣播用數位音頻傳輸器

公共衛生學系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呼吸治療學系

職能治療學系

護理學系 護理專業儀器設備

音樂學系 直立鋼琴

景觀設計學系 3D列印機、專業VR設備

應用美術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

教務處(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
資訊中心(教學資源組)
織品服裝學系 3D虛擬樣衣專業軟體

公共衛生學系 質性研究之分析軟體

臨床心理學系

醫學系 學生臨床實習即時回饋系統

化學系 化學廢棄物處理及實驗室安全設施

生命科學系 化學廢棄物處理及實驗室安全設施

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中心 實驗室安全設施-氣體檢知器

醫學系 化學廢棄物處理及實驗室安全設施

9991D08 環安衛精進計畫

9991D07 專業軟體採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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