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預算說明書 

108 學年度 
 編號：301 全 9 頁第 9 頁                             

二、成本與費用預算說明:本學年度經常門支出 2 億 1,699 萬 5 千元。 

  (一)本學年度行政管理支出 1 億 1,482 萬 7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1 億 2,892 萬 6 千元，減少

1,409 萬 9 千元，約 10.94%，主要係人事費、業務費、維護費、折舊及攤銷減少所致。 

  (二)本學年度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7,541 萬 1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8,338 萬 3 千元，減少 797 

萬 2 千元，約 9.56%，主要係業務費及折舊及攤銷減少所致。 

  (三)本學年度獎助學金支出 1,269 萬 6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1,349 萬 5 千元，減少 79 萬 9

千元，約 5.92%，主要係獎學金減少所致。 

  (四)本學年度推廣教育支出 821 萬 4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756 萬 3 千元，增加 65 萬 1 千元， 

約 8.61%，主要係社企碩士學分班相關鐘點費增加所致。 

  (五)本學年度產學合作支出 564 萬 9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712 萬 8 千元，減少 147 萬 9 千元，

約 20.75%，主要係產學合作計畫減少，相關人事費及業務費減少所致。 

  (六)本學年度其他支出 19萬 8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27萬 1千元，減少 7萬 3千元，約 26.94%，

主要係試務費減少所致。 

三、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預算說明: 本學年度資本門支出 1,432 萬 5 千元。 

  (一)本學年度機械儀器及設備 291 萬 6 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473 萬 7 千元，減少 182 萬 1 千

元， 約 38.44%，主要係購置相關研究設備、網路設備及伺服器減少所致。 

  (二)本學年度圖書及博物524萬9千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661萬9千元，減少137萬元，約20.7%，

主要係圖書及期刊購置減少所致。 

  (三)本學年度其他設備 468萬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314萬 5千元，增加 153萬 5千元，約48.81%，

主要係增加指標工程及汰換公務車所致。 

  (四)本學年度電腦軟體 148萬元，較上學年度預算數 605萬 1千元，減少 457萬 1千元，約75.54%，

主要係網路儲存槽(私有雲)、相關行政系統、德貴學員上下課點名系統軟體減少所致。 

肆、其他必要說明事項： 

    本學年度預算經 108 年 7 月 10 日本校董事會第 7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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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伺服器維護費，伺服器9臺*14,000元=126,000

元。
126,000

儲存設備維護費，nas3儲存設備1臺50,000元,私

有雲維護1年36,000元
86,000

電腦設備維護費，3台*7,000元=21,000元 21,000

網路設備維護費，網路交換器3台*10,000元

=30,000元。
30,000

不斷電系統維護，B2機房2組*30,000元=60,000

元、圖書館1臺10,000元、電池更換2臺*86,000元

=172,000元;合計242,000元。

242,000

B級單位應辦事項-技術面-安全性檢測(全部核心

系統網站滲透測試服務)1批299,000元整。B級單

位應辦事項-技術面-安全性檢測(全部核心系統網

站弱點掃描服務)，1批53,000元整。B級單位應辦

事項-技術面-資通安全健診，1批167,000元整。

519,000

校舍(含禪悅書苑、法印書苑二區)年度總體清潔

(外包專業清潔公司)：外部玻璃清洗、外牆清潔

維護、石板區清潔…等，1式150,000元整。

150,000

公務汽車(校長車AGE3165、3050-EM、3898-QU、

AXL-6280、法人捐贈中古貨車)及公務電動機車

(QAL-7278、QAL-7279、QAL-7280)等共8台，12個

月*5,000元/月=60,000元。

60,000

印卡機、標籤機..等維修費預估2台*5,000元

=10,000元整。
10,000

廚房設備及物品修繕費，廚房設備維修費用5,000

元*4次=20,000元、物品修繕費10次

*2,000=20,000元。合計40,000元。

40,000

植栽肥料及防治投藥作業

肥料及有機質栽培介質、每年施肥4次(1季1次)，

320元*220包*4季=281,600元; 病蟲害防治投藥，

蘇力菌每年濆灑4次，18,000元/箱*3箱*4次

=216,000元，窄域油每年濆灑4次，3,000元*2桶

*4次 =24,000元，小計240,000元整。

總計521,600元。

522,000

5120

行政管

理支出

5123

行政-維

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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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論文計畫審查口試費10人*1,000元*2位=20,000元

論文計畫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10人*500元=5,000

元 共25,000元 畢業論文論文指導費10*5,000元

=50,000元、口試費10人*1,500元*2位=30,000元

畢業論文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10人*500元=5,000

元 共85,000元　以上總計學位考試費共110,000

元整。

110,000

課業(外)活動費，3次*5,000=15,000元整。 15,000

交通費1批5,000元整。 5,000

雜支1批5,000元整。 5,000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10節*1,800元/節=18,000元

整。
18,000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之交通費1次1,000元整。 1,000

研究生校外教學等活動費3次*5,000元=15,000元

整。
15,000

專題演講專家學者之交通補助費5次*1,000元

=5,000元整。
5,000

1.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費10人*2,000元=20,000元

2.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10人*1,200元=12,000元

3.研究生論文口試及指導費，5人*8,000元

=40,000元 4.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5

人*1,200元=6,000元 合計78,000元整。

78,000

研究生校外教學等活動費用，2次*5,000元

=10,000元整。
10,000

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雜支5,000元整。 5,000

專題演講專家學者之交通補助費，4次*1,000元

=4,000元整。
4,000

1.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費10人*2,000元=20,000

元。2.論文計畫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10人*1,000

元。10,000元。 3.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及指導費

11人*8,000元=88,000元。 4.研究生畢業論文口

試委員交通補助費11人*1,000元=11,000元。合計

129,000元整。

129,000

在職學位學程所需文具費用1批10,000元整。 10,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30

教學研

究及訓

輔支出

5132

教學-業

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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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4人*3小時/人*1,800元=21,600

元舉辦社會企業相關議題工作坊講師費1,800元/

時*7時=12,600元  共計34,200元整。

35,000

臨時人員工讀生--台北學分班費用1人*10個月*12

天(依照實際開課天數10801期目前開設三門)*4時

*150元=72,000元，台中學分班費用1人*10個月

*24天*4時*150元=144,000元 總計216,000元(開

課時間為9個月多加一個月為開課前後置作業)

216,000

社會企業與心靈環保碩士學分班-印刷等相關費用

，12式*2,000=24,000元整。
24,000

碩士學分班開課老師往返交通費

10週*2學期*來回1,400*4門=112,000元整。

台北到台中高鐵票計算

112,000

Line@行銷費用一年10,000元  招生活動通知簡訊2

期3000通*1元=3,000元    總計:13,000元整。
13,000

因公所需之捷運票費、自行開車以鐵公路票價報

支、國光車費、高鐵費 1.台中台北高鐵費來回

1400元*4趟*2人=11,200元 2.客運2人*12個月*1

天*270元=6,480元。 總計:17,680元整。

18,000

學分班授課老師準備咖啡及茶包費用2期*2,000元

=4,000元整。
4,000

教師尾牙餐會12人*800元=9,600元。

招生行銷會議便當費2次*8人/次*100元=1,600元

總計:11,200元整。

12,000

文具費12月*1,500元=18,000元整。 18,000

影印機計張費12個月*100張/月*0.35元/張=420

元、影印紙12個月*2包/月*120元/包=2,880元、

影印機租金12個月*2,000元=24,000元共27,300元

整。

28,000

書報雜誌費2期*1,000元=2,000元整。 2,000

郵寄簡章郵資2期*4,500張*6元=54,000元、包裹2

期*10小包*65元=1,300元、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掛

號信50件*2期*45元=4,500元、快遞費用2期

*1,500元=3,000元，共62,800元整。

63,000

因公所需之捷運票費、自行開車以鐵公路票價報

支、國光車費2人*12個月*2天*32元=1,536元、2

人*12個月*1天*270元=6,480元，共8,016元整。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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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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