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學費-22,000/元*61/人*2/學期=2,684,000元 2,684,000

學費-22,000/元*120/人*2/學期=5,280,000元,短期

研修學費-24,500/元*20/人*1/學年=490,000元，共

計5,770,000元

5,770,000

學費-22,000/元*10/人*2/學期=440,000元 440,000

碩.博士班延畢生學分費-」2,600/元*70/人+2,600/元

*5/人)*2/學期=390,000元
390,000

合計 9,284,000

雜費-7,000/元*61/人*2/學期=854,000元 854,000

雜費-7,000/元*120/人*2/學期=1,680,000元,短期研

修雜費-7,500/元*20/人*1/學年=150,000元，共計

1,830,000元

1,830,000

雜費-7,000/元*10/人*2/學期=140,000元 140,000

合計 2,824,000

學.碩.博士班網路資訊費-」1,000/元*61/人+1,000/

元*120/人+1,000/元*10/人)*2/學期=382,000元
382,000

合計 382,000

樂齡大學學費收入，2學期*25人*3,000元=150,000

元
150,000

旅遊費用收入，2學期*25人*500元=25,000元 25,000

碩士學分班學費收入2學期/年*45人/期*3學分/門

*5,000元=1,350,000元，共1,350,000元
1,350,000

非學分班學費收入2期/年*370人/期*3,600元

=2,664,000元 1期/年*120人/期*2,400元=288,000

元，共2,952,000元

2,952,000

隨班附讀碩士學分班學費收入2學期/年*20人/期*2學

分/門*3,000元=240,000元 隨班附讀學士學分班學

費收入2學期*5人/期*2學分/門*2,000元=40,000元，

共280,000元

280,000

合計 4,757,000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附表：1 全6頁 第1頁

單位：新台幣元

4111

學費收入

4112

雜費收入

4113

實習實驗費收入

4121

推廣教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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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1批769,000元 769,000

支付單位:財團法人智諭老和尚教育紀念基金會

智諭老和尚多媒體典藏 子網站專案第5年管理費

收入－－107.10~108.09，1年*100000=100000元

100,000

科技部專案收入*1期*944,000元=944,000元 944,000

科技部專案收入*1期*724,240=724,240元 725,000

科技部補助計畫收入，1式*137000=137000元 137,000

結合文獻-科技部補助 1年803,000元 803,000

科技部專案收入一筆 」107年度 352,5000 元) 353,000

目標 申請科技部專案收入一筆 」107年度 490,289

元)
491,000

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1式

*445,600=445,600元
446,000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經費，1式

*530,000=530,000元
530,000

欽哲基金會補助，1年*1,000,000元=1,000,000元 1,000,000

合計 6,298,000

論文指導暨口試費-10,000/元*60/人+15,000/元*5/

人=675,000元
675,000

學者參加費:5,000元」不含晚宴，含三天食宿，單人

房型，約日幣￥18,500元)，10人*5,000元=50,000元

，合計:50,000元

50,000

學者參加費:5,500元」含晚宴，含三天食宿，單人房

型，約日幣 ￥20,400元)，50人*5,500元=275,000元

，合計:275,000元

275,000

聽眾參加費1,600元」不含住宿，約日幣￥6,000元)，

30人*1,600元=48,000元，合計48,000元
48,000

報名費收入 早鳥120人*1,500=180,000元 180,000

合計 1,228,000

單位：新台幣元

4131

產學合作收入

4141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全6頁 第2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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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107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劃，1式3,810,000元 3,810,000

107年度校務發展計畫，337萬5,040元」經常門經費

168萬7,521元 資本門經費168萬7,519元)
3,376,000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教育部補助款120,000元 120,000

教育部補助款80萬元 800,000

一 107學年度學雜費減免身障類補助2人*16,000元

=32,000元
32,000

二 107學年度弱勢助學助學金補助，2筆

*10,000=20,000元
20,000

三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1筆

*865,400=865,400元
866,000

四 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3,000元*12個月

=36,000元
36,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

款-課業外活動費，1筆*250,000=250,000元整
250,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

款-學生庶務，1筆100,000元
100,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

款-一般演講，1筆40,000元
40,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

款-列管物品，1筆146,820元
147,000

教育部補助輔導人員薪資1式554,000元 554,000

教育部補助樂齡大學計畫一個班級1年330,000元 330,000

107年9月申請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研討會，1次

300,000元
300,000

政大 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辦公室贊助

50,000，1次*50,000=50,000元
50,000

合計 10,831,000

單位：新台幣元

4151

補助收入

附表：1 全6頁 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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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林政男居士捐贈，683,000x1次=683,000元 683,000

委辦單位或校外單位補助 191,000

麥春來先生捐贈 650,000

財團法人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協辦贊助款)，1批

200,000元
200,000

一 香港達利公司捐贈佛教學系碩/博士班僧伽獎學

金282,250元
283,000

二 佛教慈善基金會捐贈佛教學系學士班僧伽獎學金

3,026,000元整
3,026,000

三 其他小額捐贈人文社會學群出家眾學費減免獎學

金660,000元
660,000

人文社會基金會捐助僧伽獎學金1,500,000元 1,500,000

文化館捐助僧伽獎學金1,000,000元 1,00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瀚儀慈善基金會捐助僧伽獎學金

400,000元
400,000

經濟弱勢學生教育補助專案 48,000

學士班入學榜首獎學金專案」外界及釋果肇法師退休

金捐贈)
15,000

學士班書卷獎學金專案」外界及釋果肇法師退休金捐

贈)
30,000

學生緊急紓困金專案」外界及釋果肇法師退休金捐

贈)
70,000

佛教學系東初老和尚留學獎學金」佛教研究留學獎助

基金)專案
300,000

文化館贊助」併入佛教學系東初老和尚留學獎學

金)3,000,000元
3,000,000

博士班獎助學金200,000元 200,000

個人 團體捐贈各類獎學金50,000元 50,000

社團法人信徹蓮池功德會，學僧將學金，4000元*5位

=20,000元整
20,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李春金關懷基金會獎助金200,000 200,000

談子民先生紀念獎學金20,000元 20,000

廖銘昆慈善事業基金會1位*10,000元 10,000

附表：1 全6頁 第4頁

單位：新台幣元

4152

受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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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弘化獎學金，1筆20,000元 20,000

估列對外籌募之外界捐款 199,742,000

捐贈收入，1年3,000,000元 3,000,000

社區再造碩士學位學程學術發展計畫專案收入18,200

元」林春雄先生於106年1月捐贈2,000元 林翠薇小姐

1,200元,黃銘豐先生15,000元)

19,000

104年11月24日林政男贊助大願 校史館，1,000,000

元整 結餘1批400,000元
400,000

心靈環保整合型研究計畫專案-游政雄菩薩捐款:

104學年度1,500,000元扣除支出之經費，可延用至

107學年之餘款為1,460,465元整

107學年度含兼任職員 文宣廣告 學術活動，預估

支出181,000元

181,000

合計 215,918,000

利息收入預估，1年定存

281,900,000*1.04%=2,931,760元
2,932,000

合計 2,932,000

學士班報名費收入-1,000/元*25/人=25,000元 25,000

碩士班報名費收入-1,400/元*100/人」本國

生)+1,500/元*10/人」外國生)=155,000元
155,000

博士班報名費收入-2,000/元*10/人=20,000元 20,000

外籍生報名費收入-學士班，5人*1,500元=7,500元 8,000

外籍生報名費收入，5人*1,500元=7,500元 8,000

博士班外籍生報名費收入，2人*1,500元=3,000元 3,000

在職學位學程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50人*2,000元/

人=100,000元
100,000

合計 319,000

4171

利息收入

4192

試務費收入

4152

受贈收入

附表：1 全6頁 第5頁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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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收入分析表

107學年度

項目名稱及編號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4193

住宿費收入

住宿費收入」workshop1天+主會議3天,前後天住宿共6

天)：240人*200元=48,000元整 80人*400元=32,000

元

80,000

活動住宿收入，500」人日)次*200=100,000元 教職

員生住宿收入3,800,000元 訪問學人5人*2月*7,500

元=75,000元 訪問學員6人*5月*3,000元=90,000

元 短訪學人8人*400元/天*7天=22,400元,大陸短期

研修法師20人」上下學期合計)*7,500元=150,000元..

等，合計4,237,400元

4,238,000

合計 4,318,000

場地使用清潔管理費收入20小時*2,500元=50,000

元 20小時*2,000元=40,000元 10小時*1,500元

=15,000元，共105,000元

105,000

1.館際合作借書複印收入」預估值) 12個月*500元

=6,000元；2.圖書逾期罰款收入」預估值) 12個月

*1,250元=15,000元 合計21,000元

21,000

大講堂8,000元*4時段=32,000元 大階梯教室4,000

元*2時段=8,000元 大教室4,000元*4時段=16,000

元 大慧館25,000元*3時段=75,000元 游心場

25,000元*3時段=75,000元 多功能球場25,000*4時

段=100,000元 綜合餐廳20,000元*2時段=40,000元

，小計346,000元；影印費功德箱預估12個月*2500元

=30,000元整 總計376,000元

376,000

出售回收物收入20,000元 基地台水電分攤

1,044,000元 自助洗衣機回饋金36,000元整，合計

1,100,000元

1,100,000

寢具清洗費，6,000套*50=300,000元 300,000

禪悅軒功德箱，1年40,000元 40,000

畢業服租借費30套*350元=10,500元，畢業服賠償費5

套*1,800元=9,000元，共20,000元
20,000

輕食收入，12月*20,000元=240,000元 240,000

專案禪文化活動之學員隨喜捐贈，250人*100元

=25,000元
25,000

合計 2,227,000

4199

雜項收入

附表：1 全6頁 第6頁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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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校長 列於教學人員

處室主任2人 2,396,000 薪額770

處室組長1人 996,000 薪額245

專員1人 組員》12人 12,250,000 薪額210

約聘僱人員36人 16,758,000

年終獎金」1.5個月薪給) 4,050,000

其他」專案計畫人員薪 公保 健保 勞保 職員考績獎

金 員工福利金相對提撥 增額提撥等費用 休假獎

金 加班費)

4,932,000

合計 41,382,000

學報：2期*500本*100元=100,000元 叢書：4本*85,000

元=340,000元 e叢 量印刷2本*30,000元=60,000元 校

刊：4期」3千份)*15,000元=60,000元，共560,000元

560,000

學報：2期*400件*80元=64,000元 叢書：4本*10件

*1,000元=40,000元 校刊：4期*8,000元=32,000元，共
136,000

學報：審查30次*1,500元=45,000元 排版2期*200頁*60

元=24,000元 一校10篇*2.5萬 *0.3元=75,000元 三校

10篇*2.5萬 *0.09元=22,500元 翻譯10篇*600 *2元

=12,000元；叢書：審查6本*6,000元*3次=108,000元 排

版4本*350頁*70元=98,000元 一校120萬 *0.2元

=240,000元 三校120萬 *0.05元=60,000元 翻譯」含網

頁)30萬 *1元=300,000元 版權費2本*35,000元=70,000

元 封面設計6本*4,000元=24,000元；校刊：稿費5人*52

篇*500元=130,000元 美編4期*8,000元=32,000元 校譯

4期*3,000元=12,000元，共1,252,500元

1,253,000

郵寄用氣泡袋1000個*4元=4,000元；OPP編 袋500個*2元

=1,000元，共5,000元
5,000

學術出版組行政雜項事務1式3,000元 3,000

編輯工具書2本*500元=1,000元 1,000

學術出版委員會出席費」論件計酬)14人*2次*1,500元

=42,000元
42,000

說明會 研討會等會議報名費1,000元/場*6次=6,000元 6,000

協辦學術活動會議》4次*5,000元=20,000元」含場地佈置

活動宣傳 貴賓餐點費等必要支出)
20,000

海報 報告書 計畫書印刷與膠裝裝訂20本*5案*150元

=15,000元
15,000

邀請卡50位*6次*20元=6,000元 海報紙10張*12次*20元

=2,400元 不沾黏膠帶10個*60元=600，共計9,000元
9,000

外聘自我評鑑委員書面審查費5人*3000元/篇」依本校著作

審查支給標準)=15,000元
15,000

外聘視導委員實地審查費5人*2,000元」依本校學術研討會

經費支給標準)=10,000元
10,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20

行政

管理

支出

5121

人事

費

5122

業務

費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附表：2 全33頁》第1頁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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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自評委員誤餐費20人」包含本校教師 工作人員)*150元*4

次」依本校本校學術研討會經費支給標準)=12,000元
12,000

自我評鑑報告書印製 膠裝與裝訂」含彩色列印與封面印

刷)20本/案*1套*600元/本=12,000元
12,000

自評委員交通接送5人*700元」新竹以北，舉行地點在本

校)=3,500元，四捨五入編制千元，共4,000元
4,000

評鑑資料製作：邀請卡10位*50元=500元 課程地圖海報

紙20張*25元=500元 不沾黏膠帶10個*60元=600元 檔案

夾》2箱*1200元=2,400 資料夾內袋4包*100元=400 長型

磁鐵壓條5組*100元=500元，以上合計4,900元

5,000

印製新版簡介」印刷 紙張費用--中文版6,000份+英文版

3,000份)9,000份*10元=90,000元，共計90,000元
90,000

外包簡介及招生文宣品美編設計費6個版面」英 日文)*2

版面*3,000元=36,000元
36,000

外包外語版簡介翻譯費，5版面*3200元=16,000元 16,000

國內學術交流文宣品，2套*3,000元」設計費)=6,000元 2

套*7,000元」製作費)=14,000元，合計20,000元
20,000

參加公部門研習活動之報名費2次》*2人*1,500元=6,000 6,000

倉庫收納用：抽屜整理箱」KEYWAY-R095中彩虹)，6套*300

元=1,800元 整理箱Keyway》K600》4個*280元=1,120元，

合計2,920元

3,000

加入日本印度佛教學學會之特別維持會員會費年費&匯費

20,000元」日幣50,000元)
20,000

國際事務組事務機碳粉匣費用HP》M476DW-繕F380A原廠黑色

3支*2,667元=8,001元 M476DW-繕F380A原廠黑 藍 紅3

色*3支*3,465元=31,185元，合計39,186元

40,000

中心雜項支出，12月*200元=2,400元 3,000

文章翻譯費，4篇*10,000 *1.5元=60,000元 60,000

翻譯計畫書之版權費，2本*70,000元=140,000元 140,000

審查費專書，1本*2次*5,000元=10,000元 」依本校學出

組叢書經費支給標準表)
10,000

潤稿費，1本*150,000 *0.6元=90,000元 」依本校學出

組叢書經費支給標準表)
90,000

校對，1本*300頁*15元=4,500元 」依本校學出組叢書經

費支給標準表)
5,000

讀本審查費，1本*2人*10,000元=20,000元 」依本校學出

組叢書經費支給標準表之外文專書審查費)
20,000

前言英翻中翻譯費，20000 *0.9元=18,000元 」依本校

學出組叢書經費支給標準表之譯稿費)
18,000

讀本中文詞彙表潤稿，8月*25小時*200元=40,000元

參照本校碩博班學生服務奉獻支給標準
40,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20

行政

管理

支出

5122

業務

費

附表：2 全33頁》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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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梵語讀本錄音檔錄製費 含錄製與音效剪輯 ，9,000

*1.2元=10,800元
11,000

本中心網站一年之經費 Wix平台 ，1年4,000元 依104

學年度購買Wix平台服務之公文10402295
4,000

邀請卡100位*2次*15元/張=3,000元 不沾黏膠帶與海報

紙》10張*12月*20元=2,000，共計5,000元
5,000

貴賓餐盒50盒*4次*100元=20,000元 貴賓紀念品8位*5次

*350元」依本校本校學術研討會經費支給標準)=14,000，

共34,000元

34,000

本校代表性形象廣告，委請法鼓文化 製片公司或專業工

作室承包，15分鐘*10,000元/分共150,000元
150,000

編劇10,000元 導演20,000元 攝影師與採光師20,000元

，共計50,000元
50,000

年度報告書 計畫書膠裝與裝訂」含封面印刷)10本*2案

*500元=10,000元
10,000

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簡介 課程DM》500份*20元/份

=10,000，共10,000元
10,000

海報紙20元*10張*12次=2,400元 黏貼用膠帶60元*10個

=600元 合約用紙100元*2包=500元 北一區專用章500元

」2個)，共4,000元

4,000

校務整合型計畫書印製 膠裝與裝訂」含封面印刷)》10本

*2案*500元=10,000元
10,000

行政雜支12月*650元/月=7800元」含期前作業 場地佈

置 活動茶水費等必要支出)
8,000

協辦教研處學術活動》2次*5,000元=10,000元」含場地佈

置 活動宣傳 貴賓餐點費等必要支出)
10,000

參與計畫總主持人會議 公部門 學術會議報名費6次

*500元/場=3,000元
3,000

系務會議:便當費」3次*15人*100元)，合計:4500元 5,000

採買保健室消耗物品費用，如紗 棉枝 優 等，1批

10,000元
10,000

採買保健室非消耗物品」使用一年以上金額2,000元以下之

物品)，1批10,000元
10,000

保健室物品故障更新或新購，如:病床隔簾..1批*16,000

元=16,000元
16,000

緊急護送用計程車資，5人*200元」至金山單程)*2」來

回)=2,》000元整 2人*1,300元」至基隆單程)*2」來

回)=5,200元整 共7,200元

8,000

護理師公會常年會費，1年1,000元 1,000

健康促進宣導活動消耗品」如茶包 毛巾 水瓶 耗材...

等)，110,000元
10,000

健康促進活動」如小米手環 體重計...等)，1批10,000 10,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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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管理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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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費

附表：2 全33頁》第3頁

27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健康促進宣導活動雜支」文具費 禮品...等)，1批

*10,000元=10,000元
10,000

1.輔導書籍10本*400元=4,000元

2.輔導主題DVD費用20片*400元=8,000元

合計12,000元

12,000

乾燥花 不傷牆面壁貼等」裝飾諮商室及辦公室用)

合計3,000元
3,000

新北 諮商心理師公會108年度會費：

合計3,600元
4,000

資料夾 11孔透明袋」期 成果報告 教育部評鑑使用)

合計5,000元
5,000

1.二孔拱型夾12箱*3,000=36,000元，傳票等文件歸檔

用 2.北極熊防滑膠帶，20卷*100=2,000元，預 決算書

等裝訂用

38,000

北區大專校院主辦會計研習會3場*3,000=9,000元 研習

費6場*2,500=15,000元，合計24,000元
24,000

會計專業參考書籍，1式5,000元 5,000

106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簽證」財 稅簽)，1式250,000

元
250,000

資料夾」人事室專用型號)100個*200元=20,000元 11孔透

明內頁袋每袋50袋*100元=5,000元，共25,000元
25,000

人事室相關法規或業務手冊印製200本*100元=20,000元

聘書印刷10元X1,000張=10,000，合計30,000元
30,000

本校教職員公差 參與國內研討會之旅費 誤餐與雜支60

人」次)*1,500元=90,000元，本校指派參與國外會議差旅

費2人」次)*30,000元=60,000元，合計150,000元

150,000

本校全體活動所需之交通費用5次*8,000元=40,000元 補

助本校外籍客座教授》研究人員及專任教師等交通補助費1

人*70,000元*3次=210,000 共計250,000元 」本校客座

研究人員合約每年補助來回機票兩次及以本校名義參加會

議一次，共計三次)

250,000

專任教職員之團保費暨其餘臨時保險費 全日全時臨時人

員意外險」專職75人 兼任/專案計畫/部份工時人員25人

，共100人)100人*3,500元=350,000元

350,000

全校性教育訓練，內聘講師 ，1式36,000元 36,000

104人力銀行徵才廣告費1筆60,000元/年 臨時與其餘人

力銀行簽約之用1筆20,000元/年，共80,000元
80,000

人事室雜支，1批5,000元 5,000

全校性教育訓練講師費及外訓費用補助」講師費用以2小時

/次*1,500元/時計，每三個月辦理一次，講師12人，補助

外訓每人5,000元*6人次)，約計66,000元

66,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20

行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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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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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全校臨時委任承攬酬金，3,948,000元 3,948,000

全校勞務費」臨時人員-僱用)，1批2,275,000元 2,275,000

福利金提撥」教師研究人員23人 部編16人 校編36人

專案及部分工時自願提撥25人),學校薪資總預算

73,550,000+專案預算3,000,000x0.5%=382,750

約計400,000元

400,000

教職員年節禮金」教師研究人員23人 部編16人 校編36

人 專案及部分工時自願提撥人員25人)100人*3,000元

=300,000元

300,000

教職員健康檢查」教師研究人員23人 部編16人 校編36

人 專案及部分工時25人)100人*3,000元=300,000元
300,000

文康活動補助」教師研究人員23人 部編16人 校編36

人 專案及部分工時25人)100人*3,000元/人=300,000
300,000

補助全校性活動點心茶水費4次*5,000=20,000元 補助本

校教師及同仁因病住院慰問5次*2,000元=10,000元 本校

教師同仁本人及直系親屬」配偶)喪葬慰問金6次*5,000元

=30,000元 春節100次*500元=50,000元，共110,000元

110,000

1.書標護膜8包*1,000元=8,000元；

2.3M護書膠帶15盒*350元=5,250元；

3.圖書安全磁條3,000條*7元=21,000元；

4.書標機碳帶8個*1,200元=9,600元；

5.書標紙20捲*300元=6,000元；

6.空白條碼10捲*200元=2,000元；

7.書庫除蟲防黴黃柏6包*500元=3,000元；

8.冰片12包*1,000元=12,000元

合計66,850元

67,000

1.中華民國館際合作協會會費1年3,000元；

2.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費1年3,000元；

3.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使用費1年4,000元；

4.O繕L繕聯盟會費1年12,000元；

5.繕ON繕ERT年費1年12,000元 合計34,000元

34,000

贈書運費1年50,000元 備註：包括國外學者贈書，需

學校支付運費及關稅等相關費用
50,000

1.國語日報1年4,800元；

2.中文期刊25種*2,000元=50,000元

合計54,800元

55,000

1.E織S繕O》Religion》&》Philoso市hy》繕ollection》1年

*86,000元=86,000元；

2.L繕繕》1年30,000元；

3.繕EPS》1年195,000元；

4.繕ETD》1年95,000元；

5.ProQuest系列》1年245,000元

合計651,000元

651,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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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1.新訂資料庫4種*140,000元=560,000元；

2.新訂中西文電子期刊10種/學系」程)*10,000元

*=100,000元 合計660,000元

660,000

1.圖書館簡介手冊1,000份*20元=20,000元；

2.文宣海報5張*800元=4,000元；

3.資料影印費1年3,000元 合計27,000元

27,000

1.圖書館週場地佈置含花材及其他等費用1次1,000元

2.圖書館週開閉 茶會1次3,000元 合計4,000元
4,000

TEI會員費 PN繕》&》E繕AI》&》其他會議註冊費及A市市le》會費

，1次27,000元
27,000

訂購電腦雜誌，2份*1,500元=3,000元 3,000

簡介印刷費，500本*20元=10,000元

海報輸出費及其他印製品共3,000元
13,000

海報設計費5,000元 5,000

國外貴賓或學者計程車至機場交通補助費，4次*1,400元

=5,600元
6,000

第三大樓圖資館五樓搬G繕202搬遷費，1次35,000元 35,000

雜費1年*5,000=5,000元整 5,000

俱舍論所依阿含全表 中之藏文本內容，對應至梵文本

，含校對 標記之勞務委外

1,035小時*160元=165,600元

166,000

佛學經典掃描 打 線上專案教學 課程製作及 位化

相關等 1,565時*150=234,750元
235,000

ISMS資訊安全導入及驗證，1次600,000元 600,000

電腦設備更新與汰換」27吋液晶螢 )

6台*8,000=48,000元
48,000

4T織外接硬碟》2個》*5,000=10,000元

一般電腦使用SSD 硬碟 顯示卡》30個*3,000=90,000

UPS》1個*9,260=9,260元

NAS檔案伺服器資料備份用硬碟4T織外接硬碟》4個

*5,000=20,000元」推廣教育中心)

合計：129,260元

130,000

全校教職墨水匣及碳粉匣等耗材，圖書組與資訊組雷射印

表機2台*2500元*4色=20,000元 各單位雷射印表機6台

*1,200元*4色=28,800元;HDMI線材 VGA線材

1,000*20=20,000元 合計68,800元

69,000

列管物品-轉接頭及電腦週邊，1批20,000元 20,000

電腦教室升級配備，如還原卡，1批180,000元 180,000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印刷品)

，1批2,000元
2,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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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管理

支出

5122

業務

費

附表：2 全33頁》第6頁

30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印刷品，1批500元 1,000

智慧財產活動講師交通補助費」北部)，1人300元 1,000

宿舍用品 臨宿貴賓茶具 宿舍清潔工具汰換等

寢具洗潔劑 洗手乳 浴廁清潔劑 傢具清潔劑 鹼性電

池」禪悅書苑房門電子鎖)；臨宿貴賓用咖啡杯盤組和小茶

匙 木製面紙盒 寢具整理箱」大)..等；宿舍清潔工具--

拖把 掃把 刮刀 伸縮桿 畚斗等汰換 等1式40,000

元

40,000

宿舍吹風機」繕E棟2~4F+活動備用) 脫水機 電暖器 電

扇等1式20,000元
20,000

教職工宿舍清潔比賽，2次*6,000=12,000元 12,000

年度窗簾清洗維護費，250套*160=40,000元 40,000

本組負責全校所需志工招募 組訓等業務，志工組訓回程

餐盒及結緣品，依據志工組訓時間及規模選擇回程餐盒或

結緣品 回程餐盒費》3次*80元*80人=19,200元 禮物50

元*1次*100人/次=5,000元，合計24,200元

25,000

志工保險費,意外險」志工)》12次*60人*25元=18,000元 18,000

租車」環保大出坡用)3次*9,000元=》27,000元 租車」志工

活動)2次*9,000元=18,000元，共45,000元
45,000

因應校園支援各式活動頻仍，志工相關置物櫃 多功能白

板 充電電池的補充等30,000元
30,000

教育園區分攤餐費，按106年分攤教育園區餐費比例38%

金額2,771,510元整 估計106年教職員生 變化不大，編

列預算280萬

2,800,000

校區清潔維護》」大普請點心費)，1式=20,000元 20,000

清潔劑 口罩 畚斗 塑膠手套及除塵紙..等校舍 廚房

餐廳等區域的清潔相關物品 工具估計42,960元
43,000

清潔人員意外保險費，4人*2,000元/年=8,000元整 8,000

校區清潔維護用品，1批*37,040元=37,040元

掃把」含竹掃把)48元/支*150支=7,200元，

刮刀 廁所刷子72元/支*120=8,640元，

拖把110元/支*120支=13,200元，

玻璃刮刀+伸縮鋁桿160元/支*50支=8,000元等，

合計37,040元

38,000

強制保險費：1.電動機車1,000元*3輛=3,000元」106學年

增購3台電動機車)2.公務車5,000元*3輛=15,000元
18,000

公務車2輛牌照稅*12,000=24,000元 校長車1輛牌照

=16,000元 燃料稅3輛*6,500元=19,500元，

合計59,500元

60,000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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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公務車ET繕加值，1批12,000元 12,000

行政庶務文具用品刻印.資料夾.證書夾.電腦標籤紙.各式

筆類…等文具，1批100,000元
100,000

公務車油卡加值8次*10,000=80,000元

割草機.吹葉機.高壓清洗機等油卡加值10次

*10,000=100,000元整，合計180,000元

180,000

國內外郵寄信件 書籍 禮品郵資..等費用，1批100,000

元
100,000

非消耗品文具如大型釘書機 裁刀 護貝機等50,000元 50,000

影印紙」A4)，100箱*600=60,000元

信封信紙印製費，小信封2,000張*1.75元=3,500元.》中信

封2,000張*3.8元=7,600元 大信封5,000張*5.6元

=28,000元等，合計99,100元

100,000

影印機租金11台*1,050元*12個月=138,600元；影印機租

金1台*1,000元*12個月=12,000元；彩色影印機2台*2,100

元*12月=50,400元》,小計201,000元;影印費用」二家廠商)

言瑞12個月*23,000元=276,000元 互盛12個月*600元

=7,200元，小計283,200元等，共計484,200元

485,000

印製名片100盒*100元=10,000元 10,000

消耗費-標籤.色帶.空白卡

製卡機用色帶3捲*3,000元=9,000元 財產管理用標籤機

用標籤.色帶10捲*500元=5,000元 空白門禁卡500張*20

元=10,000元等,共24,000元

24,000

建物動產火災保險，1式25,000元 25,000

消耗品包含:刻印 配鎖等20,000元 20,000

專用垃圾袋 清潔用品等20,000元 20,000

全校臨時性列管物品採購,OA辦公桌椅組4組*10,000元

=40,000元 雙層書櫃6組*10,000元=60,000元等,合計

100,000元

100,000

廚房用品/具等,配合規劃餐廳服務人 上調400人上限所

需，規劃填補相關廚房用品」具)，包含：炊煮用具 裝盛

用具，以及深淺托盤 餐盤 拌菜盆 瀝水盆等餐具及廚

房用品具，合計50,000元

50,000

廚房食材 調味品等補充，10式*3,000=30,000元 午餐

活動食材費用等，4式*5,000=20,000元
50,000

校區保全費用」白天1人 夜間2人)，12月

*152,500=1830,000元
1,830,000

全校電話 MOD 月租費與網路傳輸費用，12月*140,000

元=1,680,000元
1,680,000

淡水線 忠孝新生線，上 下班交通車費用 景觀活動

等 12月*165,000元=1,980,000元
1,980,000

1.分攤教育園區電費 校區電費7,900,000元

2.分攤教育園區水費 德貴學院校區水費72,000元　
7,972,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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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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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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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緊急發電機用油150,000元 150,000

購置各項營 用五金工具機 物品設備220,000元 220,000

購置各項營 用五金工具機等 60,000

校內修 用燈泡 螺絲等消耗品，1式108,000元 108,000

環保志工出坡保險費用,

意外險」義工)》12次*200人*25元=60,000元
60,000

志工出坡&培訓餐飲&點心1.平日志工出坡點心300人*25元

*12月=》90,000元 2.景觀出坡一日禪,每月一次,80人*50

元*12月=48,000元 3.景觀悅眾培訓營」50人)&志工成長

營」120人),》每年各兩次,共四次餐費」2次*50人*60元)+」2

次*120人*60元)=20,400元 點心」2次*50人*50元)+」2次

*120人*50元)=17,000元 以上合計:175,400元

176,000

因應法印2F+3F宿舍調整，新購單人床墊，112式

*1,800=201,600元
202,000

寢具清洗費，150套*40場次*50=300,000元 300,000

年度清洗夏被，254式*60=15,240元 16,000

沐浴乳/清潔劑 掃具 衣架 掛勾 收納用具 拖鞋

抹 等宿舍用品，1年25,000元
25,000

菜瓜 洗 精 肥皂 清潔用品等，1年5,000元 湯

匙 水果刀 玻璃杯等，1年2,000元
7,000

煮水壺汰換，1年3,000元 3,000

一 拜訪校外單位」10,000元*12人=120,000元)

二 學術交流」2,000元*20人次=40,000元)等禮物

三 婚喪喜慶」3,000元*10人次=30,000元)

四 宴請來訪貴賓及首長指示」90,000元)

以上公共關係所需費用，共280,000元

280,000

以校長名義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2位教授級專家學者

演講》:」一)演講費：2,500元*3小時*2位=15,000元；

」二)交通費：2,000元*2人=4,000元

19,000

臨時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急需之費用300,000元 300,000

製作設計文宣品 廣告等，製作各項宣傳學校有關結緣品

，1批50,000元
50,000

雜項開支費用10,000元 10,000

攝影等比賽活動，50,000元 50,000

咖啡豆 手沖 自動 ，點心製作 麵粉等材料費 ，清

潔用品 餐巾紙 廚房紙巾 玻璃瓶 玻璃食物儲 罐

馬克杯 杯 盤匙 手沖咖啡器材 不銹鋼 盤瀝水架及

收納等用具等物 1批516,000元

516,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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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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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企劃編輯 撰稿費 校對潤稿費 美術編輯暨封面設計

費 電子書製作費，1批590,000元 專刊印刷費，開本：

21*28公分 菊八開，同 人生 雜誌，含折口 》總頁

：256頁》封面用紙：銅版紙200G》封面印製條件：四色

印刷，局部上光》扉頁用紙：美術紙 雅紋紙 》內頁用

紙：雪白畫刊紙80G》內頁印製條件：全彩》裝訂：穿線膠

裝》◆印製費用：》1000本：222341元 含稅

813,000

專刊編輯參考 工具等書籍 ，1批4,000元 4,000

期刊郵寄氣泡袋等 1批2,000元 2,000

製作禮品：

一 貴賓來訪 拜訪他單位 校慶禮品 學校或視實際需

求製作具紀念性禮品400元*3,000份＝1,200,000元；

二 製作便條紙小禮物：每本50元*2,000份=100,000元

三 環保袋：30元*5000個=150,000元

1年*1,750,000=1,450,000元

1,450,000

邀請性平教育專家演講演講費」教授級)：

」一)演講費：2,500元*3小時*2位=15,000元；

」二)交通費：2000*2人=4,000元

19,000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教授級)：

」一)演講費：2,500元*3小時*5人=37,500元；

」二)交通費：2000元*5人=10,000元 」合計47,500元)

48,000

一 教師節贈送老師禮物」含推廣教育中心老師，預估80

人*1,000元)1,000元*65人=65,000元整

二 性平相關活動費:活動獎勵：100元*50份=5,000元

例：有獎徵答活動等

70,000

加入學會 協會之費用，1次50,000元 50,000

性平活動」茶點50元*100人次，100人*50=5,000元整)及其

他雜支費用共10,000元
10,000

印刷費，100式*600=60000元 60,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印刷費：

1.》影印費3,000頁*0.7元=2,100元;

2.裝訂費30本*30元=900元;

3.海報」美編和印刷)3張*3,500元=10,500元;

合計13,500元

14,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雜項支出5,000元 5,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校內獎勵活動,

例如攝影展 個人比賽等：

2次*15,000=30,000元

30,000

參考書籍：3本*1,500元=4,500元 5,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網頁APP使用費：

2批*2,000=4,000元
4,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補助校外委員交通費

6人次*300元=1800元
2,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20

行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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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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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辦公室消耗物品,課程使用錄影機電

池：1個3,000元
3,000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辦公室非消耗材物品：1.US織隨身

2*1,000元=2,000元;2.無線鍵盤 滑鼠1*2,000元;合計

4,000元

4,000

合計 38,324,000

網站維護費》8,190*5*0.7=28,665;》超收流量費用1,335元

」因應新網站增製，故新增此預算)，共30,000元
30,000

採買保健室物品維護費用，氧氣充填代送費 輪椅維修

生理監測器維修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維修及貼片

電池到期更換等等 1批10,000元

10,000

1.3M安全門禁系統維護費2館*1年*60,000元=120,000元；

2.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體」Ale市h,》Metalib》&》SFX)維護費

1年450,000元 合計570,000元

570,000

伺服器維護費,伺服器8臺*20,000元=160,000元 160,000

儲 設備維護費，nas3儲 設備，1臺60,000元 60,000

電腦設備維護費，10台*7,000元=70,000元 70,000

網路設備維護費，網路交換器7台*10,000元=70,000元

網路線更新15,000元;合計85,000元
85,000

不斷電系統維護，織2機房2組*30,000元=60,000元 圖書

館2臺*10,000元=20,000元 法印書苑1臺*10,000元

=10,000元 電池更換2臺*10,000元=20,000元;合計

110,000元

110,000

TW繕A》MSSL自主憑證管理繕A系統，1年85,000元 85,000

XenDeskto市》10User授權新購及維護，1批100,000元 100,000

校園防毒軟體年度維護合約，1套200User100,000元 100,000

宿舍設備用品等維護費 宿舍設備維修費用等150,000

元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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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元

500,000

公務車電動機車維修保養」校長車AGE3165.》3050-EM.

3898-QU 機車QAL-7278.》QAL-7279.QAL-7280)6台,12月

*12,000元/月=144,000元

144,000

印卡機 標籤機 燙金機..等維修費預估3台*5,000元

=15,000元
15,000

廚房設備及物品修 費,廚房設備維修費用5,000元*4次

=20,000元 物品修 費10次*2,000=20,000元 合計

40,000元

40,000

校區七棟高壓設備巡檢費及電氣負責人年度申報費

115,000元 設備維修費35,000元，合計150,000元
150,000

消防月巡，12月*10000=120,000元 消防設備年度檢測及

申報30,000元 檢修後設備維修220,000元 合計370,000
370,000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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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原發電機保養五棟發電機年度保養維護，1年147,000元，

新增舊校區二棟費用58,000元 合計205,000元
205,000

飲水機月保及更換濾心含驗水，1年*250,000元 」佛教學

系大樓 法印書苑 揚生館 禪悅書苑 綜合大樓)
250,000

熱泵系統維護保養，1年252,000元 252,000

1 汙水處理廠代操作費用，1年340,000元

2 汙水處理廠汙泥清運費，汙水處理廠廢汙泥21,000

元 運費1筆11,000元，共32,000元 3 設備維護另件材

料，1年30,000元 合計402,000元

402,000

空調系統保養維護，禪悅書苑及揚生館年度保養600,000

元，綜合大樓年度保養600,000元，合計1,200,000元
1,200,000

中央監控系統維護費，校區七棟大樓包含門禁 繕繕TV，電

力 空調 消防 給水 排風 照明等監控900,000元整

，包括：1 每月巡檢一年700,000元 2 緊急故障排除

一年100,000元 3 維修另件材料費一年100,000元

900,000

校內各項機電零星修 費600,000元 600,000

儲水塔清洗及驗水:1 分次清洗，含公設中心 綜合大

樓 法印書苑 佛教學系大樓計60,000元，每年2次總計

120,000元 2 水質檢測60,000元 合計180,000元

180,000

校區電梯年度保養，12月*14,000=168,000元 168,000

UPS保養維護費：1 保養費21,000元 2 維修耗材

29,000元，合計50,000元
50,000

其他設施維護費用，1式24,000元整 」如：宿舍冰箱叫

修 電熱水器維修 公務車清洗打蠟等 )
24,000

大願橋 法印一 二橋木質護欄及地面保養油漆400,000

元
400,000

禪悅書苑陽台木質護欄保養油漆,236間*3500元=826,000

元
826,000

校舍維護，12月*170,000=2,040,000元 」佛教學系大樓

，法印書苑，揚生館 禪悅書苑 綜合大樓與戶外道路設

施等校舍維護費 )

2,040,000

井水系統檢測維護630,000元 水處理耗材」更換一次深層

除鐵過濾桶2桶 深層活性碳過濾桶2桶 高壓石英砂過濾

桶1桶 更換工資，耗材運棄費用，600,000元 水質檢測

費30,000元

630,000

植栽補植&移植費用，1式330,000元 330,000

喬木修剪費用，1式240,000元 240,000

肥料及有機質栽培介質，1式282,000元

每年施肥4次」1季1次);》320元*220包*4季》=281,600元
282,000

病蟲害防治投藥，1式2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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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

工具設備及五金材料費用，1年180,000元 180,000

附表：2 全33頁》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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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器具租費」防災及善後)，吊車,怪手9,000元*16日

=144,000元,灑水車:》6,600元*16日》=105,600元

合計249,600元

250,000

機具維修保養-園藝專用車輛與割草機1年＊100,000元 100,000

禪悅軒咖啡機 冰箱 烘 機等修 費1年10,000元 10,000

展場佈置更新維護 大願校史館 1式400,000元 400,000

合計 12,908,000

退休撫卹費」校編36人 專案及部分工時人員25人)提撥金

額12個月*106,000元=1,272,000元
1,272,000

職員私校退撫基金會3%提撥及私校退休撫卹儲金提撥」學

校負擔)學校提撥金額12個月*50,000元=600,000元 3%學

費提撥部分2學期*20,000元=40,000元，共計640,000元

640,000

合計 1,912,000

行政設備折舊24,804,312元 佛教學系大樓 法印書苑修

預估4,500,000 資訊1,504,042元等

共30,808,354元

31,000,000

行政軟體攤銷925,308元 人總會系統 公文系統 校園

網頁及學出組網站 畢業生流向平台2,420,897元等

共3,346,205元

3,400,000

合計 34,400,000

1.教授》3人 5,200,000 薪額770

2.副教授9人 12,660,000 薪額740

3.助理教授11人 13,675,000 薪額525

4.研究人員1人 735,000 薪額310

5.鐘點費」兼任教師35人) 3,420,000 超授及兼課

6.年終獎金」1.5個月薪給) 4,030,000

7.其他」健保 公保 增額提撥等費用) 5,261,000

合計 44,981,000

教務組雜項支付，共計3,000元 3,000

學生證製作費:1張*300元*300張=90,000元 90,000

招生媒體廣告Google1式*50,000元=50,000元 Yahoo1式

40,000元 燈箱1個*5,000元*12個=60,000元 捷運1個

*30,000元*4個=120,000元，共計270,000元

270,000

招生海報設計及修改費:甄試海報設計」A2)1份*15,000

元 招生海報設計」A2)1份*15,000元 考輔會海報設計

」A4)1份*10,000元 APP招生廣告1份*5,000元*2」甄試

招生各1)，共計50,000元

50,000

文宣品:四色標籤紙1盒*20元*5,000個=100,000元 招生

用天鵝筆1枝*10元*10,000枝=100,000元

共計200,000元

200,000

招生宣傳影片製作」含腳本 拍攝 剪接 配音):腳本1齣

*50,000元*2齣=100,000元 拍攝1齣*40,000元 剪接1齣

*30,000元 配音1齣*30,000元，共計200,000元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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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海外招生宣傳費1式10,000元 場地費1場30,000元 交通

補助費2人*25,000元=50,000元 生活費2人*5,000元

=10,000元，共計100,000元

100,000

招生海報印刷費:甄試海報印刷費」A2)6元*3,000張

=18,000元 招生海報印刷費」A2)6元*3,000張=18,000

元 考輔會海報印刷費」A4)1張*1元*10,000張=10,000元

，共計46,000元

46,000

1.專題演講2,000元*4小時=8,000元 2.交通補助費2,000

元*3場=6,000元，共計14,000元
14,000

新聘及申購電腦三年以上專任教師，每位預算4萬元以內

筆記型電腦:1位*40,000元*10位=400,000元，法鼓講座學

生心得寫作獎金1場*2,500元*4場=10,000元，共計

410,000元

410,000

」1年期)資料庫，500,000元 500,000

下半年聯合採購」列管物品):硬碟 線材 電腦周邊等，

100,000元
100,000

教學設備」1萬元以下-列管物品)，288,000元 288,000

演講費」全校共同使用)，130,000元 130,000

教材編撰獎勵，24,000元 24,000

DADH研討會：1.會議手冊輸出200元*200本=40,000元；2.

會議論文 300本*500元=150,000元，以上共計=190,000
190,000

DADH研討會 日本聖德學院，國外專家學者住宿費16,000

元
16,000

DADH研討會國外學者交通費：3位」歐6萬 美5.5萬 亞

2.5萬)，以上共計140,000元
140,000

DADH研討會：會議用品 單價1萬以下 ，25,000元 25,000

下半年聯合採購」非消耗品)50,000元 50,000

圖書館設備更新」非消耗品)，1式100,000元 100,000

電子期刊100,000元 100,000

上半年聯合採購」列管物品)1批120,000元 120,000

移動白板1式132,800元 133,000

立牌1式30,000元 30,000

教師出國補助30,000元 學生出國補助120,000元，以上

共計150,000元
150,000

教師新聘與升等審查，1式60,000元 60,000

演講費」全校共同使用)，1式60,000元 60,000

文具費，1式25,000元 25,000

圖書館設備更新」列管物品)，1式70,000元 70,000

勞務委外人員，1人27,000元x3個月=81,000元 1人

22,000元x12個月=264,000元，共計345,000元
345,000

依據本校補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經校方核

准參加之國際學術會議機票差旅費4人次」上下學期各兩

次)*35,000元=140,000元

140,000

本校師生參加國內外舉辦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註冊費 手續

費6,000元*4人=24,000元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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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全校彙整12人」國外學者專家)*2時*2,500元=60,000元 60,000

全校彙整共35人」國內學者專家)35人/年*3時*1,500元」副

教授級)=157,500元
158,000

校際交流來賓活動誤餐費20人」包含本校教師)*150元」依

本校本校學術研討會經費支給標準)=3,000元 貴賓紀念

品10位*200元=2,000元，共計5,000元

5,000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選送學生出國實習)學校配合款：

24,000元
24,000

108年度教育部 學海築夢計畫 1式120,000元 120,000

補助學生出國研修學分160,000元」學校配合款) 160,000

107年學海飛颺計畫教育部補助款，1式800,000元 800,000

與校外單位合辦研習營活動-支出：教材費180元*100人

=18,000元 餐費100人*3餐*3天*100元=90,000元 茶點

費250元*100人=25,000元 文宣材料費2,000元 住宿用

品費」盥洗用品 毛巾等)100人*150元=15,000元 被單清

洗費15,000元，合計165,000元

165,000

校內講師鐘點費795元」副教授級)/時*20時=15,900元 16,000

與校外單位合辦研習營活動10,000元 10,000

參訪活動6次 北部參訪租車費」中巴)2次*2學期

*11,000元=44,000元 南部及東部參訪行程中巴車資3天

*1學期*13,000元=39,000元 九人座租車資7,500元*3天

*1學期=22,500元 參訪餐費10天*2餐*》10人」每學期學員

)*250元=50,000元 工作人員外宿費2人*2晚*2學期

*1,500元=12,000元，保險費20人*40元=800元，合計

168,300元

169,000

106學年度大陸學僧來台研修教義專案-急難救助，緊急醫

療費4人*10,000元=40,000元整 帶體檢餐費15人」大陸法

師新入學者)*200元=3,000元 體檢停車費4次*4小時*40

元=640元 接機餐費15人」研修一學年者下學期原則上不

接機)*250元=3,750元 接機停車費10次*4小時*30元

=1,200元，小計48,590元

49,000

大陸法師生活雜項物品支出，1式10,000元 10,000

參與SSHR繕計畫機票費35,000元 35,000

107年度帶領學生出國實習」計畫主持人-鄧偉仁)，美國往

返機票費：1式40,000元
40,000

外國學者」單位主管或教授級以上)接機或接送交通費，8

次*2,000=16,000元
16,000

專題演講費-國外學者專家1人*2小時*2,500元=5,000元 5,000

學術交流結緣 伴手禮 餐飲等12月*4,000=48,000元 48,000

邀請外國學者來校演講之機票費1人40,000元 40,000

學術交流之雜項支出，1式3,000元 3,000

送學生出國學習專業佛典語言4人*10,000元=50,000元 50,000

獲校外補助或因不具中華民國國籍無法申請其他機構補

助者，得申請校內經費獎助學生來回經濟艙飛機票，4人

*25,000元=100,000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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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學分：學士班境外生1人*1學年=50,000

元 碩士班境外生」含陸生)2人*1學年*70,000元=140,000

元 博士生1人100,000元，合計290,000元

290,000

國際學生文化之旅 餐費50人*2餐」午晚餐)*150元

=15,000元 大型遊覽車1輛13,000元 旅行平安險》50人

*50元=2,500元，共30,500元

31,000

國際日活動 食材及餐點費250人*120元=30,000元 活

動材料費》10,000元，共40,000元
40,000

通過外語檢定測驗獎勵金 含英 日 中)，中高級檢定

測驗獎勵金6人*2,000元=12,000元 高級檢定測驗獎勵金

6人*3,000元=18,000元 優級檢定測驗獎勵金*6人*4,000

元=24,000元，共54,000元 依法鼓文理學院學生通過外

語能力檢測獎勵要點

54,000

專題演講費」國外專家學者)，2次*2小時*2,500元=10,000

元」依本校專題演講費 出席費支給標準表)
10,000

語言競賽獎勵金，1次12,000元 外文書評比賽1次12,000

元，共24,000元 依103學年度第2次語言與翻譯中心委員

會會議記錄之提案三

24,000

」一)系雜項支出」含學 碩 博士班)20,000元 」二)佛學

資訊組雜支$5,000元 合計25,000元
25,000

佛教學系中 英文網頁續約費用，2年*3000=6,000元 6,000

文具用品」佛教學系辦用)10抽輕便活動櫃5個*1,000元

=5,000元
5,000

電子防潮箱防潮箱」放置 位相機跟攝影機及硬碟)，1台

5,000元
5,000

碩士班」佛學資訊組)教學研究會議出席費」外聘委員)：3

人*2次*1,500元=9,000元
9,000

第四屆佛法盃活動經費：獎品 結緣品50人*200元

=10,000元
10,000

邀請招待學者餐飲費用及住宿費用4組」印漢藏資)*1人

*10,000元=40,000元
40,000

邀請國外學者演講4組」印漢藏資)，4人*1場/2小時*2,500

元/小時=20,000元
20,000

1.邀請海外學者交通費4組」印漢藏資)*1人*1場*50,000元

=200,000元 》2.邀請國內學者交通費4組」印漢藏資)*每

組4人*1場*1000元=16,000元 》合計216,000元

216,000

」一)印刷費:1.會議手冊100本*150元=15,000元 2.主題

背板 立牌 指示牌=20,000元 3.海報300張*20元

=6,000元 」二)》聽眾接駁車2台*12,000元*3天=72,000

元 」三)國內學者交通補助費5人*2,000元=10,000元

」四)學者機票補助費：1.亞洲學者3人*30,000元=90,000

元 2.歐美學者3人*50,000元=150,000元 合計：

363,000元

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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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餐點費」含水果及甜點)預估100人：

1.早餐費：3餐*60人*80元=14,400元

2.午餐費：3餐*100人*150元=45,000元

3.晚餐費：2餐*100人*150元=30,000元

4.晚宴餐：1餐*100人*300元=30,000元

5.茶點：6場*100人*80元=48,000元

6.雜支」花材 住宿區點心 寢具清洗費 沐浴 拖鞋

衛生用品..等)30,000元 合計197,400元

198,000

」一)紀念 結緣品：1.貴賓紀念品50人*1,000元=50,000

元》》2.會議結緣品50人*100元=5,000元 」二)口譯設備費

1.同步翻譯室系統及施工費50,000元》2.同步口譯耳機設

備30,000元 合計135,000元

135,000

研討會酬金：1.主題演說費用：3位x15,000=45,000元」含

國際交通補助)2.即時口譯老師3人x30,000天=90,000元

合計135,000元

135,000

本校研究生赴國外研修之獎助費用」US$3,000元),1人

*US$3,000元*31元」匯率)=93,000元
93,000

大學博覽會:1.交通費2人x6次x1,250=$15,000》 2.禮品

費：6間學校*1,000=6,000元 》3.工作人員餐費：每場4

人*10場*100元=4,000元 》3.校外宣傳攤位費2場*7,000

元=14,000元 合計39,000元

39,000

一 文宣品：1.DM簡介1,000張*50元=50,000元 》2.結緣

品筆記本1,000本*10元=10,000元 》3.海報製作100張

*100元=10,000元 》4.海報展示架」易拉展)1個=3,500

元 5.系所海報及摺頁dm設計費8,000元*4份=32,000元

整 6.佛資組海報 DM印製:」A4：2元*1,000張)＋」海報6

元*600張)＋」設計費5,000*4張)=25,600元 二 簡訊費

用3元*200則=600元 合計131,700元

132,000

考生輔導說明會：1.遊覽車2台*10,000=20,000元 2.手

冊印製200本*200元=40,000元 3.結緣品200份*50元

=10,000元 4.茶點費200人*80=16,000元 合計86,000

86,000

學士班學位考試費：1.指導教師費全學年*20人*2,000元

=40,000元》2.審查費20人*》500元=10,000元》3.交通補助

費12人*》500元=6,000元》4.餐費」含點心 飲料)30人*100

元」半天)=3,000元 合計59,000元

59,000

碩士班學位考試：1.論文計畫審核20人*4,000元=80,000

元 2.論文口試20人*10,000元=200,000元 3.研修畢業

呈現20人*3,000元=60,000元 合計340,000元

340,000

」》一)郵資費：宣傳品800件*5元=4,000元 」二)設計費：

1.文宣DM設計費5*5,000元=25,000元》2.結緣品設計費

2*5,000元=10,000元》3.手冊設計費：8,000元》 」三)文

宣印刷費》1.酷卡印刷：5,000張*2元=10,000元》2.海報印

刷：1,000張*10元=10,000元》 合計：67,000元

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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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一》)營隊交通費：1.3天2夜培訓營接駁遊覽車:北車往返

學校2台*8,000元=16,000元》2.5天4夜營隊接駁遊覽車:北

車往返學校4台*8,000=32,000元 」二)老師 值星交通

費：1.輔導老師 值星台中高鐵700*10趟*3人=21,000元

2.授課教師」台北往返金山)》300*2趟*3人=1,800元

」三)學員 義工營隊保險」培訓營3天+營隊5天)200人*35

元*8天=56,000元 合計：126,800元

127,000

課程用品費：1.和樂球50顆*50元顆=2,500元 2.國畫紙

墨用品8,000元 3.教具及用品150人*70元=10,500元 4.

茶禪:茶葉100元*120人=12,000元 5.傳燈:15位老師及法

師用花束 蠟燭 酥油燈20,000元 6.雜支:餐巾紙 擦

手紙 毛巾2,000元 7.課程用食材2,000元 合計：

57,000元

57,000

營隊老師鐘點費5天約35小時X825元/H=28,875元」副教授

標準預估)
29,000

」一)餐費：」1)培訓營期間：三天培訓期間》1.早餐75人*2

餐*50元=7,500元》2.午餐+晚餐75人*5餐*60元=22,500元

3.點心75人*6餐*30元=13,500元 》」2)五天營隊期間：1.

早餐150人*6餐*50元=45,000元》2.午餐+晚餐150人*11餐

*60元=99,000元》3.點心150人*10餐*30元=45,000元》

」3)小隊輔及義工回娘家活動餐點費》3場*60人*100元

=18,000元整 」二)雜支」寢具 蒲團 方墊清洗費+清

潔 衛生用品等)=30,000元 合計：280,500元

281,000

結緣品：1.T恤」學員 隊輔2件 義工1

件)360*240=86,400元 2.大徽章5.8繕M=$25*250個=6,250

元》3.8款小徽章3.2繕M=$15*800個=12,000元 合計

104,650元

105,000

」一)校外教學：」1)碩士班：1.保險費6次*1,000元=6,000

元 》2.交通補助費」含停車費及油資)6次*4,000元=24000

元 」2)學士班：1.校外教學保險費16次*1,000元=16,000

元 》2.交通補助費」含停車費及油資)16次*4,000元

=64,000元 」二)參加全國佛學論文發表會：1.交通費2次

」往返)*12,000元=24,000元 2.保險費50人次*33元

=1,650元 3.餐費50人*80元=4000元 合計:139,650元

140,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補助款

536,820元，以仟元編列537,000元
537,000

108年度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自籌款

536,820元，以仟元編列537,000元
537,000

活動與生輔組雜項開支費用 10,000

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年會費1筆5,000元 5,000

新學期學生相關手冊1筆40,000元 」學生手冊+住宿手冊) 40,000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年費，1筆10,000元 10,000

新生校外教學活動，1批600,000元 費用內含：餐費 遊

覽車費 保險費 門票費 住宿費 場地租金 活動用材

料費 外聘講師鐘點費 等等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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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新生營,遊覽車車資2台*20,000元=40,000元 40,000

新生營，活動文書等材料費1筆10,000元 10,000

新生營，活動餐點等相關支出24,000元」100人*120元*2 24,000

導師時間活動，佛學一~四年級共4班+碩一共1班+人社四

學程一年級共4班=9班，每學期每班10,000元，因此2學期

*9班*10,000元=180,000元

180,000

畢業典禮:1場*160,000元整 》邀請函費*5,000元 文宣1

場*5,000元 插花費1場*20,000元 主題背板*1場20,000

元 茶水費1場400人*50元/人=20,000元 午餐費

60,000元 畢聯會相關活動*1場30,000元

160,000

舉辦全校性慶典活動費」校慶活動)，1筆342,000元 342,000

教育部舉辦每年全國社團評鑑，1批67,900元 》車資1場

30,000元 餐費15人*5餐*2日*120元=18,000元 住宿費

15人*2日*600元=18,000元，攤位 置費*1000場 保險費

60元*15人=900元

68,000

差旅費1式11,000元 11,000

10場*1人*600元=6,000元 6,000

教育部評鑑所需之書面審查資料，含膠裝 書背等 20本

*250元=5,000元
5,000

1.心理衛生演講費」聘 專業主題專家)》2場*1人*1,600元

*3小時=9,600元

2.工作坊演講費」聘 助理教授級專家)》2場*3次*3時

*1,600元=28,800元 」工作坊每場招募10位學生參加，連

續三週 每週1次 每次3小時)

3.職涯講座演講費」聘 優秀校友回校分享)》2場*1,600元

*3小時=9,600元 合計48,000元

48,000

1.諮商心理師接受專業督導費」依教育部學生輔導工作評

鑑辦理)：12次*2,500元=30,000元」每年學期9個月/36週

，平均每3週接受1次督導)」核可公文如附件)

2.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課程」依心理師法規定辦理)：30時

」點 )*1,500元=45,000元 合計75,000元

75,000

教育部評鑑書面審查需寄送之光碟 光碟收納盒等消耗品

2桶光碟」50片/桶)*600元=1,200元 2盒」收納128片/

盒)*700元=1,400元，合計2,600元

3,000

兼任教師交通補助費9個月*36週30,000元=270,000元 270,000

教師升等外審」每學年送審5名外審委員)50,000元 50,000

1.圖書館書評比賽用獎勵品1次13,000元；2.中西參大賽

」有獎徵答活動)1次10,000元；3.圖書館推廣活動1年

11,000元 合計34,000元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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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外學者keynote》s市eaker機場接送計程車費2趟*3人

*1,400=8,400元

2.千豐交通車及天籟接駁》2趟*3天*7,000=42,000元 2趟

*1天*9,000=18,000元

3.其他計程車費10,000元，以上合計78,400元

79,000

」一)同步口譯設備租借費及隔間費:

1.口譯傳輸設備3天*17,000元=51,000元

2.接收機與耳機150套*120元*3天=54,000元

3.口譯隔間5,000元

4.同步中/英口譯費：每人25,000》元*每天2人」輪流翻

譯)*3天+12,000元」超時費1小時4000*3天)=162,000元

」二)海報相關

1.大張海報輸出費200張8,500元

2》小張海報500張6,000元

3.會場佈置10,000元」如：主題背板 立牌等)

4.海報架租賃費25座*400=10,000元

」三 L型資料夾」彩印)，500個*10元=5,000元

合計311,500元

312,000

會議餐費：

1.茶點費:550人*1天2次*80元=88,000元」80人+」140人*3

天)+政大資源中心50人)

2.餐費」worksho市1天+主會議3天+隔天離開1天)212,250元

」1)早餐:410人*150元=61,500元」」90人*4天)+50人)

」2)午餐:595人*150元=89,250元」10人+80人+」140人*3

天)+35人+政大資源中心50人)

」3)晚餐:410人*150元=61,500元」80人+」140人*2)+政大資

源中心50人)

3.晚宴》120人*600元=72,000元

4.12/17」W1)與12/18」W2)晚上入住點心50人*150元=7,500

元

5.加菜金20,000元 合計399,750元

400,000

1.住宿區點心8,000元

2.住宿區沐浴 拖鞋 衛生用品..等15,000元

3.寢具清洗費8,000元

4.花材」會議+晚宴場)7,000元

5.萬用插座 電池等耗材支出5,000元

6.醫藥箱補充品 熱 包 衛生用品等8,000元

7.文具用品費 強力吸鐵 黏土 筆 小筆記本等15,000

元

8.紀念品費：200個*435=87,000元 編列90,000

9.其他9,000元

1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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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網站設計 線上投稿系統 線上報名系統之設計建

置與維護，3個月*10,000元=30,000元

3.文宣品設計費4個月*10,000=40,000元

70,000

Keynote》S市eaker》交通費補助及日支報酬」含生活費

1.交通費》NT$52,451

漢堡/台北　》782.83歐元Ｘ35.65=NT$27,908

台北/漢堡》》》688.43歐元Ｘ35.65=》NT$24,543

2.日支報酬」含生活費

教授級／研究員:》8,915*4天=NT$35,660

3.》合計NT$88,111元

89,000

一 交通補助費4人*1,000元=4,000元

二 1.文宣品印製主體背板2個*3,000元=6,000元 立牌

20個*200元=4,000元，共10,000元》2.講義印刷，200本

*200元=40,000元》合計50,000元

三 1.午餐」全體與會大眾)2場*100人*100元=20,000元

2.茶點費，200人*70元=14,000元 》3.工作坊雜支3,000

元 》總共37,000元 合計9,1000元

91,000

工作坊帶領人2場*2人*2,000元=8,000元 8,000

研究生校外教學活動等費用，6次*5,000元=30,000元 30,000

生命教育學程雜支5,000元 5,000

專題演講費 交通補助費 6次*1000=6000元 6,000

論文計畫審查費20人*2000元=40,000元》論文計畫審查委

員交通補助費10人*1,200元=12,000元》共52,000元
52,000

畢業論文口試費20人*8,000元=160,000元》畢業論文口試

委員交通補助費10人*1,200元=12,000元》共172,000元
172,000

社區 野調查交通費，8次*1,000元/次=8,000元 8,000

社區 野調查導覽解說費，4次*2,500元/次=10,00元 10,000

社區 野調查之保險費，1批*620=620元 1,000

研究生校外教學等活動費，3次*5,000元=15,000元 15,000

社區再造學程雜支5,000元 5,000

學程信紙印刷，2元/張*2,500張=5,000元 5,000

專題演講專家學者交通補助費，5次*2,000元=10,000元 10,000

1.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費20人*1,000元=20,000元

2.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20人*1,200元=24,000元

合計44,000元

44,000

1.研究生論文口試及指導費，15人*8,000元=120,000元

2.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15人*1,200元=18,000元

合計138,000元

138,000

學生論文發表手冊印刷，150元/本*100本=15,000元 15,000

學生論文發表點心費1批5,000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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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校外教學等活動費用，3次*5,000元=15,000元 15,000

社會企業與創新學程雜支5,000元 5,000

專題演講專家學者之交通補助費6次*2,000元=12,000元 12,000

1.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費15人*2,000元=30,000元

2.論文計畫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15人*600元=9,000元

合計39,000元

39,000

1.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及指導費15人*8,000元=120,000

元 2.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15人*600元=9,000元 合計

129,000元

129,000

文具費用」影印紙 筆 資料夾...等)，1批10,000元 10,000

在職學位學程招生DM設計費15,000元 15,000

在職學位學程DM印刷費，2元/張*10,000張=20,000元 20,000

在職學位學程招生文宣品，筆10元/枝*3,000元=30,000

元 資料夾5元/個*3,000元=15,000元 便條紙30元/個

*3,000個=90,000，共135,000元

135,000

郵寄在職學程招生海報7元/份*1,000份=7,000元 7,000

在職學位學程業務所需之郵費10,000元 10,000

研究生校外教學等活動費用，6次*5,000元=30,000元 30,000

環境與發展學程雜支5,000元 5,000

1.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費8人*2,000元=16,000元

2.審查委員交通補助費5人*1,200元=6,000元

合計22,000元

22,000

1.研究生畢業論文口試及指導費8人*8,000元=64,000元

2.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5人*1,200元=6,000元

合計70,000元

70,000

專題演講專家學者之交通補助費，6次*2,000=12,000元 12,000

1.學群簡介印刷費5,000頁*3元=15,000元 裝訂費100本

*50元=5,000元，共20,000元

2.生命教育 社區再造 社會企業與創新 環境與發展四

個學程簡介印刷5,000張*1元*4學程=20,000元

合計40,000元

40,000

郵寄學程招生招生海報1,000份*7元*2次=14,000元 14,000

學群校外委員會議交通費，3次*1,000元=3,000元 3,000

學群校外委員會議的會議費 餐點等 3次*5人*100元

=1,500元
2,000

學群及四學程文宣海報及DM設計6式*8,000元=48,000元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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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10,000元 10,000

」升等)新聘教師資格審查費

3位委員*3000元*4學程=36000元
36,000

學群校外委員會議出席費，1位*3次*2,000=6000元 6,000

1.消耗品充電電池20顆*150元=3,000元，低自放電充電電

池組2組*1,000元=2,000元，共5,000元 2.HDMI線

*1*1000元 MA繕轉HDMI VGA轉接頭*2*1,000元,共3,000

元 合計8,000元

8,000

每場招生活動費用如下：

1.空白記事本300份*10元=3,000元 2.演講費：教授920

元*2人*2時=3,680元 副教授795元*2人*2時=3,180元

助理教授735元*4人*2時=5,880元，共12,740元 3.用餐

費100元/人*300人*2天=60,000元 4.活動通知：3,530通

簡訊/3000元」平均一通0.85元)=3,000元，每場招生活動

合計78,740元，76,000元*3場活動=236,220元

237,000

影印費-100本*250元=25,000元 25,000

茶點，100人*1場*50元=5,000元 5,000

1.會議論文 250本*200頁*1元/頁=50,000元

2.主題背板2個*3,500元=7,000元 立牌5個*600元=3,000

元，共10,000元

3.海報300張*20元=6,000元

合計66,000元

66,000

1.聽眾及員工交通車2台」往返台北法鼓山)*2天*10,000元

=40,000元 2.學者機票補助費亞洲學者5人*30,000元

=150,000元 歐美學者5人*50,000元=250,000元，共

400,000元 3.國內學者交通補助費20人*1,000元=20,000

元 合計460,000元

460,000

1.膳費早餐2場*40人*100元=8,000元 午餐2場*250人

*150元=75,000元 晚餐*2場*40人*150元=12,000元，共

95,000元

2.茶點費4場*250人*80元=80,000元 晚宴費40人*750元

=30,000元，共110,000元

3.貴賓紀念品30人*1000元=30,000元 會議結緣品100人

*200元=20,000元，共50,000元

4.雜支3,000元

5.租用同步翻譯機，租用同步翻譯機主機2天*20,000元

」不含口譯室)=40,000元 耳機2天*250付*150元=75,000

元，共115,000元 合計373,000元

373,000

1.論文發表費外聘20人*3,500元=70,000元

2.翻譯費口譯老師2人*30,000元=60,000元

3.論文主持費6場*1人*1,500元=9,000元

4.論文評論費20人*1,500元=30,000元

合計169,000元

1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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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修校外參訪交通費，1部車*3次」往返)*15,000元

=45,000元
45,000

禪具清洗，清洗8次*6元*450件=21,600元 22,000

禪修實習期初禪期餐費，3餐/天*7天*120人*100元/人

=252,000元
252,000

雜項支出5,000元 5,000

茶禪課程與活動-酒精燈等雜項物品10個*500元=5,000 5,000

茶禪之課程與活動：工業用酒精50個*100元＝5,000元 5,000

行門課程用品，燒水壺3套*3000元=9000元 9,000

專題研修校外參訪相關費用，專題研修校外參訪膳費，2

次」上下學期)*2餐/天*20人*100元=8,000元 專題研修校

外參訪保險費，30人*2次*100元=6,000元

14,000

校外人士至本校參加活動交通費，2部車*2次*10,000元*3

場=120,000元 教師至本校上課之交通費，5人*2次

*1,000元=10,000元 油資，5次*1,000元=5,000元

135,000

研修體驗營教師演講費，25次*3小時*1,000元=75,000 75,000

終身學習活動其他雜項支出5,000元 5,000

一 文宣」資料夾 筆)，1,500套*20元=30,000元

二 校外參訪門票費，100人*200元*2次=40,000元 校外

參訪膳費，1餐*100人*100元=10,000元整 校外參訪旅平

險，100人*50元*2次=10,000元 三 在本校參加活動期

間之茶水點心費，100人*30元*3天*4次=36,000元 活動

期間意外險，80人*50元*2次=8,000元

134,000

禪具清洗費用，6次*6元*450件=16,200元整 寢具清洗費

用，240件*2次*」被套20元+床包15元+毛巾6元+枕頭巾3

元)=21,120元整 37,320元

38,000

宣傳手冊印刷費，100本*100元=10,000元 10,000

碎紙機，1台10,000元 10,000

美術文具用品 製作海報之類用紙或文具等物品 ，500

份*10元=5,000元 單位貼紙2份*200元=400元 5,400
6,000

游心場新增脫水機1台，1台*6000元=6000元 6,000

採購充電電池15顆，15個*100元=1500元 2,000

心環專案全校性心靈環保宣傳影片製作費用:

1.腳本:1齣10,000元;2.拍攝:1齣10,000元;3.剪接:1齣

10,000元;4.配音:1齣10,000元;合計40,000元

40,000

心環專案-校外人士至本校參加心環學術交流活動：

1.門票費：　　》30人*300元=9,000元;

2.茶水點心費：》30人*200元=6,000元;

3.場地清潔費：》30人*1天*100元=3,000元;

4.校外參訪膳費：1餐*30人*100元=3,000元;

5.遊覽車費：》　》2次*1車*10,000元=20,000元;

6.活動用材料費：1式*3,000元=3,000元;

7.雜項：　　　　1式1,000元，合計45,000元

45,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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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期 呈現文具等製作費用：

1.邀請卡20位*50元=1,000元;

2.資料夾內袋8包*100元=800元;

3.文具用品2批*1,500元=3,000元;

4.影視製作用之光碟製作2批*2,000元=4,000元;

合計8,800元

9,000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

1.》印刷1批50,000元;

2.》書套設計1本5,000元;合計55,000元

55,000

一 心靈環保講座專家演講費：

12堂*2小時*2,500元＝60,000元整

依法鼓文理學院心靈環保講座實施要點辦理

二 心靈環保講座特約專家演講費:

1.國內學者演講費》6人*2小時*1,600元=19,200元;

2.國外學者演講費》1人*2小時*2,500元=5,000元;合計

24,200元

85,000

一 心靈環保講座-講者交通補助費：

16人次*2,000元=32,000元

二 心靈環保講座特約專家演講-交通補助費：

國內學者3人次*1,000元=3,000元 合計35,000元

35,000

心靈環保講座會議費:場 花材 點心 餐費 保險 接

送油資 寄書郵費元等等;合計10,000元
10,000

一 心靈環保講座-助理，為協助講座課程所需：

1.第一學期：4人

博士生2人*0.5月*10,000=10,000元;碩士生2人*0.5月

*8,000=8,000》元

2.第二學期：2人

博士生2人*4.5月*10,000=90,000元 合計108,000元整

二 心靈環保研究中心-委外承攬

1.聽打人員1名,》為處理心靈環保講座錄音檔聽打成逐

稿：

300時*150元」時薪)=45,000元

委外承攬影片製作人員1名,為處理教學影片剪輯與添加

：200小時*200元」時薪)=》40,000元 合計85,000元

193,000

心靈環保講座選輯贈書費用：包含感謝卡 包裝紙 郵寄

用氣泡袋 OPP編 袋等 合計3,000元
3,000

心靈環保講座印刷費:1.講義列印40本*100元=4,000元;2.

海報1張*3,000元=3,000元;3.立牌5個*200元=1,000元;

合計8,000元

8,000

心靈環保工作坊印刷費:1.海報印刷3場*20張*50元=3,000

元 2.主題背板3個*3,500元=10,500元;3.立牌5個*600元

=3,000元 合計16,500元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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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心靈環保工作坊活動費用:

1.》餐費：》3場*180人*100元=54,000元；

2.》茶點費:3場*180人*70元》=37,800元;

3.》花材:》》20桌*100元=2,000元;

4.》住宿:》》4人*2,500元=10,000元;

5.》帶領人交通補助費:3場*1人*1,000元=3,000元;

6.》雜支:》》1批*5,000元=5,000元;

合計111,800元

112,000

心靈環保工作坊帶領人酬金:

3場*1人*2,000元=6,000元
6,000

合計 17,691,000

1.裝訂期刊」中文 西文 大陸 日韓文期

刊)800*220=176,000元；

2.修補破損館藏資料之修書費300冊*200元=60,000元；

3.修補館藏用之材料5克典具帖50張*100元=5,000元；

4.手工楮皮紙20張*60元=1,200元；

5.視聽設備維護及修 5台*2,000元=10,000元；

6.特殊性館藏資料外包編目和加工處理圖書60冊*100元

=6,000元 合計258,200元

259,000

教學儀器 設備器具保養維護費12月*20,000=240,000

元
240,000

合計 499,000

退休撫恤金：5月*2,700元=13,500元 7月*2,820元

=19,740元，合計33,240元
34,000

教師私校退撫基金會3%提撥及私校退休撫卹儲金提撥」學

校負擔每月支出100,000元)學校提撥金額12月*90,000元

=1,080,000元 3%學費提撥部分2學期*10,000=20,000元

，共計1,100,000元

1,100,000

20人，每月14,000元，12個月，20*14,000*12=168,000元

，兼任教師勞退提撥費1式168,000元
168,000

合計 1,302,000

教學設備折舊16,913,064元 資訊975,625元等，共

17,888,689元
18,000,000

無形資產攤銷費用902,257元 910,000

合計 18,910,000

5140

獎助

學金

支出

5141

獎學

金支

出

教學助理 服務奉獻小老師，682,000元整 6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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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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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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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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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服務奉獻支援教學，1式300,000元 300,000

書卷獎學金依前一學年成績為準，每班2名，每人核發

5,000元 3班」學士2-4年級)*2名*5,000元=30,000元
30,000

佛教學系東初老和尚留學獎學金」佛教研究留學獎助基金)

專案，3位*100,000元=300,000元
300,000

博士班獎學金，4位*50,000=200,000元 200,000

佛教學系學士班菁英新生入學獎學金，1位15,000元 15,000

一 優秀論文獎學金，一學年一位，1位10,000元 10,000

二 學術論文獎學金，1筆10,000元 10,000

弘化獎學金，2位*10,000元》=20,000元 20,000

社團法人信徹蓮池功德會，學僧將學金，4,000元*5位

=20,000元
20,000

107學年度財團法人台北 李春金關懷基金會獎助金，20

位*10,000=200,000元
200,000

談子民先生紀念獎學金，2位*10,000=20,000元 20,000

廖銘昆慈善事業基金會，1位10,000元 10,000

合計 1,817,000

學費補助8人*24,500元*2學期=392,000元 住宿費補助2

人*2學期*7,500元=30,000元，合計422,000元
422,000

一 107學年度學雜費減免身障類補助，2人*16,000元

=32,000元
32,000

二 107學年度弱勢助學助學金補助，2筆*10,000=20,000

元
20,000

三 108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1筆*865,400 866,000

四 教育部補助清寒僑生助學金，3000元*12個月=36,000

元
36,000

一 佛教學系碩/博士班僧伽助學金」學費22,000元+雜費

7,000元+網路使用費1,000元+平安保險費325元+住宿

7,500元=37,825元),》2學期*30人*37,825元=2,269,500

元 碩二》20人*論文指導暨口試費10,000元=200,000元

碩三》2學期*20人*減免金額」住宿7,500元+平安保險費325

元+網路使用費1,000元)8,825》元=353,000元 合計

2,269,500元+200,000元+353,000元=2,822,500元

2,823,000

二 佛教學系學士班僧伽助學金」學費22,000元+雜費

7,000元+網路使用費1,000元+平安保險費325元+住宿

7,500元)=37,825，2學期*40人＊37,825元＝3,026,000

元

3,026,000

三 人文社會學群出家眾學費減免助學金2學期*15人

*22,000元=660,000元
660,000

依本校弱勢學生補助要點:生活助學金每名24,000

元,3,000元 每學期4次1學年共8次，預估2名 24,000元

*2名=48,000元

48,000

附表：2 全33頁》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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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學士班入學榜首獎學金專案，1位*15,000元=15,000元 15,000

緊急紓困金專案」依學生人 預估280人*5%=14人

14人*每名5,000元=70,000元)
70,000

佛教學系在家眾學費補助，2個學期*50人*22,000元

=2,200,000元
2,200,000

一 學士班服務奉獻金，5,000小時*142.85元=714,250

元
715,000

二 碩士班服務奉獻金，2,875小時*200元=575,000元 575,000

三 博士班服務奉獻金，125小時*200元=25,000元 25,000

低收入戶雜費 住宿費減免》」雜費7,000元+住宿費7,500

元)，》2個學期*5人*14,500元=145,000元　
145,000

合計 11,678,000

教師鐘點費用，4位*1.5時/位*2期/年*18週/期*800元

=172,800元
173,000

學分班教師教授等級2人*18週/期*3時/週*2,000元

=216,000元 副教授等級5人*18週/期*3時/週*1,900元

=513,000元，共729,000元

729,000

非學分班教師24人*2期*36小時*1,100元=1,900,800元 1

期*10人*24小時*1,100元=264,000元，共2,164,800元
2,165,000

合計 3,067,000

講師交通費，2人*2期/年*18週/期*400元=28,800元 29,000

工讀生費用，2學期*2人*18週*2天/週*4時*140元=80,640

元 勞保費用2學期*2人*12月*823元=39,504元 勞工退

休金2學期*2人*12月*540元=25,920元，共計146,064元

147,000

文具費用」影印紙 筆 資料夾...等)，1批20,000元 20,000

業務所需之郵費5,000元 5,000

招生海報費用，2期*25,000=50,000元 Line@行銷費用一

年10,000元，一共60,000
60,000

旅遊車資費用，2學期*1台*15,000=30,000元 30,000

旅遊保險費，2學期*25人*50元=2,500元 3,000

旅遊餐點費用，2學期*25人*275元=13,750元 結業典禮

餐點費用，2學期*25人*250元=12,500元 業務所需之雜

費2學期*8,000元=16,000元，一共42,250元

43,000

人文社會學群向東吳大學場地租借費用，1年

*50,075=50,075元 」租借45次*每次735元=33,075元 保

證金17,000元共50,075元)

51,000

學分班文具費用」影印紙 筆 資料夾等)，1批10,000 10,000

學分班業務所需之郵費10,000元 10,000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之交通費，4場*2,000=8,000元 8,000

舉辦社會企業相關議題工作坊講師交通費，1次2,000元 2,000

學分班招生DM設計費，1次10,000元 10,000

學分班招生海報印刷，5,000張*2元/張10,000元 10,000

5150

推廣

教育

支出

5151

人事

費

5152

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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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社會企業相關議題工作坊點心費

80元*50人=4,000元
4,000

舉辦社會企業相關議題工作坊講師費

1,800元*7時=12,600元
13,000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4人*3小時*1,800元=21,600元 22,000

委外承攬人員--學分班工讀生費用1人*12月*24天*4時

*140元=161,280元
162,000

文具費，12月*2,500元=30,000元 30,000

影印機計張費12個月*100張*0.35元=420元 影印紙12個

月*2包*120元=2,880元 影印機租金12個月*2,000元

=24,000元 德貴學苑事務機碳粉夾1支1,785元，共

29,085元

30,000

書報雜誌費，3期*1,000元=3,000元 3,000

郵寄簡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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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件*2期*45元

=4,500元 快遞費2期*1,500元=3,000元，共62,800元

63,000

因公所需之捷運票費 計程車資 停車費 國光車費4人

*12個月*2天*32元=3,072元 4人*12個月*2天*270元

=25,920元，共28,992元

29,000

每月辦公室.教室清潔用品支出12個月*1,500元=18,000

元 茶水區咖啡及茶包費用2期*2,500元=5,000元 水電

材料耗材費12月*2,000元=24,000元，共47,000元

47,000

會議費，5次*1,000元=5,000元 」審查小組開會餐點費用

5次*10人*100元=5,000元)
5,000

電費，12月*80,000元=960,000元 960,000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2筆*10,000元=20,000元」6樓至8樓1筆

10,000元，6樓至10樓1筆10,000元)
20,000

招生簡訊費2期*1,000人*1元=2,000元 招生簡章設計印

刷2期*50,000元=100,000元 海報製作2期*5,000元

=10,000元 廣告費及夾報費用2期*4,000張*1元=8,000

元 Lina推廣入門版12月*800元=9,600元 共129,600

元

130,000

退費手續費2期*55人*30元=3,300元 志工餐點 誤餐費

12個月*1,000元=12,000元 志工聚餐1次*25人*200元

=5,000元 雜支12個月*500元=6,000元，共26,300元

27,000

推廣課程免費講座及成果展之茶點 文宣廣告費及臨時雜

項支出費用2期*3,000元=6,000元
6,000

大專校院推廣協會年費1年11,000元 11,000

委外承攬人員-清潔人員費用2人*12月*20,000元=480,000

元 1人*12月*10,000元=600,000元
600,000

教師尾牙聚餐20人*800元=16,000元 16,000

保全管理費，12月*60,000元=720,000元 720,000

合計 3,336,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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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三菱電梯維護費，12月*3,250元=39,000元 39,000

機械停車設備維護費，12個月*850元=10,200元 機械停

車設備安檢費用1年4,000元，共14,200元
15,000

高低壓電氣設備檢驗維護費，2次*11,025元=22,050元 23,000

空調大保養維護費，1年281,950元 282,000

電話專用交換機維護費，12月*5,100元=61,200元 62,000

飲水機維護費，1年26,000元 26,000

公共安全檢查費，1次40,000元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費1

年*20,000元 建築公共安全檢查費1年*20,000元)，共

40,000元

40,000

影音設備維護費，2次/年*7間*2,000元=28,000元 28,000

監視器維護費，1年50,000元 50,000

水管修 維護費，2根*10,000元=20,000元 20,000

地板維修費用1間/教室*28坪/間*3,500元/坪=98,000元 98,000

冷氣保養及維修1年*27,000元=27,000元 緊急發電機保

養及維修1年*30,000元=30,000元 機房專用消防設施保

養及維修1年*29,000元=29,000元 烘 機維修1年*3,000

元=3,000元 飲水機零件1年*3,000元=3,000元 監視器

零件更換1年*15,000元=15,000元整 機電維護保養1年

*32,000元=32,000元 水池馬達1年*32,000元=32,000

元 電梯零附件1年*30,000元=30,000元 消防設備1年

*32,000元=32,000元 其他1年*30,000元=30,000元整，

共263,000元

263,000

門禁系統維護費，1年30,000元 30,000

抽檢飲水機2臺檢測費，2臺*4次/年*800元=6,400元 7,000

1.網路交換器及不斷電系統」含主機及電池組)年度維護費

用共140,000元」70,000元/每半年)

2.德貴大樓各樓層伺服器 電腦及其零附件 網路線材等

為資訊設備維護費》37,000元

177,000

合計 1,160,000

專任助理薪資：1人*36,050元*13.5個月=486,675元 487,000

勞健保 勞退：1人*6,535元*12個月=78,420元 79,000

研究主持費*12月*1人*15,000元=180,000元 專任助理

*13.5月*1人*30,000元=405,000元 臨時工資*1人150元

*241小時*36,150元=36,150元，合計621,150元

622,000

勞保12月*1人*2,263元=27,156元 健保12月*1人*1373元

=16,476元 勞退12月*1人*1,818元=21,816元，合計

65,448元

66,000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50

推廣

教育

支出

5153

維護

費

5160

產學

合作

支出

5161

人事

費

附表：2 全33頁》第30頁

單位：新台幣元

54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碩士級兼任助理12月*3名*10,000=360,000元 學士級兼

任助理12月*1名*6,000=72,000元，合計432,000元
432,000

研究主持費1位*12個月*15,000元=180,000元 助理1位

*12個月*10,000元=120,000元 委任承攬-網頁程式開發1

位*12個月*16,000元=192,000元 委任承攬-經錄文獻資

料處理1位*12個月*12,000元=144,000元，合計636,000

元

636,000

勞保1人*12個月*829元=9,948元 勞退1人*12個月*666元

=7,992元，合計17,940元
18,000

研究主持費」107/8~107/12)月支15,000元*5個月=75,000

元，兼任助理》」碩士生，學習型兼任助理)7,250元x12個

月X2名，以上共計人員費用249,000元

249,000

研究主持費，月支15,000元，兼任助理》」碩士生x2) 299,000

主持費 專兼任助理薪資，1式320,000元 320,000

主持費 專兼任助理薪資，1式322,000元 322,000

專案研究助理薪 年終13.5月*40,902元=552,177元 553,000

翻譯人員薪資12月*30,000元=360,000元 薪資：10,000

元 兼任翻譯人員翻譯責任達成獎金1年240,000元
360,000

校內翻譯實作課」以專任副教授鐘點費預估)：795元*4小

時*18周*2學期=114,480元；藏漢翻譯培育班」以兼任助理

教授日間鐘點費預估)：765元*3小時*18周*2學期

=82,620；初級班藏漢佛典導讀=」以兼任講師日間鐘點費

評估)：690元*3小時*2堂*18周*2學期=149,040元；；進

階班藏漢佛典導讀=」以兼任講師夜間鐘點費評估)：730元

*2小時*18周*2學期=52,560元；藏傳佛教論典班」以兼任

助理教授日間鐘點費預估)：765元*3小時*12堂*2學期

=55,080元，合計：453,780元

454,000

專任研究助理保險金，12月*7,560元=90,720元 專任研

究助理》勞保費每月為3,137》元 健保費每月為1,903元

勞退費每月2,520元

91,000

翻譯人員保險金，12月*2,486元=29,832元

翻譯人員》勞保費每月829》元 健保費每月為997元 勞退

費每月為》660元

30,000

合計 5,018,000

文 校對：1批68,000元 一個 0.1元*680,000

=68,000元
68,000

管理費：726,545元*10%=72,654元 73,000

雜項支出：1批12,000元 12,000

全33頁》第31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5160

產學

合作

支出

5161

人事

費

5162

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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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智諭老和尚多媒體典藏 子網站專案第５年管理費

107.10~108.09，1次100,000元
100,00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1筆80,000元 80,000

國內交通費1年3,000元 會員費3人*3,000元=9,000元

圖書1年6,000元 文具郵資影印1年10,000元 電腦周邊

耗材」鍵盤滑鼠隨身硬碟等)1年8,000元 雲端儲 空間會

員續約3人*3,000元=9,000元，合計45,000元

45,000

國外學者來台費用1次50,000元 50,000

管理費1年50,400元 51,000

消耗性器材1年30,000元 圖書文具1年20,000元 資料檢

索費1年6,000元，合計56,000元
56,00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1筆100,000元 100,000

管理費1年*46,240=46,240元 47,000

5,708元」每月)12月*2位=136,992元 137,000

雲端儲 空間：3人*1年*4,000元=12,000元 12,00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含往返時間，總行程約9天，會議地

點 定 90,000元
90,000

第二年度管理費 1年39,000元 39,000

國外期刊1份1年4,000元 4,000

年費1人1,000元 註冊費1人3,000元，合計4,000元 4,000

管理費19,000元》」研究主持費不核列管理費) 19,000

耗材 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用：84,500元》」本計畫彈性支

用額度為6,760元)
85,000

管理費31,873元》」研究主持費不核列管理費) 32,000

耗材 物品 圖書及雜項費用：100,000元 100,000

國際合作》移地研究2式*30000=60000元 60,000

國外差旅與移地研究費1式100,000元 100,000

管理費1式26,000元 26,000

管理費1式32,000元 32,000

移地研究與國外差旅費1式100,000元 100,000

耗材 物品與雜項費用1式76,000元 76,000

相關資料印刷2,000張*1元=2,000元 2,000

優秀譯注論文獎勵金1次110,000元 博士1人獎助50,000

元 碩士2人*30,000=60,000元
110,000

暑期藏語人才培訓學費2人*45,000元=90,000元 90,000

校外譯者翻譯稿費66,600 *1.5元=99,900元 100,000

審稿費，1年64,000元 獎學金審稿費5,000元*3篇*2人

=30,000元；兼任翻譯人員翻譯成果審查2000元*4次*2人

=16,000元，合計46,000元

46,000

管理費1年160,000元 160,000

印刷紙張5箱*800元=4,000元 4,000

合計 2,110,000

附表：2 全33頁》第32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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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成本與費用分析表

107學年度

計算標準及說明 金額」元) 備註

學士班單招 轉學考：1.單招命題費1人*2科*2,000元

=4,000元 》2.單招閱卷費2科*30份*70元=4,200元 3.轉

學考口試費」半天)5人*1,500元=7,500元 》4.轉學考監試

費2人*1,000元=2,000元 》5.口試費5人*3,000元」全

天)=15,000元 》2.監試費2人*1,000元=2,000元 》3.交

通費13人*300元=3,900元 》4.餐費25人*100元=2,500

元 合計41,100元

42,000

碩士班單獨招生 甄試入學：1.單招命題費1人*3科

*2,000元=6,000元 》2.單招閱卷費2科*30份*70元=4,200

元 》3.單招口試費5人*3,000元」全天)=15,000元 》4.碩

士班監試費2人*1,000元=2,000元 》5.甄試審查費5人

*」80元/份*20人)=8,000元 》6.甄試口試費5人*3,000元

」全天)=15,000元 合計50,200元

51,000

博士班單獨招生考試：1.博士班書面審查5人*」100元*20

份)=10,000元 》2.博士班命題費2科*2,000元=4,000元

3.博士班閱卷費20份*2科*70元=2,800元 》4.博士班口試

費5人*3,000元=15,000元 》5.博士班監試費2人*1,000元

=2,000元 合計:33,800元

34,000

社企在職學位學程招生考試書面審查費50份*80元/份

=4,000元 口試費4人*3000元/人=12,000元 口試委員交

通補助費4人*1,000元=4,000元 誤餐費」含點心 飲

料)200人*100元/人」全天)=2,000元，共22,000元

22,000

四學程甄試入學 招生考試書面審查費25人*80元/人*4學

程*2次=16,000元 口試費4人*3000元/人*4學程*2次

=96,000元 口試委員交通補助費2人*1,000元/人*2次

=4,000元 誤餐費」含點心 飲料)2次*30人/次*100元/人

」全天)=6,000元,，共122,000元

122,000

合計 271,000

附表：2 全33頁》第33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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