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辦法 

一、目的 
為加強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電子資源之利用推廣，增進各成員單位之使用者對於各類資源內

容與功能之瞭解，進而能有效應用於教學、研究、學習活動中，以提高聯盟電子書資源使用效益。 

二、申請對象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成員館 

三、申請時間 
104 年 5 月 15 日前 

四、補助額度（依教育部核定 104 年補助款經費調整） 
每一單位以新臺幣壹萬元為上限，補助單位數以 40 個為原則。 

五、申請步驟 
1. 線上申請：自聯盟網站最新新聞（http://taebc.lib.ntnu.edu.tw），點選申請網址，詳填後提交。 
2. 收信確認：登入前述所填 E-mail 信箱，收取系統發送之通知。 
3. 開啟線上表單：詳閱信件通知，開啟信末之線上表單超連結 

       （線上表單含：申請表、經費預算細目表、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4. 編輯線上表單：線上編輯「經費預算細目表」與「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5. 列印線上表單：列印線上表單紙本，請貴單位主管簽章。 
6. 上傳核章表單：掃描已核章申請表為 jpg 圖檔。至前述線上表單最末頁，插入掃描圖檔。 
7. 完成申請程序：確認前述線上表單自動儲存後，即完成申請，可關閉視窗。 

六、申請結果（公布時間依教育部核定 104 年度補助款經費核撥時程調整） 
推廣小組彙整各單位申請資料後，送交聯盟推動小組審核。 
申請結果於 104 年 6 月 5 日前公布於聯盟網站，並個別通知獲補助單位後續撥款事宜。 

七、注意事項 
1. 審核標準：申請單位超過原訂名額時，依申請先後順序、經費總額、及歷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

請與成果資料繳交是否依規定辦理等因素決定補助單位與補助金額。 
2. 活動辦理時間：即日起，至 104 年 10 月 15 日止，可採分次辦理方式。 
3. 經費補助：項目以講義印製費、演講費（場次至少 90 分鐘，3200 元為上限）、鐘點費（每小時

1600 元為上限）、活動宣傳費等為原則，不含餐點費。雜支費用不得超過總經費 6%。補助金額

以活動性質、參加人數等為核定依據。支出須檢具單據核實報銷，且發票／收據日期應符合執行

期限，由各校會計單位就地審計，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4. 成果報告：獲補助成員館請於活動結束兩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最遲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前繳交）。

成果報告含：「活動紀錄表」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兩表之電子檔及紙本核章正本。 
成果報告電子檔：請至成果線上回覆； 
成果報告紙本核章正本：請連同「申請表紙本核章正本」（申請步驟第 5 項），郵寄至「中興大學

圖書館典藏組」彙辦，信封封面請註明「TAEBDC 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成果：ＯＯ學校」。 
5. 其它：5 月 15 日申請截止後，申請線上表單僅供瀏覽，無法編輯；10 月 31 日亦將關閉成果線上

回覆網址。如需變動，請告知聯盟推廣小組。若有相關問題，請洽中興大學圖書館典藏組陳小姐，

聯絡電話：04-22840290 分機 469，電子郵件：boting@nchu.edu.tw。 

http://taebc.lib.ntnu.edu.tw/node/5
http://taebc.lib.ntnu.edu.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V7h9-yZHQbQcNHg0g4vQSf8pau6FcTAjjXDCWt_hnQ/viewform?usp=send_form
http://www.edu.tw/downLoad/detail.aspx?Node=1123&Page=20472&wid=189da8f6-c178-4222-a0c8-8bed36bbc94f&Index=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tjGQuWJmWIe44-6FC3expzDHya3De4RJQi7JK7QvfKU/viewform?usp=send_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tjGQuWJmWIe44-6FC3expzDHya3De4RJQi7JK7QvfKU/viewform?usp=send_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tjGQuWJmWIe44-6FC3expzDHya3De4RJQi7JK7QvfKU/viewform?usp=send_form
mailto:boting@nchu.edu.tw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 

申請表 

單位名稱 <<Unit>> 

聯絡人姓名 <<Contact>> 
聯絡信箱：<<E-mail>> 
聯絡電話：<<Phone Number>> 

活動預定時間 <<Date>> 

教育訓練人數 <<Participant Number>> 

活動內容簡述 

<<Description>> 

預估經費 <<Expected Funding>> 

單位主管簽章 
 

備註一：請詳填第 2 頁「經費預算細目表」、第 3 頁「教育訓練相關資料（如議程等）」後， 
    列印線上表單紙本，請貴單位主管簽章。 
    掃描已核章申請表為 jpg 圖檔，複製該圖貼至本表單最末頁。 
備註二：確認本表單自動儲存至雲端後，即完成申請，可關閉視窗。 
備註三：「申請表紙本核章正本」於獲補助後，連同成果報告郵寄至中興大學圖書館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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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 

經費預算細目表 

（ＯＯ學校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教育訓練：活動名稱） 

項目 
摘要 

（單價 x 數量） 
小計 

經費來源 
備註 

(各品項細目) TAEBDC 
聯盟補助 自行負擔 

印刷費      

講座鐘點費 
(含二代健保)      

工讀費 
(含二代健保)      

活動獎勵品      

雜支      

      

      

合計     

聯盟推廣小組審核結果： 
（預計 104 年 6 月 5 日前公布。） 

※填表人最後更新時間：104 年 月 日 
備註一：經費編列須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備註二：經費項目可自行調整，惟實際補助仍以講義印製費、演講費（場次至少 90 分鐘， 
3,200 元為上限）、鐘點費（每小時 1,600 元為上限）、活動宣傳費等為原則，不含餐點費。

雜支費用不得超過總經費 6%。補助金額以活動性質、參加人數等作為核定依據。 
備註三：編列鐘點費者，請備註說明為：內／外聘之專家學者或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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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 

教育訓練相關資料（如議程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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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活動紀錄表 
填表日期：<<Date>>  

單位名稱 <<Unit>> 

活動名稱 <<Title>> 

活動時間 <<Time>> 活動地點 <<Location>> 

活動類型 <<Type>>  活動場次數 <<Session>> 

參加人數 <<Participant Number>> 

教育訓練之 
電子書 
資料庫 

<<List>> 

活動成效 

<<Result>> 

相關意見 
<<Opinion>> 

備註一：請於第 2 頁起，附上活動照片、宣傳海報、獎勵品簽收影本等相關電子圖檔。 
備註二：至聯盟網站活動公告，下載「104 年教育訓練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xlsx」填寫。 
備註三：列印「活動紀錄表」與「經費收支結算表」，請主管簽章後掃描為圖檔，複製 
    該圖貼至本表單最末頁。核章正本連同「申請表」郵寄至中興大學圖書館彙辦。 
填表人職稱：<<Post>>   填表人姓名：<<Contact>> 
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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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活動紀錄表 
請附活動照片 3-6 張或宣傳海報等相關電子圖檔。（請插入圖片編輯即可，每張 2MB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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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4 年教育訓練獎勵品簽收單 
經費編列「活動獎勵品」者，請提供活動獎勵品簽收單影本。（請插入掃描圖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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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EBDC104年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成果：經費收支結算表】

執行單位名稱： 所屬年度：104年

活動日期：104年        月       日至104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百分比：取至小數點二位

經費項目

(或各受補助學校與活動名稱)

聯盟核定

申請金額
(A)

聯盟核定

補助金額
(B)

 聯盟

撥付金額

(C)

 聯盟

補助比率

(D=B/A)

 實支金額

(E)

補助金額

結餘款
(F=A-E)

依公式應繳回

聯盟結餘款
(G=F*D-(B-C))

備                       註

請查填以下資料：

*□經常門   □資本門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計畫規定（ □繳回 □不繳回）

合計 -       -      -    -     -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註八)  （ □是 ■否），勾選「是」者，請查填下列支用情形 是否有未執行項目（ □是 □否），金額    元

□其他（請備註說明）

彈性經費

*部分補助計畫請查填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

，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

1 *執行率未達80%之原因說明

2

3

4

 業務(執行)單位:    主(會)計單位：

一、本表請隨「活動紀錄表」檢送乙份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信封封面請註明「TAEBDC自辦教育訓練經費補助成果：ＯＯ學校」。
二、本表「聯盟核定申請金額」係申請金額經聯盟審核調整後之金額；若未調整，則填原提申請金額。

三、本表「聯盟核定申請金額」及「實支金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

四、本表「依公式應繳回聯盟結餘款」以全案合計數計算。

五、本表「各受補助學校與活動名稱」為供各聯盟成員館填寫各受補助學校與活動名稱。

六、若實際繳回金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金額有差異時，請於備註說明。

七、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請於備註敘明原因。

教育部

機關1

機關2

機關3

分攤金額(元)

八、各大專校院之科技計畫、邁向頂尖大學等專案計畫中屬研究性質者，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列管之計畫，始得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教育訓練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可支用額度(元)  實支總額(元)

合計

支出機關分攤表：

分攤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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