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5年7月至105年12月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4

1

圖資所報支陳昭珍老師 22407
等9/12~9/15「105年香
港小學圖書館參訪活
動」－決標價為381，
000元實際結算為
380,932元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國中小學圖書館閱讀推動
教師輔導與教育訓練計畫」經費
2

教育部委辦【2016年第17屆亞洲物理奧林匹亞
競賽及第47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參賽計
畫】經費

1

3

科技部補助【語言、地理、歷史跨領域研究：
台閩粵族群與語言之互動 (II)-清代台灣漢人
移民原鄉與現在語種分佈之關係(2/2】第2年經
費

4、7

4

5

科技部補助104年度【東喜馬拉雅與台灣生物區
系隔離分化的式樣與形成機制-基於代表昆蟲
(兩岸合作研究)(2/3)】第2年經費

7

科技部補助【雲端行動學習、學習風格與創意
環境對大學生創意表現的影響】經費

4

6

科技部補助【《荀子》與二戴《禮記》之思想
關聯----結合出土文獻之儒學發展史(2/2)】第
2年經費
7

執行數

華測會支105/06/2806/29香港海外推廣施
測差旅費(劉玲君專任
助理)

教育部委辦【105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作計畫】
1

類別及內容簡述

4

22171

物理系報支賈至達至香 96614
港5/1-5/12、高賢忠
5/1-5/8、傅祖怡5/15/12至香港參加2016年
第17屆亞洲物理奧林匹
亞競賽出國生活費
地理系報支科計部專任 17987
助理陳俐安國外差旅
費。105/06/11－12赴
廈門市參加第八屆海峽
論壇“兩岸同名（同
宗）村文化＂論壇。
105/06/13－15轉赴陸
豐、汕尾等地進行科技
部研究計畫之移地研
究。（06/11 臺北松山
－金門（小三通）－中
國福建省廈門市；
06/12 廈門市；06/13
－06/14廈門市－廣東
省汕尾市陸豐市；6/15
廣東省汕尾市陸豐市－
廈門市－金門－臺北）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徐堉 12500
峰教授2016/6/15－
2016/6/18至廣州採集
研究樣本之差旅費
科技系報支張玉山老師 22861
105/6/24－25參加廣州
Acceptance Letter
for the ICMSE 2016
in Guangzhou，China
研討會
國文系報支105/6/24- 19546
27 林素英前往湖南省
長沙市參加湖南大學主
辦之「中國禮學文化論
壇暨紀念沈文倬先生誕
辰100周年學術研討
會」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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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語言、地理、歷史跨領域研究：
台閩粵族群與語言之互動 (II)-清代台灣漢人
移民原鄉與現在語種分佈之關係(2/2】第2年經
費

4、7

8

科技部補助【衡量不動產市場之熱度：交易資
料與巨量資料的應用】經費

4

9

12

科技部補助【新移民學童的領域特定與領域一
般創造力表現及其心理機制研究：以種族增長
觀信念、文化距離以及多元文化創造性教學為
中介及調節變項(2/3)】第2年經費

4

4

心輔系補報支
9384
105.04.24-105.04.28
博後張雨霖 北京華人
應用心理學大會註冊費
9384元(用途：進行口
頭發表)(已於105.5.17
傳票B204739報支機票
費及生活費)

4

科技部補助【利用單分子與單細胞光觀察與操
縱技術辨析細菌內群體感應對分裂體行為之影
響(2/3)】第2年經費

4

14

15

科技部補助【不同認知風格學生使用行動擴增
實境輔助生活科技合作問題解決之學習動機與
成效差異(1/2)】第1年經費

公領系楊智元報支
38292
105.06.30－105.07.05
赴大陸杭州參加世界華
人不動產學會2016年會
之國外差旅費

企管系周世玉
105.06.15-105.06.18
赴大陸上海參加
INFORMS Marketing
Science
Conference(ISMS)
2016會議並發表論文

科技部補助【利用單分子與單細胞光觀察與操
縱技術辨析細菌內群體感應對分裂體行為之影
響(1/3)】第1年經費
13

地理系報支105/6/11- 19877
15 韋煙灶赴廈門市參
加第八屆海峽論壇“兩
岸同名（同宗）村文化
＂論壇，發表論文。
105/06/13－15轉赴陸
豐、汕尾等地進行科技
部研究計畫之移地研
究。（06/11 臺北松山
－金門（小三通）－中
國福建省廈門市；
06/12 廈門市；06/13
－06/14廈門市－廣東
省汕尾市陸豐市；6/15
廣東省汕尾市陸豐市－
廈門市－金門－臺北）

7

科技部補助【物流服務商的彈性與合作性策略
競爭能力對關係品質的影響：資源基礎理論與
關係行銷理論之合併觀點】經費
11

執行數

僑先部支張飛黃赴大陸 32993
浙江金華市(浙江師範
大學大學)移地研究差
旅費(105/6/28－7/3)
－7/13

科技部補助【非二元制池設計之研究(1/2)】第
1年經費
10

類別及內容簡述

4

65172

物理系報支105/7/3-10 5287
張宜仁赴香港參與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 Single
Molecule Approaches
to Biology國外差旅費
物理系報支105/7/3-10 95960
張宜仁赴香港參與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 Single
Molecule Approaches
to Biology國外差旅費
科技系報支許庭嘉老師 27065
104/11/29-12/2參加
2015ICCE杭州出國會議

第 2 頁，共 24 頁

備註

編號

16

17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不同認知風格學生使用行動擴增
實境輔助生活科技合作問題解決之學習動機與
成效差異(2/2)】第2年經費
觀看與敘述：張鳴鳳《桂勝》的地方記憶與書
寫視域

類別

4

科技系報支許庭嘉老師 6396
104/11/29-12/2參加
2015ICCE杭州出國會議

7

國文系支105/6/18-23 40708
范宜如赴大陸廣西桂林
移地研究國外差旅費。

科技部補助104年度【東亞生物地理與海拔梯度
下植食性昆蟲多樣性與特微變異的生態演化動
態(兩岸合作研究)(2/3)】第2年經費

4

18

科技部補助【台灣閩南語數量詞】經費

4

19

20

國科會補助102年度【「道」的異稱與衍化──
以近年出土簡帛文獻為討論核心(2/2)】第2年
計畫經費

4

科技部補助【可應用於3C產品之塑料-鋁合金異
質接合技術開發】經費

4

21

22

科技部補助【日治臺灣報刊中文作品出處考辨
──以散文、諧談、詩話為研究對象(1/3)】第
1年經費

23

國科會補助【臺灣日治時期的中日漢文小說之
轉載與改寫——校勘、研究及出版(1/3)】第1
年經費

24

國科會補助【臺灣日治時期的中日漢文小說之
轉載與改寫——校勘、研究及出版(3/3)】第3
年經費

25

科技部補助【數位時代媒體素養之核心意涵、
能力指標、與課程發展：一個「媒體素養」教
師的課程行動研究(2/2)】第2年經費

生科系林仲平老師報支 31096
參加科技部兩岸研究合
作計畫期中成果報告及
與中方學者討論交流會
議國外差旅費
(105.04.13－15，中國
南京)
英語系報支謝妙玲
49066
105/7/16-7/20日國外
差旅費(赴中國北京語
言大學參加國際中國語
言學學會第24屆年會暨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實
際會議:7/17-19日)
國文系支105/6/9－12 6403
陳麗桂出差至上海參加
「疑古思潮與出土文獻
－－－－百年老子研究
之反思」國際學術研討
會差旅費
機電系報支105/5/28－ 60036
105/6/03程金保參加中
國武漢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及 the
1st Asian Conference
on Thermoelectrics
(ICT/ACT 2016)國際研
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4

國文系報支105/6/30- 71487
7/8 許俊雅赴中國甘肅
參加「賈植芳與中國新
文學傳承國際學術研討
會」

7

國文系報支105/7/14- 833
20 許俊雅赴上海地區
執行移地研究（由第
1、3年國外差旅費共同
分攤）

7

國文系報支105/7/14- 68659
20 許俊雅赴上海地區
執行移地研究（由第
1、3年國外差旅費共同
分攤）

4

大傳所陳炳宏老師
33270
105/7/15-22赴貴陽參
加2016第七屆全球傳播
論壇研討會

4

地科系報支黃婉如副教 76484
授105.07.31－
105.08.06赴大陸北京
參加2016年AOGS年會，
並發表論文

科技部補助【台灣與華南地區梅雨季午後對流
降水特性之長期變化研究(2/2)】經費
26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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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類別

國科會補助【國高中生閱讀理解網際網路提供
的各類圖文及相關問題解決: 學習動機、線上離線認知歷程及注視驅動鷹架-子計畫六:以眼
動儀探究空間認知對電(3/3)】第3年計畫經費

4

27

科技部補助【友誼網絡對學童走路上學之影響
長期研究(1/2)】第1年經費

4

28

科技部補助【道教繳籙研究：以福建與臺灣所
見為主(1/2)】第1年經費

7

29

30

31

國科會補助【氣侯變遷研究聯盟(Consortium
for Climate Change Study)－子計畫三：人為
溫室氣體排放與暖化作用對極端天氣系統變化
影響的偵測與歸因(5/5)】第5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日治臺灣報刊中文作品出處考辨
──以散文、諧談、詩話為研究對象(2/3)】第
2年經費

4

4

科技部補助【西北太平洋颱風之季內至年代際
變化與對臺灣之影響(III)】經費

4

32

33

科技部補助【全球變遷對西北太平洋臺灣海域
海洋生物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影響之長期觀測
與研究(Ⅱ)-子計畫：全球變遷因子對東海及西
北太平洋黑潮海域浮游生物群聚呼吸率之影響
(1/3)】第1年經費

4

35

36

科技部補助【中譯英新聞錯誤之探討: 辨識、
分類與建立語料庫】經費

科技部補助【讓我們一起「蓋」英文--合作建
構3D虛擬語言情境應用於小學英語學習之成效
探究(3/3)】第3年經費

圖資所報支謝吉隆老師 19494
105.06.03-105.06.04
赴大陸香港參與國際學
術會議CITERS 2016
Engaging Learners:
Games and Flipped
Learning之國外差旅費

衛教系報支 黃淑貞教 7616
授於105.06.18105.06.21赴大陸福建
省南靖參加兩岸學校衛
生學學術研討會，報支
交通費、105/6/18－
105/6/21生活費（主辦
單位已提供膳宿）
國文系報支105/1/26- 52710
2/4 謝聰輝前往大陸福
建泉州.三明市地區進
行移地研究之國外差旅
費。
海環所報支陳正達教授 82216
105.07.30－105.08.06
赴中國大陸北京參加
2016年AOGS Annual
Meeting，並發表論文
國文系報支105/8/17－ 36012
21 許俊雅至中國長春
參加「文化傳統與域外
漢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擔任審查老師差旅
費
地理系報支105/7/31- 78824
8/7 洪致文前往北京參
加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13 th Annual Meeting
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
生科系報支陳仲吉105 56469
年8月3－6至北京參加
AOGS2016會議，國外差
旅費及論文摘要審查費

4

華研所報支蕭惠貞教授 33465
執行本計畫相關
105/8/19~105/8/21上
海CASLAR4會議國外差
旅費共$33465元

4

翻譯研究所報支
30088
105/6/17-20 廖柏森赴
大陸西安參加研討會發
表論文差旅費

4、7

應華系報支籃玉如教授 25353
105/8/16-19赴香港大
學開會(移地)及香港城
市大學洽公及演講國外
差旅費，共計25353
元。

科技部補助【華語詞彙學習策略探究 ─ 以詞
義推測及語境線索為例】經費
34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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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7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吸氣肌動態恢復對於運動員高強
度間歇訓練效益之影響(1/2)】第1年經費

類別

4

38

科技部補助【石墨烯及拓樸絕緣體相關量子場
論之研究】經費

7

39

科技部補助【台灣梅雨季豪大雨定量降水預報
技術之發展與改進-總計畫暨子計畫:CReSS模式
之梅雨季豪 (大) 雨定量降水預報應用研究
(2/2)】第2年經費

4

40

國科會補助【草蜥婚配系統、性擇與辨色力的
演化(3/3)】第3年經費

43

科技部補助【台灣梅雨季豪大雨定量降水預報
技術之發展與改進-總計畫暨子計畫:CReSS模式
之梅雨季豪 (大) 雨定量降水預報應用研究
(2/2)】第2年經費

4

光電所支主持人鄭超仁 42548
教授105/7/15-20上海
參加2016 CIOP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Optics
and Photonics

4

光電所支主持人鄭超仁 8465
教授105/7/15-20上海
參加2016 CIOP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Optics
and Photonics

4

科技部補助【台灣與華南地區梅雨季午後對流
降水特性之長期變化研究(2/2)】經費

44

46

國科會補助【建立國小原民學童閱讀能力檢
測、學習以及師資培育的數位平台(4/4)】第4
年計畫經費

地科系報支王重傑教授 17650
105.08.18-105.08.21
赴中國大陸哈爾濱參加
「第十屆海峽兩岸大氣
科學名詞對照交流會」
之機票費

4

地科系報支黃婉如副教 30310
授105.08.27105.08.31赴中國成都
參加2016年全國大氣科
學研究生學術論壇暨海
峽兩岸青年學術研討會
，擔任主持人和發表論
文

4

化學系報支105/8/27- 34605
30 陳家俊往中國廣州
華南師範大學進行研究
計畫期末成果結案研討
會，並就未來合作方向
進行探討之大陸地區差
旅費。

4

心輔系報支專任助理謝 37581
嘉恩105.09.02105.09.05至中國大陸
貴陽參加研討會並發表
論文之機票及生活費國
外差旅費分攤款

國科會補助【結合適配體之奈米金粒子與其在
光聲分子影像興光熱治療之應用(3/3)】第3年
經費
45

物理系報支105/8/8-14 60721
高賢忠赴大陸北京移地
研究差旅費
地科系報支王重傑教授 59744
105.07.31-105.08.04
赴中國大陸北京參加
AOGS 2016 Annual
Meeting，擔任會議主
持人和發表論文

4

國科會補助【超快、超解析度數位全像造影技
術與應用之研究(3/3)】第3年經費
42

運技系報支鄭景峰教授 27286
105/7/20-25赴香港參
加SCSEPF研討會議之飛
機票和生活費用

生科系報支林思民師
47382
105/8/15-21出席杭州
世界兩棲爬行動物學大
會國外差旅費

國科會補助【超快、超解析度數位全像造影技
術與應用之研究(2/3)】第2年經費
41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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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建立國小原民學童閱讀能力檢
測、學習以及師資培育的數位平台(4/4)】第4
年計畫經費

4

47

4

4

光電所吳謙讓教授因執 55840
行計畫所需105/8/7－
11至中國上海參加 The
37th PIERS in
Shanghai， CHINA 7－
11 2016國際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

科技部補助【以超導體研究似超穎材料若干電
磁波性質(3/3)】第3年經費
49

科技部補助【爐石/兩性水膠複合材料作為混凝
土自養護劑的研究】經費

4

50

52

53

54

雙層式同儕互評方法與知識工程方法對於高職
學生資訊實作學習成效的影響

科技部補助【不同認知風格學生使用行動擴增
實境輔助生活科技合作問題解決之學習動機與
成效差異(2/2)】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不同認知風格學生使用行動擴增
實境輔助生活科技合作問題解決之學習動機與
成效差異(1/2)】第1年經費

7

4

科技系報支許庭嘉老師 15361
105/5/24-28香港參加
第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
教育應用大會

4

科技系報支許庭嘉老師 8969
105/5/24-28香港參加
第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
教育應用大會

4

56

科技部補助【台灣學童與外籍學生之句法與語
意介面三連拍：華語歧義句的實證研究(2/2)】
第2年經費

57

科技部補助【台灣學童與外籍學生之句法與語
意介面三連拍：華語歧義句的實證研究(2/2)】
第2年經費

科技系報支許庭嘉老師 36087
105/5/24-28香港參加
第20屆全球華人計算機
教育應用大會－9/29

7

化學系報支105/9/5-9 46131
簡敦誠到中國大陸吉林
省延吉市參加2016海峽
兩岸藥物化學論壇(移
地研究)

4

英語系報支陳純音教授 16000
105年8月18日至8月22
日赴大陸上海地區出差
旅費之交通費機票費用
(發表論文)

4

英語系報支陳純音教授 34495
105年8月18日至8月22
日赴大陸上海地區出差
旅費之生活費(發表論
文)

科技部補助【醯胺?及 N-羥基胍的親電子性胺
化反應的合成應用研究】經費
55

化學系報支105/8/5-8 43824
許貫中到中國大陸桂林
參加2016材料與土木工
程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
國文系報支105/7/7－ 24993
15 謝聰輝前往大陸福
建泉州地區進行移地研
究之國外差旅費。(含
機票與出差人員生活
費)

科技部補助【道教繳籙研究：以福建與臺灣所
見為主(1/2)】第1年經費
51

心輔系報支計畫主持人 34850
李俊仁教授105.09.02105.09.05至中國大陸
貴陽參加研討會並發表
論文之機票及生活費國
外差旅費分攤款
光電所吳謙讓教授因執 13185
行計畫所需105/8/7－
11至中國上海參加 The
37th PIERS in
Shanghai， CHINA 7－
11 2016國際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

科技部補助【以超導體研究似超穎材料若干電
磁波性質(2/3)】第2年經費
48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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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科技部補助【台灣學童與外籍學生之句法與語
意介面三連拍：華語歧義句的實證研究(2/2)】
第2年經費

59

科技部補助【前瞻科技融入技能養成：新模
式、新應用-專注力與技能學習成效之研究：以
眼動與腦波為資料】經費

類別

4

英語系報支陳純音教授 2854
105年8月18日至8月22
日赴大陸上海地區出差
旅費之行政註冊費(發
表論文)

4

電機系報支105/8/11－ 34635
16何宏發參與大陸太原
國際中華應用心理學研
究會差旅費

科技部補助【道教繳籙研究：以福建與臺灣所
見為主(2/2)】第2年經費

7

60

科技部補助【星際嘧啶：使用ALMA陣列持續不
懈的搜尋】經費

4

61

63

64

科技部補助【大數據語料：分析工具、指標建
立、與教育應用-子計畫一：基於大數據語料之
中文情緒網絡詞典建置與中文寫作語料心理特
質評估指標之發展(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夏志清教授《金瓶梅》批評之研
究】經費

66

科技部補助【CREAT VII： 亞洲增生與碰撞大
地構造研究整合型計畫-以顯微構造岩石學結合
定年學對於中南半島與東南亞大型剪切帶構造
史演化之探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105.09.01 38908
－105.09.07陳學志國
外差旅費(台北－大陸
貴陽，參加第十二屆海
峽兩岸心理與教育測驗
學術研討會)；(計畫支
用部分機票費、生活費
與行政費)

4

國文系報支105/10/9- 39122
12 胡衍南赴大陸廣州
並發表論文研究出差旅
費

7

地科系報支主持人米泓 43982
生、共同主持人王士
偉、兼任助理蔡仲元
105.09.05105.09.11(3人7天)至
大陸貴州省獨山縣一帶
採集標本，執行科技部
計畫

4、7

通識中心報支CREAT計 48693
畫主持人葉孟宛及兼任
助理蔡孟澔
105/05/07~105/05/12
至大陸地區上海出席國
際會議及南京移地研究
差旅費

科技部補助【資金競爭之現狀偏誤與基金經理
人風險承擔行為】經費

67

地科系報支管一政教授 11039
105.07.31－105.08.04
前往大陸北京
(Beijing)參加13th
AOGS國際會議，擔任主
持人以及會議召集人交
流活動與業務關聯性。

4

科技部補助【華南地區泥盆紀腕足動物化石之
碳氧同位素記錄(III)】經費

65

國文系報支105/8/18－ 51961
8/28 謝聰輝前往大陸
福建省泉州晉江進行移
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國文系請支105/8/18- 30447
21 吳瑾瑋赴大陸上海
參加第四屆漢語作為第
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
(CASLAR 4)國外差旅費
及會議註冊費

科技部補助【晚清聖經官話譯本詩歌體之韻律
分析】經費
62

類別及內容簡述

4

報支師大管研所賴慧文 47426
105.07.06-105.07.09
至香港參加2016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CFEA 研討會之交
通費、生活費、辦公費
，共474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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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連續型耦合具自我回饋之
Hindmarsh-Rose模型的動態行為研究】經費

4

68

科技部補助【求解有理型黎卡迪矩陣方程式的
數值方法】經費

4

69

科技部補助【韋格納平方平面圖猜想】經費

7

70

《金瓶梅》續書敘事研究──以「演義」為核
心的考察

4

71

國文系報支105/10/9－ 30000
13 李志宏赴大陸廣州
「第十二屆國際《金瓶
梅》學術研討會暨版本
展」出差旅費

4

4

國科會補助【三維金屬電漿晶體之非線性特徵
值問題計算(2/3)】第2年經費

75

數學系支105/6/28-7/3 34292
郭君逸前往大陸浙江師
範大學進行移地研究
(與朱緒鼎教授等人討
論研究相關主題)之差
旅費

數學系支105/6/19-22 1853
黃聰明出席於澳門大學
舉行之EASIAM2016會議
之差旅費(6/19搭機出
發、6/22回國)

科技部補助【國人膳食營養評估方法學(20152017): 長期追蹤婦女及兒童飲食三世代
(2/2)】第2年經費

74

數學系支105/6/19-23 52643
范洪源出席於澳門舉行
之EASIAM 2016國際學
術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差
旅費(105/6/19搭機出
發，6/20~22參加研討
會，6/23搭機回臺)

4

國科會補助【三維金屬電漿晶體之非線性特徵
值問題計算(2/3)】第2年經費
73

數學系支105/6/19-22 43709
陳賢修出席澳門大學舉
行之EASIAM 2016會議
之差旅費(6/19搭機出
發，6/22返國)

數學系支105/6/19-22 35438
黃聰明出席於澳門大學
舉行之EASIAM2016會議
之差旅費(6/19搭機出
發、6/22回國)

國科會補助【三維金屬電漿晶體之非線性特徵
值問題計算(1/3)】第1年經費
72

類別及內容簡述

7

人發系報支赴大陸上海 38397
參加9/22－9/24第五屆
兩岸四地營養改善學術
會議之差旅費
(105.09.22-105.09.26
盧立卿38397元、
105.09.22-105.09.25
李適安37284元、盧玉
萍37284元、呂雅婷
37035元)
數學系支104/8/9-17
87716
黃聰明赴大陸北京所舉
辦的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ICIAM201
5)研討會，結束後前往
北京大學移地研究至8
月17日之國外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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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荀子對孔子至道之體現：結合齊
魯之學與出土文獻之先秦學術史研究(1/2)】第
1年經費

4、7

76

科技部補助【關渡先生黃敬《易》學及其傳承
與影響研究】經費

4

77

科技部補助【股直肌肌內效貼紮介入對下肢疲
勞後進行急停跳動作之影響(1/2)】第1年經費

4

78

79

80

科技部補助【六朝隋唐道教的步虛神話與儀
式】經費

科技部補助【雲端互動教室的跨領域學習與教
學研究-總計畫與子計畫一：雲端互動教室之適
性化問題驅動教學(1/3)】第1年經費

4、7

4

科技部補助【荀子對孔子至道之體現：結合齊
魯之學與出土文獻之先秦學術史研究(1/2)】第
1年經費

4、7

81

科技部補助【土星環大氣在土星系統中的重要
性(1/2)】第1年經費

4

82

83

科技部補助【具光分解水產氫與氧功能之新穎
結合矽半導體與奈米材料之光電極(2/3)】第2
年經費

84

科技部補助【具光分解水產氫與氧功能之新穎
結合矽半導體與奈米材料之光電極(3/3)】第3
年經費

類別及內容簡述
國文系報支105/10/14- 33679
20 林素英赴大陸杭州
參加浙江大學等主辦的
「紀念沈文倬先生百年
誕辰暨東亞禮樂文明國
際學術研討會」， 於
10/17~10/20因計畫需
要至浙江大學古籍研究
所及中華禮學研究中心
蒐集相關資料。
國文系報支105/10/21- 28522
24 賴貴三赴大陸武漢
「紀念黃侃先生誕辰
130週年國際學術研討
會」出差旅費-發表論
文
體育系支黃長福出席
52405
105/10/11－12上海體
育學院參與兩岸運動生
物力學界人士之學術交
流及10/13－16寧波參
與亞洲運動生物力學研
討會(ASSB2016)差旅費
國文系報支105/9/24- 51443
10/3 鄭燦山赴中國甘
肅蘭州進行研討會及移
地研究出差旅費
科教中心報支吳昱鋒博 65114
士後研究員105.8.1－5
至中國北京參加第13屆
AOGS研討會發表論文
國文系報支105/11/11- 35407
17 林素英赴大陸山東
參加山東師範大學齊魯
文化研究院舉辦之研討
會，14日~17日至該校
齊魯文化中心蒐集資
料。
地科系報支曾瑋玲教授 15703
受到主辦單位的邀請，
105.10.19－105.10.22
參加於澳門舉行的"行
星物理研討會"進行口
頭報告與交流， 並擔
任會議主持人

4

物理系報支105/10/14- 22344
22 胡淑芬赴大陸湖南
長沙參加12th IUPAC會
議國外差旅費-發表論
文

4

物理系報支105/10/14- 53541
22 胡淑芬赴大陸湖南
長沙參加12th IUPAC會
議國外差旅費-發表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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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禪與本草的結合：《禪本草》、
《炮炙論》及相關衍生創作研究】經費

4

85

科技部補助【「著」類與「罷」類句末助詞歷
時比較探究(1/2)】第1年經費

4

86

科技部補助體育系(所)蔡虔祿教授於105年10月
赴大陸寧波參加【第六屆亞洲運動生物力學研
討會】計畫經費

4

87

科技部補助【非對稱錐規劃問題的前端研究
(2/2)】第2年經費

4

88

科技部補助【戴維‧洛奇研究：文學的理論與
實踐(I-III)】經費

4、7

89

科技部補助【建構「為學生學習而教」理論基
礎及其師資培育政策與實踐之設計(1/2)】第1
年經費

4

90

國科會補助102年度【以系統化方式進行模型與
建模能力之線上教學與評量系統—探討科學課
程、概念發展路徑與建模能力之研究(2/3)】第
2年經費
91

7

類別及內容簡述
國文系報支105/11/4-9 25225
黃敬家赴大陸杭州參加
「第四屆佛教文獻與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出
差旅費--發表論文
國文系報支105/10/21- 29141
24 王錦慧赴中國武漢
紀念黃侃先生誕辰130
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體育系蔡虔祿擔任亞洲 38733
運動生物力學學會理事
，於105年10月13－17
日前往大陸寧波受邀參
加於今年2016亞洲運動
生物力學研討會期間的
理監事會議並發表論文
，承辦單位為寧波大
學-12/19退-12/21
數學系報支105/11/18- 4854
21 陳界山受邀前往中
國福建參加2016年最優
化及其應用前沿研討會
並擔任邀請演講者
英語系報支張瓊惠
18780
105/11/17-105/11/22
日赴大陸溫州出席國際
會議與進行移地研究之
國外差旅費(11/18-19
日出席研討會發表論
文;11/20-21日進行研
究專書出版)
師培處報支黃嘉莉老師 10300
參與11/18-11/20杭州
浙江大學舉辦之海峽兩
岸及港澳地區教育使論
壇，因提前於11/16至
上海參訪，台北至上海
之機票價位較台北至杭
州之機票低，故請領台
北至上海之機票金額，
另因回程另有行程，未
搭乘上海台北之機票，
以單程票請領費用為
10300元，僅申請交通
費，不申請雜費及其他
差旅費。12/29

科教所報支 邱美虹教 55598
授105.05.22－
105.05.28赴中國北京
移地研究(出席「2016
北京師範大學高端備課
學術交流暨工作坊」)
之差旅費用$55598（含
禮品交際費2848元/生
活費41150元/機票
1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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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科技部補助【創新磁超整合生醫造影術:技術開
發、原型機建立】經費

4

92

科技部補助【同步超音波結構造影與磁性功能
性造影之創新技術開發(1/3)】第1年經費

4

93

科技部補助【現代漢語情態詞結構之句法分析
及其對普遍語法的含蘊意義】經費

4

94

科技部補助【現代漢語情態詞結構之句法分析
及其對普遍語法的含蘊意義】經費

4

95

96

國際事務處

3

97

國際事務處

9

類別及內容簡述
光電所報支科技部計劃 71643
謝振傑老師105/11/3－
5上海BIT吋s 7th
World及105/11/7－9日
本金澤1st Asian ICMC
and CSSJ 50th會議國
外差旅費參與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與
B105028238.J10500138
7.B105028187分攤)12/30(與J400053合併)

光電所報支科技部計劃 25413
謝振傑老師105/11/3－
5上海BIT吋s 7th
World及105/11/7－11
日本金澤1st Asian
ICMC and CSSJ 50th會
議國外差旅費參與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與
B105014999－
2.B105028187及
J105001387－2分攤)－
12/30(與J400053合併)

英語系報支丁仁老師之 55676
國外差旅費_出差地：
中國/北京_出差時
間:2016/07/16日8:002016/07/23日8:00_出
差目的:論文發表分攤
款
調整英語系報支丁仁老 1581
師國內計程車車資(去
程起迄站為台北羅斯福
路二段、桃園國際機
場；回程起迄站為桃園
國際機場、中壢)_出差
地：中國/北京_出差時
間:2016/07/16日8:002016/07/23日8:00_出
差目的:論文發表。彈
性支用費_來回計程車
資共
是:1,000+581=1,581元
分攤款,因會計科目有
誤調整

105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 60000
際合作補助－美術系[
典範的轉移與創發計
畫]補助師生差旅費。-12/2
2010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台灣高等教育展105
年11月10至13日支運費
及雜費--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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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98

99

計畫名稱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100 國際事務處

101 國際事務處

102 國際事務處

103 國際事務處

104 國際事務處

105 國際事務處

106 國際事務處

類別

類別及內容簡述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台灣高等教育展105
年11月10至13日支運費
及雜費--12/16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台灣高等教育展105
年11月10至13日施如樺
差旅費--12/16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36664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高等教育展－杜幼淳
差旅費（日期：105年
11月10日至11月13
日）--12/16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高等教育展－杜幼淳
出差雜支費（日期：
105年11月10日至11月
13日）--12/16

1、3、4

1

執行數
1618

37284

1356

105年臺師大國際處黃 37435
副處長一行2人參加第
11屆海峽兩岸名校兩岸
事務部負責人研討會差
旅費--1/4
105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 60000
際合作補助－東亞系[
閩南僑鄉研究田野工作
坊計畫]：核支6/277/3日帶隊師長江柏
煒、鄭琇方大陸廈門生
活費（3萬元*2人）-8/3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香
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5.10.20－10.23施如
樺差旅費－－12/2退電
子機票、雜費重覆報支
等--12/8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香
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5.10.20－10.23行政
費用校友餐費、禮物等
雜費支出--12/8

9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會海外教育展】2016香
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5.10.20－10.23許雅
琪差旅費--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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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107 國際事務處

類別

9

全營所"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捐贈款 -至香
港及南京參與會議

4

108

全營所"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捐贈款 -到深
圳參與計畫研究會議(兩岸三地高校大學生創客
交流營及交易展)
109

9

孔子行腳活動捐贈款-第七屆孔子行腳活動規劃
參訪

3

1

3

文創中心報支
52685
105.04.14-105.04.21
共計8天國外差旅費。
林磐聳(51185)，劉建
成(52685)赴大陸杭
州、上海、南京進行文
創藝術交流活動相關業
務推廣。

1

教育學系報支105/3/20 24887
－23甄曉蘭赴中國北京
移地研究機票及日支生
活費

1

報支許瑛玿於105/5/22 59900
－28日赴北京參訪進行
課程學術交流之大陸地
區旅費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中國北京移地研究
116

11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北京參訪進行課程學
術交流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林主 202493
秘安邦、黃兆璽、謝宗
順第七屆孔子行腳活動
規劃參訪
*2/25~2/29上海、寧夏

特教系支105012450005
1050128郭靜姿老師帶
領103學年度中等學校
學分班教師至香港學校
進行參訪交流之國際差
旅費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大陸杭州、上海、南
京進行文創藝術交流活動相關業務推廣

115

圖書館支柯皓仁館長. 51600
呂智惠.蔡妍芳.劉嘉
馨.廖佩瑜.李愛文105
年標竿參訪香港圖書館
機票費－10/11~10/14

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香港學校進行參訪交
流

114

34150

教育系報支 許添明
104/12/8－11 大陸地
區差旅費（上海） 拜
訪研究合作夥伴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拜訪研究合作夥伴
113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62945
105年5/25－30至香港
及南京參與會議之大陸
地區差旅費(交通18060
日支42905 雜費1980)

支全營所吳彥俊老師
46200
105年6月12－15日至北
京中央財經大學洽談計
畫交流合作(交通17070
，日支費25558，雜費
2400)

1

112

【2016年辦理海外聯招 36687
會海外教育展】2016澳
門高等教育展－支應僑
先部1名組員趙紫綺小
姐出差費（日期：105
年11月10日至11月13
日）--12/27

4

圖書館兩岸三地交流活動捐款(李華偉博士)105年標竿參訪香港圖書館
111

執行數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5年5/11－5/15到深
圳參與計畫研究會議
(兩岸三地高校大學生
創客交流營及交易展)
之大陸地區差旅費(交
通8935 日支25215)

全營所"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捐贈款
110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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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江蘇無錫、上海，因公
赴大陸出差

118

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前往澳門參加研討會發
119 表論文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大陸貴州貴陽參加大
學生基本素養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心理與教育測
驗學術研討會

4

120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前往北京(Beijing)參
加13th AOGS國際會議

4

12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大陸山東青島辦理師
資培訓研習工作坊

4

12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大陸山東青島辦理師
資培訓研習工作坊

4

123

12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青島辦理師資培訓研
習工作坊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貴州觀摩及指導

1

125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大陸廣西南寧、桂林
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教師培育中心進行國際合作

9

126

127

【科技部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原計畫
103G0149)-參加寶成公司運動鞋系列新產品開
發與設計會議

1

類別及內容簡述
地理系報支林宗儀105 365
年5月30－6月5日江蘇
無錫、上海，因公赴大
陸出差學校到機場交通
費及保險費-8/11
*並傳票
T203588_$10800_合計
金額$11165
報支謝世峰老師前往澳 51328
門參加研討會發表論文
(6/19－6/22)－
心輔系報支陳柏熹
16920
105.09.02－105.09.07
赴大陸貴州貴陽參加大
學生基本素養第十二屆
海峽兩岸心理與教育測
驗學術研討會國外差旅
費(9/1美金匯率
31.78)(地點：大陸貴
州，日期：2016/09/02
－09/04)(與J200975合
併)

地科系報支管一政教授 59664
105/07/31－105/08/04
前往北京(Beijing)參
加13th AOGS國際會議
，擔任主持人以及會議
召集人交流活動與業務
關聯性。--10/18
心輔系報支105/9/25－ 32097
29蕭孟莛研究員赴大陸
山東青島辦理師資培訓
研習工作坊之差旅費
心輔系報支105/9/25－ 36597
29楊甯甯助理赴大陸山
東青島辦理師資培訓研
習工作坊之差旅費
心輔系報支105/9/25－ 45054
28田秀蘭教授赴青島辦
理師資培訓研習工作坊
之差旅費
資教所報支105/10/25 29801
－29 陳明溥赴貴州觀
摩及指導
心輔系報支105年12月 17895
11至13日心測中心王怡
芳博士赴大陸廣西南
寧、桂林與廣西壯族自
治區教師培育中心進行
國際合作之機票費用
(與T210539合併)
運動競技系支
37450
105/4/12-22 專任助理
謝振芳至大陸上海.武
漢參加寶成公司運動鞋
系列新產品開發與設計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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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128

計畫名稱
【科技部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原計畫
104G0108)-參加寶成公司運動鞋系列新產品開
發與設計會議

類別

1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產品科技研
創】經費-赴武漢因受邀參加寶成公司2017年度
第一季之運動鞋開發會議國外差旅費

4

129

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計畫－應用於高速電路
之創新靜電放電防護技術開發(1/3)】經費
130 合作企業配合款(晶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
圳參加2016 APEMC研討會 差旅費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委辦【四國專利產品
寶頂(B401)漢方樂物應用於緩解巴金森氏症
131 (Parkinson's Disease)神經退化症狀的影響評
估】經費-參加2016第14屆國際新藥發明科技年
會
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計畫─研發矽灰/(丙烯
酸/丙烯?胺)水膠複合材料作為混凝土自體養護
132 劑】合作企業配合款(有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到中國大陸濟南參加ICAMPE2016國際研討會並
演講

133

134

135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委辦【優化徵
才量表之信度、效度與常模的產學合作案】經
費-赴大陸上海進行簡版量表翻譯焦點團體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委辦【優化徵
才量表之信度、效度與常模的產學合作案】經
費-赴中國上海台積電10廠出差，協助焦點團體

【科技部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原計畫
102G0112)
【科技部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原計畫
103G0149)-至大陸濟南開會費用

4

4

4

3

3

執行數

運動競技系支
50000
105/4/12-22 專任助理
謝振芳至大陸上海.武
漢參加寶成公司運動鞋
系列新產品開發與設計
會議
運動競技系報支產學合 46682
作計畫專任助理謝振芳
105/4/26-5/1日赴武漢
因受邀參加寶成公司
2017年度第一季之運動
鞋開發會議國外差旅費
電機系報支105/5/1920 林群祐至深圳參加
2016 APEMC研討會 差
旅費

24790

生科系支計畫主持人吳 73668
忠信教授參加2016第14
屆國際新藥發明科技年
會
化學系報支105/10/22 27590
－27 許貫中到中國大
陸濟南參加ICAMPE2016
國際研討會並演講
衛教系報支產學合作計 74587
畫李思賢105/5/23－
25、7/5－8國外差旅費
(赴大陸上海進行簡版
量表翻譯焦點團體)
衛教系報支產學合作計 33607
畫廖純玫105/5/23－25
赴中國上海台積電10廠
出差，協助焦點團體進
行國外差旅費
36000

3

3

136

類別及內容簡述

運動競技系支
21526
103/11/23-24 相子元
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至
大陸濟南開會費用
運動競技系支104/5/611 李啟賓產學合作計
畫兼任助理參紡2015中
國國際體育用品展覽會
運動競技系支
105K0006(103G0149)計
畫管理費

3

公共事務中心預支
104.12.29~105.01.02
校長等6人至香港參訪
之差旅費-[保留-轉
正](與T100235合併)

3

2016/1/7~1/9專任教
8300
授-黃進龍前往上海東
華大學參加「2016兩岸
水彩畫藝術交流展」-(3/11)

基金-至香港參訪
137

美術系、所-前往上海東華大學參加「2016兩岸
水彩畫藝術交流展」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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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湖南長沙試點學校
進行SmartReading系統介紹及培訓，並進行軟
硬體設備測試

1

139

4

頂大辦公室胡翠君博士 59954
後研究員105.3.3－3.6
赴中國北京參加ACAMIS
國際研討會出差旅費-4/20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胡世 28794
澤、江敘慈應福建省之
邀參與"中國尋根之旅"
冬令夏令營105/1/20~1/26胡世澤
與江敘慈_福建_帶隊學
生參加冬令營

秘書室-應福建省之邀參與"中國尋根之旅"冬令
夏令營
142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北京清華大學洽談
學術合作、青島舉辦生涯測驗評量座談會

4

143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赴廣州巡演出

3

144

145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赴上海出席研討會

4

文學院-赴江蘇無錫江南大學參加「2016
SUSTEP 國際研討會與考察

4

146

學生事務處-赴港澳標竿學習

1

147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出席港澳兩地之學術會議

4

148
學生事務處-赴港澳標竿學習

1

149
學生事務處-赴港澳標竿學習

1

150
住宿輔導組-赴國外標竿學習
151

頂大辦公室楊政育研發 12494
專員105.02.27－02.29
赴中國湖南長沙試點學
校進行SmartReading系
統介紹及培訓，並進行
軟硬體設備測試

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北京參加ACAMIS國
際研討會
141

執行數

頂大辦公室楊政育研發 62481
專員、林維駿技術專員
105.03.14－03.17赴中
國湖北武穴市辦理
SmartReading工作坊差
旅費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湖北武穴市辦理
SmartReading工作坊
140

類別及內容簡述

1

宋曜廷副校長105.4.21 43104
－4.24赴中國北京清華
大學洽談學術合作、青
島舉辦生涯測驗評量座
談會差旅費
表演所支夏學理教授赴 44200
廣州巡演出國差旅費
(4/5~4/12)(督導「懷
疑愛。症候群」之演
出)
4/15－18赴上海出席研 28591
討會
文學院補助地理學系支 10800
105年度推動國際化業
務費用：林宗儀老師赴
江蘇無錫江南大學參加
「2016 SUSTEP 國際研
討會與考察」機票費*5/30~6/5江蘇_國際學
術研討會及考察
104學年度住宿輔導組
赴港澳標竿學習(教學
訓輔經費)交通費4670
應華系籃玉如教授出席
港澳兩地之學術會議國
外差旅費--6/20
104學年度住宿輔導組
赴港澳標竿學習旅差費
36725*4
104學年度住宿輔導組
赴港澳標竿學習差旅費
36725*4
104學年度學生宿舍赴
國外標竿學習宿委會職
員差旅費36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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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4

頂大辦公室研究助理陳 39085
妍儒105.5.26－5.29赴
澳門參加 TCLT 9 研討
會發表論文差旅費-6/27

4

105.6.6－6.9宋曜廷副 38296
校長、傅惠筠管理師赴
中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
參加 ICALS 2016 會議
差旅費

4

105.6.6－6.9宋曜廷副 35338
校長、傅惠筠管理師赴
中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
參加 ICALS 2016 會議
差旅費

3

僑先部招生組支楊凡逸 55387
老師赴香港地區參加招
生說明會國外差旅費用
(105年4月27日-5月1
日)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澳門參加 TCLT 9 研討
會發表
152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
參加 ICALS 2016 會議
153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廣州華南師範大學
參加 ICALS 2016 會議
154

僑先部-招生組-香港地區參加招生說明會
155

美術系、所-「觀覽湖海」中國美術學院與臺灣
師範大學藝術采風交流活動

3

156

4

科技系動支數位教育產 180634
業推動小組經費，吳正
己、劉美慧、蕭顯勝、
簡培修04/25－27赴武
漢華中師大MOOCs課程
跨校模式討論會暨拜會
武漢大學之出國差旅
費。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香港參加香港學校圖書
館成功案例分享會

4

159

運動與休閒學院(91年度以後)-赴北京參訪

160

「觀覽湖海」中國美術 83808
學院與臺灣師範大學藝
術采風交流活動，補助
師生大陸杭州差旅費一
批。--(7/19)

3

科技應用與人力發展學系(所)-赴武漢華中師大
MOOCs課程跨校模式討論會暨拜會武漢大學

158

執行數

「觀覽湖海」中國美術 33240
學院與臺灣師範大學藝
術采風交流活動，主任
及行政專員生活費。－
－(7/19)

美術系、所-「觀覽湖海」中國美術學院與臺灣
師範大學藝術采風交流活動
157

類別及內容簡述

3

105.6.24－6.26 頂大 28602
林維駿技術專員赴香港
參加香港學校圖書館成
功案例分享會--(7/27)
補助體育學系張少熙教 250042
授兼學務長、休旅所陳
美燕教授兼任體育研究
與發展中心主任及休旅
所何心慈助理等出國差
旅費與出訪人員之禮品
費-7/26
*共證：
T10560000058、
T10560000059、
T10560300021-1、
T10500100014-1
*張少熙、程瑞福、陳
美燕、石明宗、莊惠
金、何心慈
_105/6/11~6/14_長
春、吉林_6/14-16北京
參訪(與T204877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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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運動與休閒學院(91年度以後)-赴北京參訪

3

161

運動競技學系、所-赴北京參訪

3

162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出席2016 THE Data
Seminar 及 Asia Universities Summit

4

163

164

體育學系(所)(92年度以後)-前往韓國漢陽大學
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暨6/11－14日參訪吉林體育
學院

9

美術系、所-重慶大學2016渝台大學生藝術采風
夏令營

3

165

社會教育學系(所)-赴港參加協助何謂熾傑出系
友逝世治喪委員會事宜

166

4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程瑞福院長及莊惠金秘 140362
書前往吉林體院及北京
大學參訪經費-7/26
*共證：
T10560000058、
T10560000059、
T10560300021-1、
T10500100014-1
*張少熙、程瑞福、陳
美燕、石明宗、莊惠
金、何心慈
_105/6/11~6/14_長
春、吉林_6/14-16北京
參訪(與T204877合併)

運技系石明宗主任前往 62781
吉林體育學院及北京大
學參訪經費-7/26
*共證：
T10560000058、
T10560000059、
T10560300021-1、
T10500100014-1
*張少熙、程瑞福、陳
美燕、石明宗、莊惠
金、何心慈
_105/6/11~6/14長春、
吉林_6/14-16北京參訪
(與T204877合併)

出席2016 THE Data
90099
Seminar 及 Asia
Universities Summit
(含會議註冊費、往返
機票費、差旅費、保險
以及雜費)
*吳朝榮
_105/6/18~6/22_香港_
與會
體育系報支林玫君、陳 33814
畇蓁6/9－10日前往韓
國漢陽大學簽訂學生交
換協議暨6/11－14日參
訪吉林體育學院-7/28
重慶大學2016渝台大學 22939
生藝術采風夏令營
(105.06.27-105.07.04
大陸重慶)，學生及教
師機票費。--(8/17)
社教系支系主任公差赴 20663
港參加協助何謂熾傑出
系友逝世治喪委員會事
宜之國外差旅費報支
(來回機票費7850及日
支生活費：香港日支費
為308美元，7/15日匯
率為32.00，共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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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科技應用與人力發展學系(所)-赴武漢華中師大
MOOCs課程跨校模式實體授課

3

167

學生事務處--孔子行腳赴廣州、重慶、南京

3

168

住宿輔導組-2016兩岸四地高校現代書院制教育
論壇8人赴澳門

3

169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山東濟南參加山東
農業大學校慶，洽談學術交流計畫

9

170

美術系、所-赴大陸蘇州與蘇州大學全系學術展
演

3

171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香港參加國際漢語教學
研討會發表論文

4

172

174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學務 94545
長張少熙-孔子行腳赴
廣州、重慶、南京
(105.7.20－26)大陸地
區差旅費
2016兩岸四地高校現代 129940
書院制教育論壇8人赴
澳門（
105/7/28~7/31）差旅
費共計161147(張少熙
$49,320、施偉信
$20,324、劉若蘭
$20,324、彭惠$9828、
李崇暐$20324、李育齊
$9824)
宋曜廷副校長
36582
105.10.14－10.16赴中
國山東濟南參加山東農
業大學校慶，洽談學術
交流計畫--(11/3)
2016台師大美術系程代 95208
勒教授等6人
105.10.31-105.11.04
赴大陸蘇州與蘇州大學
全系學術展演計畫，師
生差旅費。--(11/8)
105.5.27－5.29頂大辦 31728
公室胡翠君博士後研究
員赴香港參加國際漢語
教學研討會發表論文差
旅費--(11/9)

7

3

文學院支陳登武、廖柏 63472
森、林巾力105/1010－
10/12參訪香港浸會大
學，出國差旅費，共計
98，562元─11/1012/2
*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暨學生交換協議書計畫
書

文學院-參訪香港浸會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議
書暨學生交換協議書計畫書

執行數

科技系動支數位教育產 46272
業推動小組經費，趙惠
玲06/30－07/04赴武漢
華中師大MOOCs課程跨
校模式實體授課之出國
差旅費。-9/7

頂辦劉莘倫、(冰－水+ 68570
余)馨婷105.9.25－
9.29赴中國青島蒐集生
涯規劃測評系統資料-(11/10)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青島蒐集生涯規劃
測評系統資料
173

類別及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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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文學院--參訪香港浸會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
議書暨學生交換協議書計畫書

175

3

1

研發處支應美術學系程 100000
代勒教授等6名
105.11.13-105.11.16
赴中國北京辦理標竿夥
伴交流事項。。-(12/5)

4

頂大辦公室林維駿技術 29137
專員105.10.23－10.26
赴上海師範大學參加座
談會展示慧讀系統平
台--(12/5)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參加座談會展示慧讀系統
平台
177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參加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
舉辦之「清華大學第七屆全國中小學校長論壇
暨青少年職業生涯規畫教育專題研討會」專題
演講

4

178

管理學院-赴中國上海、杭州出差

1

179

180

全人教育中心-赴香港參加2016義、識-搞作青
年服務會議

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中國廣西南寧、桂林壯
族自治區教師培育中心訪問，洽談學術交流合
作計畫

9

181

教務處-赴武漢實體授課交流

182

執行數

文學院支陳登武、廖柏 35090
森、林巾力105/1010－
10/12參訪香港浸會大
學，出國差旅費，共計
98，562元─11/1012/2
*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暨學生交換協議書計畫
書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赴中國北京辦理標竿
夥伴交流事項。
176

類別及內容簡述

3

宋曜廷副校長
38462
105.11.18－11.21赴中
國遼寧省大連市參加清
華大學教育研究院舉辦
之「清華大學第七屆全
國中小學校長論壇暨青
少年職業生涯規畫教育
專題研討會」專題演
講--(12/9)
EMBA海外研習相關費用 175419
－行政人員賴香菊等
105.11.07-105.11.11
赴中國上海、杭州出差
旅費相關(另有校內出
版中心禮
品:T10590000547－4，
NT.5，118)--(12/26)
報支11/18~11/20劉則 19644
侖專任助理赴香港參加
2016義、識-搞作青年
服務會議。
宋曜廷副校長、心測中 48756
心王怡芳博士
105.12.11－12.13赴中
國廣西南寧、桂林壯族
自治區教師培育中心訪
問，洽談學術交流合作
計畫--(12/30)(與
I200289合併)
105年度「MOOCs磨課師 16109
推動計畫」計畫補助自
籌經費(教育部計畫配
合款)，磨課師跨校推
廣，劉滄龍副教授出國
差旅費
(105/12/21~12/24赴武
漢實體授課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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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科技應用與人力發展學系(所)-至武漢_授課

183

3

科技系動支數位教育產 16073
業推動小組經費，磨課
師跨校推廣用，劉滄龍
老師出國差旅費。106/1/3
*共證：T105010004291
*105/12/21~12/24_武
漢_授課

4

AACSB105年度經費－蕭 10000
中強副教授出國旅費
(澳門參加AACSB亞太區
年會105/9/22)

4

AACSB105年度經費－蕭 3937
中強教授預借出國旅費
(澳門參加AACSB亞太區
年會105/9/22)

4

AACSB105年度經費－蔡 20000
珮蓉專任助理預借出國
旅費(澳門參加AACSB亞
太區年會105/9/21－
9/23)

4

AACSB105年度經費－蔡 10526
珮蓉專任助理預借出國
旅費(澳門參加AACSB亞
太區年會105/9/21－
9/23)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184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185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186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187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4

188

課務組-參加AACSB亞太區年會

4

189

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沖銷3/28校長等六人拜會
馬雲

3

190

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報支3/28校長等六人拜會
馬雲

191

類別及內容簡述

3

執行數

AACSB105年度經費－邱 20000
永翔教授預借出國旅費
(澳門參加AACSB亞太區
年會105/9/21－9/22)
AACSB105年度經費－邱 1968
永翔教授預借出國旅費
(澳門參加AACSB亞太區
年會105/9/21－9/22)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3/28 303236
校長等六人拜會馬雲11/16
*105/3/28-3/31*張國
恩、印永翔、許添明、
吳壽山、林安邦、黃兆
璽。(杭州、上海)
*訪問馬雲。
*共證：T105002100423~4。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3/28 71
校長等六人拜會馬雲11/16
*105/3/28-3/31
*張國恩、印永翔、許
添明、吳壽山、林安
邦、黃兆璽。
*杭州、上海
*訪問馬雲。
*共證：T105002100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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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住宿輔導組-2016兩岸四地高校現代書院制教育
論壇8人

4

192

僑先部-招生組-赴香港參加「2016年香港高等
教育展」

4

193

秘書室-「親善大使服務隊港澳參訪」

194

195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招生活動

3

3

進修推廣學院陳李綢副 38450
院長及李惠玲等2人赴
大陸福建福州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招生活動差旅
費105/5/4－6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成都辦理
兩岸學術交流活動

3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活動

3

199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重慶辦理
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
200

僑先部招生組支蔡佳因 42316
行政幹事105年10月20
日~10月23日赴香港參
加「2016年香港高等教
育展」國外差旅費-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145911
長等3人赴大陸辦理兩
岸學術交流招生活動差
旅費

3

198

2016兩岸四地高校現代 57063
書院制教育論壇8人差
旅費總計225，100元[
轉運費3900 住宿費澳
幣
400*3*2*4.174+400*3*
1*4.174=15026 交際
費澳幣
(3440+2002)*4.174=22
715 鳳梨酥13680 茶
葉6000元 及保險費
219*8=1752]

3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孔子行腳
197

執行數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預借 11656
款「親善大使服務隊港
澳參訪」－交通費、住
宿費、餐費、保險費106/1/6
*105/4/4~4/7_鍾芷
品、謝宗順_香港澳門
參訪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福建福州
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招生活動
196

類別及內容簡述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進推 124287
高文忠院長孔子行腳差
旅費7/20-31廣州、重
慶、徐州、上海
進修推廣學院鄭志富副 121513
校長.高文忠院長.陳映
廷等3人105.09.25105.09-29赴大陸成都
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
及行銷宣傳工作差旅費
進修推廣學院鄭志富副 8935
校長.高文忠院長.陳映
廷等3人赴大陸辦理兩
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
宣傳工作差旅費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100962
長、陳映廷及公共事務
中心黃兆璽執行長等3
人赴大陸重慶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
傳工作差旅費105/11/7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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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類別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重慶辦理
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

3

201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南京及安
徽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

3

202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南京及安
徽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

3

203

204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招生活動

4

人事室支付組長余麗真 35339
前往安徽參加第十三屆
兩岸高等教育人力資源
開發與管理研討會差旅
費用

1

報支國外出差旅費－楊 222470
雁婷、林德煌、李育
齊、李崇暐、劉則侖、
侯政宏、李美雲等7人
(全人教育中心赴外標
竿學習，105年1月21－
24日:香港)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總務 124287
長許和捷105/7/20-31
赴廣州等孔子行腳機票
及差旅費

美術系、所-赴中國北京執行標竿顆伴學術交流
及洽談展覽

1

209

資訊中心(電算、數媒中心)-參訪香港「105年
度赴國外標竿學習計畫」
210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98746
長、楊琇惠、陳映廷等
3人赴大陸南京及安徽
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
及行銷宣傳工作差旅費
(105/11/29－12/3)

4

總務處-赴廣州等孔子行腳
208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26655
長、楊琇惠、陳映廷等
3人赴大陸南京及安徽
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
及行銷宣傳工作差旅費
(105/11/29－12/3)

人事室支付主任紀茂嬌 35339
前往安徽參加第十三屆
兩岸高等教育人力資源
開發與管理研討會差旅
費用

學生事務處-全人教育中心赴外標竿學習

207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11363
長、陳映廷及公共事務
中心黃兆璽執行長等3
人赴大陸重慶辦理兩岸
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
傳工作差旅費(禮品.車
資.保險)105/11/7－
11/10

3

人事室-前往安徽參加第十三屆兩岸高等教育人
力資源開發與管理研討會
206

執行數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21076
長等3人赴大陸辦理兩
岸學術交流招生活動辦
公費

人事室-前往安徽參加第十三屆兩岸高等教育人
力資源開發與管理研討會
205

類別及內容簡述

1

美術系程代勒教授等6 128762
名105.11.13105.11.16赴中國北京
執行標竿顆伴學術交流
及洽談展覽。--(12/5)
資訊中心支張鈞法主任 41473
於10月11日至10月14日
參訪香港「105年度赴
國外標竿學習計畫」之
費用。--(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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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資訊中心(電算、數媒中心)-參訪香港「105年
度赴國外標竿學習計畫」

1

211

資訊中心(電算、數媒中心)-參訪香港「105年
度赴國外標竿學習計畫」

1

212

資訊中心(電算、數媒中心)-參訪香港「105年
度赴國外標竿學習計畫」

1

213

僑先部-招生組-赴香港及澳門辦理2016年11月
香港招生宣導暨澳門高等教育展

3

214

僑先部-招生組-香港招生宣導暨澳門高等教育
展
215

3

類別及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資訊中心支簡培修組長 40632
於10月11日至10月14日
參訪香港「105年度赴
國外標竿學習計畫」之
費用。--(12/23)
資訊中心支陳昱甫同仁 44053
於10月11日至10月14日
參訪香港「105年度赴
國外標竿學習計畫」之
費用。--(12/23)
資訊中心支林峰立同仁 40170
於10月11日至10月14日
參訪香港「105年度赴
國外標竿學習計畫」之
費用。--(12/23)
僑先部招生組支陳嘉凌 63413
組長赴香港及澳門辦理
2016年11月香港招生宣
導暨澳門高等教育展國
外差旅費新臺幣63413
元整。－－12.16
僑先部招生組支趙紫綺 22583
行政幹事2016年11月8
日~13日香港招生宣導
暨澳門高等教育展國外
差旅費新臺幣22583元
整。－12.16退

說明：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赴大陸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列赴大陸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赴大陸地區計畫
項目填列；因故未執行、需變更計畫或臨時派員赴大陸地區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陸地區類別依下列類型分列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
洽談等9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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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105年7月至105年12月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1

【邁頂計畫(經)-以華語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
與教學策略】

4

應華系報支助理教授洪
嘉馡赴澳門(5/26－29)
－TCLT9國際漢語電腦
教學研討會--(7/5)

24174

2

【邁頂計畫(經)-以華語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
與教學策略】

4

應華系報支助理教授洪
嘉馡赴澳門(5/26－29)
－TCLT9國際漢語電腦
教學研討會--(7/5)

219

3

【邁頂計畫(經)-以華語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
與教學策略】

4

應華系報支助理教授洪
嘉馡赴澳門(5/26－29)
－TCLT9國際漢語電腦
教學研討會--(7/5)

4577

4

【邁頂計畫(經)-以華語為外語的寫作自動評估
與教學策略】

4

應華系報支助理教授洪
嘉馡赴澳門(5/26－29)
－TCLT9國際漢語電腦
教學研討會--(7/5)

6780

4

計畫報支曾金金教授赴
澳門參加「第九屆國際
漢語電腦教學研討會」
之差旅費（105.05.26
－105.05.29）－－
(7/12)

16043

4

計畫主持人張莉萍於
2016年7月1日至7月4日
赴大陸北京參加第二屆
語言學與漢與教學國際
論壇學術研討會之差旅
費--(7/12)

37560

4

英語系李臻儀教授請購
國外差旅費。(李教授
於7/16－7/20至中國北
京參加國際中國語言學
會第24屆年會暨研討
會)--(8/4)

50398

4

王麗雲教授105.07.15105.07.19赴大陸甘肅
蘭州中國社會學年會發
表論文--(8/18)

15800

4

計畫報支曾金金教授赴
中國大陸新疆參加「第
13屆對外漢語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差旅費（
105.07.21－
105.07.26）--(8/18)

18615

4

大陸差旅：應華系蔡雅
薰教授105.8.11105.8.14到北京參與
「傳承與創新－深化語
文教育改革國際研討
會」--(9/1)

30177

5

6

【邁頂計畫(經)-發展線上華語教學策略暨師資
培訓模式：針對不同國家之華語教師培訓課程
研究】

【邁頂計畫(經)-華語學習者名詞詞組之習得研
究】

7

【邁頂計畫(經)-華語中介語語料庫語法難點習
得研究】

8

【邁頂計畫(經)-變遷社會中的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現況與勞動市場表現先導研究】

9

10

【邁頂計畫(經)-發展線上華語教學策略暨師資
培訓模式：針對不同國家之華語教師培訓課程
研究】

【邁頂計畫(經)-eMPOWER全字詞教學平台數位
華語師資培訓語教學模式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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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11

【邁頂計畫(經)-兒童華語文數位學習之線上課
程發展與教學-以漢字字本位教學模式驗證研
究】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4

應華系報支計畫主持人
林振興赴大陸北京差旅
費─IACL－24國際中國
語言學會第24屆年會
(7/17－7/19)--(9/22)

47000

19920

12

【邁頂計畫(經)-臺灣地區大學生基本素養評量
調查暨推廣計畫】

7

心輔系報支陳柏熹
105.09.02－105.09.07
赴大陸貴州貴陽參加大
學生基本素養第十二屆
海峽兩岸心理與教育測
驗學術研討會國外差旅
費(9/1美金匯率
31.78)(地點：大陸貴
州，日期：2016/09/02
－09/04)--(10/13)(與
I200198合併)

13

【邁頂計畫(經)-全面人才增能計畫】

4

華人社會師資培育重點
大學聯盟--11/3退出國
計畫表須附正本等-11/8

78816

4

應華系蔡雅薰教授
105.11.04-105.11.06
赴大陸福建省廈門市參
與「第六屆語言學與華
語二語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差旅費-(11/21)

9103

4

計畫報支曾金金教授赴
中國上海參加「華東師
範大學學術報告」之差
旅費（105.10.19－
105.10.23）--(11/21)

13330

4

科教中心報支－國外差
旅費(張俊彥教
授)105.11.04－10前往
陝西省西安參與ICICE
2016國際研討會、11－
15前往香港香港教育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進行
參訪與給予專講-(11/29)

40000

4

科教中心報支－國外差
旅費(張俊彥教
授)105.11.04－10前往
陝西省西安參與ICICE
2016國際研討會、11－
15前往香港香港教育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進行
參訪與給予專講-(11/29)

21025

4

報支計畫主持人張崑將
105.10.29-105.11.01
赴大陸湖南長沙嶽麓書
院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總額共27,681元，
實支20,000元。-(12/1)

20000

14

【邁頂計畫(經)-eMPOWER全字詞教學平台數位
華語師資培訓語教學模式之研發】

15

【邁頂計畫(經)-發展線上華語教學策略暨師資
培訓模式：針對不同國家之華語教師培訓課程
研究】

16

17

18

【邁頂計畫(經)-i-Learning－未來學習實驗室
的智慧化學習】

【邁頂計畫(經)-General－科學教育研究中
心】

【邁頂計畫(經)-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倫常:儒
家與全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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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19

【邁頂計畫(經)-變遷社會中的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現況與勞動市場表現先導研究】

20

【邁頂計畫(經)-華語學習者名詞詞組之習得研
究】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9

王麗雲教授105.11.13105.11.14赴香港出席
香港中文大學會議-(12/5)

16987

4

計畫主持人張莉萍於
2016年11月11日至11月
14日赴江蘇省揚州市參
加「第四屆漢語中介語
語料庫建設與應用國際
學術討論會」之差旅
費--(12/7)

27440

20000

21

【邁頂計畫(經)-朱子學的現代倫理意義】

4

105年度頂大計畫－朱
子學的現代倫理意義
藤井倫明副教授
105.10.29-105.11.01
赴中國長沙嶽麓書院研
討會與會旅費-(12/15)

22

【邁頂計畫(經)-發展全人學習-服務關懷與生
涯適性發展】

3

報支國外差旅費－張少
熙學務長至澳門參訪交
流(12/15－12/18)-12/30

49886

4

應華系報支計畫赴大陸
地區差旅費－博士後研
究員王暄博赴香港參加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ety (2016
HKICEPS， 2016/12/14
－16)。總金額新臺幣
48，083元，實支23，
997元(含機票費、會議
註冊費、部分日支生活
費)，不足額由出差人
自行墊付。--(12/30)

23997

6

英語系梁一萍教授
1050713-1050717參加
大陸青島中國石油大學
英語教師教學發展培訓
課程並發表報告差旅費

24759

6

英語系報支教育部計畫
104E0185，計畫成員張
瓊惠、胡佳音國外差旅
費(7/12-17 會議日
期:7/13-14、地點:中
國大陸青島、參加中國
石油大學文學院2016年
英語教師職業發展夏季
小學期培訓)

62868

1

工教系支 － 洪榮昭老
師為執行2016 IEYI臺
灣參加世界青少年發明
展所支出國隨隊工作人
員國外差旅費補助(105
年7月15日－19日)(台
北－哈爾濱)

34459

23

24

25

26

【邁頂計畫(經)-兒童華語文數位學習之線上課
程發展與教學-以漢字字本位教學模式驗證研
究】

教育部部分補助【臺師大多元文化語境之「專
業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經費

教育部部分補助【臺師大多元文化語境之「共
同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經費(經常門)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5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
少年發明展選拔暨展覽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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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7

28

29

30

31

32

計畫名稱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5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
少年發明展選拔暨展覽會】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5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
少年發明展選拔暨展覽會】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5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
少年發明展選拔暨展覽會】經費

校長室-至吉林及北京參訪

校長室-孔子行腳訪視團

校長室-孔子行腳訪視團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1

工教系支 － 黃啟祐老
師為執行2016 IEYI臺
灣參加世界青少年發明
展所支出國隨隊競賽評
審國外差旅費補助(105
年7月14日－19日)(台
北－哈爾濱)

14595

1

工教系支 － 陳美勇、
洪翊軒2位老師為執行
2016 IEYI臺灣參加世
界青少年發明展所支出
國隨隊競賽評審國外差
旅費補助(105年7月14
日－19日)(台北－哈爾
濱)

27018

1

工教系支 －專任助理
－林姵君、蕭妙書、程
曉菊；兼任助理－戴凱
欣、林佩欣等五人為執
行2016 IEYI臺灣參加
世界青少年發明展所支
出國隨隊工作人員國外
差旅費補助(105年7月
12日－20日)(台北－哈
爾濱)

99023

3

6/11~6/16鄭副校長出
差吉林及北京之差旅費
共7萬7581元-7/26
*共證：
T10560000058、
T10560000059、
T10560300021-1、
T10500100014-1
鄭志富105/6/11~6/14_
長春、吉林_6/14-16北
京參訪(與T204876合
併)

77581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張校
長、鄭副校長7/20孔子
行腳訪視團-9/20
*張國恩_105/7/207/31_廣州、重慶、西
安、徐州、上海
$128,727
*鄭志富
_105/7/29~7/31_上海
$45,851
*學術交流。

174578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6/9~6/12林主秘及黃執
行長廣州洽談第七屆孔
子行腳合作事宜與拜訪
田家炳基金會之差旅
費-8/24
*105/6/9~6/12_林安
邦、黃兆璽_廣州
*共證：T105001000123

8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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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33

34

計畫名稱

校長室-孔子行腳訪視團

校長室-赴香港參加70周年校慶香港百人校友慶
祝大會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
6/9~6/12林主秘及黃執
行長廣州洽談第七屆孔
子行腳合作事宜與拜訪
田家炳基金會之差旅費

1698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5/27~ 5/31張少熙學務
長與黃兆璽執行長赴香
港參加70周年校慶香港
百人校友慶祝大會之差
旅費-9/21
*共證：T105001000102、3
*張少熙
_105/5/29~5/31$39655

備註

73521

*黃兆璽
_105/5/27~5/31$36573
*香港_參加香港百人校
友慶祝大會_訪問

35

校長室-赴香港參加70周年校慶香港百人校友慶
祝大會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5/27~ 5/31張少熙學務
長與黃兆璽執行長赴香
港參加70周年校慶香港
百人校友慶祝大會之差
旅費-9/21
*共證：T105001000102、3
*張少熙
_105/5/29~5/31$39655

2707

*黃兆璽
_105/5/27~5/31$36573
*香港_參加香港百人校
友慶祝大會_訪問

36

校長室-赴香港訪問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11/25－11/27香港差旅
費-12/13
*105/11/25~11/27_胡
世澤、黃兆璽_香港_訪
問

60300

說明：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赴大陸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列赴大陸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赴大陸地區計畫
項目填列；因故未執行、需變更計畫或臨時派員赴大陸地區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陸地區類別依下列類型分列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
洽談等9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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