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6年7月至106年12月
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106年度國中小學圖書館閱
讀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練計畫」經費

內容簡述
圖資所報支計畫主持人
陳昭珍老師10/30~11/2
「106年香港中學圖書館
參訪活動」國外差旅費

執行數
27,133.00

資教所報支106.06.02106.06.06邱瓊慧前往中
國北京參加第21屆全球
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
（GCCCE 2017）並報告
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56,188.00

科技部補助【綠能工程學習新思維、新模式、新
效能：應用翻轉式教學啟發學生想像力與創意思
維在綠能工程教育之學習成效研究-提升工程學
生想像創造能力之翻轉式創意教學與評量系統建 4
置研究(3/3)】第3年經費

科技系報支蕭顯勝
106/6/2-7日赴北京參加
第21屆全球華人電腦教
育應用大會(GCCCE2017)
之國外差旅費

54,085.00

科技部補助【總計畫：應用3D列印技術於STEM取
向的高中準工程課程之研究-應用3D列印技術於
STEM取向的高中準工程課程之研究暨子計畫1：
以電機電子專題製作活動為例(1/3)】第1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蕭顯勝
106/6/2-7日赴北京參加
第21屆全球華人電腦教
育應用大會(GCCCE2017)
之國外差旅費

5,094.00

科技部補助【調查冒險式嚴肅遊戲對英語學習的
成效(2/3)】第2年經費

英語系報支陳浩然
106/5/31-6/4日赴香港
參加HKU C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並發表
論文分攤款(會議期間
106/6/1-3日)

38,870.00

衛教系報支 黃淑貞於
106.05.29-106.06.04前
往北京，參加Sunbelt
XXXVII 2017 Sunbel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SNA)國際
學術研討會，報支交通
費、106/05/29－
106/06/04生活費、辦公
費(主辦單位未提供膳
宿)

6,384.00

衛教系報支 黃淑貞於
106.05.29-106.06.04前
往北京，參加Sunbelt
XXXVII 2017 Sunbel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SNA)國際
學術研討會，報支交通
費、106/05/29－
106/06/04生活費、辦公
費(主辦單位未提供膳
宿)

19,438.00

1

類別

1、3

科技部補助【支持探究影片（video）共創與共
享學習之工具與環境的研究與發展(1/3)】第1年
經費
2

3

4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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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科技部補助【友誼網絡對學童走路上學之影響長
期研究(2/2)】第2年經費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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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江浙地方書寫研究－－以仇遠、趙
孟頫之詞為考察對象】經費

類別

內容簡述
國文系報支106/6/307/3 林佳蓉赴北京參加
北京師範大學「2017第
二屆明代文學與文化學
術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執行數
15,733.00

8

4

科技系報支張基成教授
2017/6/2－6/6赴北京出
席第21屆全球華人計算
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2017)

57,908.00

9

科技部補助【結合雲端科技與3D列印之桁架塔
STEAM統整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與學習成效評估
(1/3)】第1年經費
4

科技部補助【B-cell中受體-激?交互作用對活性
波的影響(2/3)】第2年經費

72,850.00

7

數學系支106/6/24－7/1
蔡志強前往北京首都師
範大學數學科學院進行
移地研究

63,416.00

4

資教所報支陳志洪
106.06.03－106.06.07
北京參加GCCCE 2017出
差旅費

40,505.00

4

華研所報支蕭惠貞教授
執行本計畫相關
106/6/15~106/6/18至澳
門參加國際研討會發表
論文之國外差旅費共
$40505元
地科系報支簡芳菁教授
106.06.16-106.06.21(1
人6天)台灣至廈門國外
差旅費(出席第六屆海峽
兩岸民生論壇並發表論
文)。

14,230.00

科技系報支106/6/3－
6/6 林坤誼赴大陸北京
參與GCCCE第二十一屆全
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
大會國際研討會並發表
學術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44,277.00

科教所報支譚克平老師
106.06.15-106.06.18前
往香港參加Hong Kong
Mathematics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7
(HKMEC 2017) 並發表論
文之差旅費及報名費

27,847.00

地科系報支 曾瑋玲助理
教授106.07.16106.07.21於北京參加"
第九屆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 會議"
，並受邀於大會中演講

40,814.00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6.04.15-106.04.17至
大陸泉州華僑大學進行
移地研究。

19,798.00

10

11

科技部補助【以3D角色扮演遊戲促進文化體驗與
覺察：孔子周遊列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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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經費
12

科技部補助【台灣地區西南氣流引發豪雨之研
究】經費
13

4

科技部補助【職前與現職中學科技教師的工程設
計思考認知結構與其科技教學內容知識之研究：
語意流程圖析法(1/3)】第1年經費
4

14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3/3)】第3年經費

15

4

科技部補助【土星環大氣在土星系統中的重要性
(2/2)】第2年經費

16

17

4

科技部補助【社會創業教育：典範、教學、與創
新(2/3)】第2年經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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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2/3)】第2年經費

內容簡述
科教所報支106.07.11106.07.15謝舒琪前往中
國大連參加第九屆數學
課堂教學研究國際論壇
之差旅費

執行數
1,582.00

科教所報支106.07.11106.07.15謝舒琪前往中
國大連參加第九屆數學
課堂教學研究國際論壇
之差旅費

34,965.00

科技部補助【平等與社會正義之理論與制度實
踐：全球化下不均現象、全球正義與企業社會責
任之探討-(總計畫暨子計畫一)平等與社會正義
之理論與制度實踐--探究教育擴張對於所得不 4
均、健康不均與教育差距的影響效果: 挑戰與涵
義(2/2)】第2年經費

計畫支付－企管系徐美
老師於106.06.08106.06.12前往中國武漢
大學參加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議。

46,593.00

科技部補助【混合題型標準參照測驗之效度檢
核-結合階層性與最大期望值群聚分析法】經費

心測中心報支曾芬蘭老
師赴中國桂林參加2017
3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Computation， Fuzzy
Systems and Knowledge
Discovery(ICNC－FSKD
2017)會議並發表論文

50,827.00

國文系報支106/6/30－
7/10 鄭燦山赴北京進行
田野調查並參加「第二
屆明代文學與文化」國
際學術研討會及發表論
文之差旅費

52,123.00

18

類別

4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3/3)】第3年經費
19

20

4

21

4

科技部補助【六朝隋唐道教的步虛神話與儀式】
經費
22

4

生科系報支106/6/8－12
至廣州、106/6/18－20
徐堉峰至廈門採集研究
樣本之機票費用

26,95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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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3年經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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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系報支106/7/10－
21 謝聰輝前往大陸福建
泉州地區進行移地研究
，研究考察泉州地區現
存道教儀式並蒐集整理
相關道教文物資料，其
移地研究期間之國外差
旅費。(含機票與出差人
員生活費)

48,039.00

物理系報支106/7/3-8
蔡志申赴香港參與國際
研討會
地理系報支106/8/18-21
韋煙灶赴廣西桂林參加
第八屆客家文化高級論
壇暨首屆泛北部灣客家
文化高峰論壇。

60,606.00

地理系報支106/8/18-21
陳俐安赴廣西桂林參加
第八屆客家文化高級論
壇暨首屆泛北部灣客家
文化高峰論壇。

31,188.00

24

7

25

科技部補助【石墨烯上的超薄磁性、有機分子薄
膜結構研究】經費
4

26

科技部補助【族群語言的接觸與互動：語言、地
理、歷史跨領域研究-(總計畫及子計畫)臺灣閩
客族群介線之劃分與空間分布之變遷--以族譜考
4
察為中心的區域研究(I)】經費

27

科技部補助【族群語言的接觸與互動：語言、地
理、社會與歷史跨領域整合研究(II)─閩客族群
語言的接觸與互動：「明代閩人遷陸豐；清代陸
4
豐渡臺」之關聯性探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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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全像共形場論中的量子資訊議題研
究-及參與KAGRA相關數值重力與資料分析之研究
(1/3)】第1年經費

28

類別

4

科技部補助【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中國畢
業生返國後的知識轉移探究】經費
29

7

科技部補助【修養與尚武之間：明治維新以後的
陽明學與武士道(2/2)】第2年經費
30

31

7

科技部補助【自我/他者的共謀：當代新馬華語
電影生產實踐的「台灣」、「華人」與「亞洲」 4
(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幼兒繪畫發展之跨文化研究: 台
灣、南韓、穆斯林社群】經費

32

7

科技部補助【開發具立體選擇的五碳?喃醣C-醣?
化反應合成C-核?衍生物(1/2)】經費
33

4

科技部補助【三維複雜材料Maxwell方程式之快
速特徵值計算方法研究(1/3)】第1年經費
4

34

科技部補助【公司債的違約與流動性溢酬：老問
題，新答案(1/2)】第1年經費

7

35

36

37

38

科技部補助【清代儲欣古文評點學之研究：以
「唐宋八大家」為討論範圍】經費

4

科技部補助【互聯網下的旅遊商業模式研究：兩
岸競合(1/2)】第1年經費
7
科技部補助【研究人臉感知之計算方法－以娃娃
臉為例】經費

4

內容簡述
物理系報支106/8/13-21
柯勝藍博士後赴香港參
加2017Asian－Pacific
School and Workshop
on Graitational and
Cosmology會議差旅費

執行數
56,154.00

教育系報支，劉蔚之老
師科技部計畫，大陸地
區差旅費(106.06.27106.07.06，台北－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移地研究)

73,380.00

東亞系張崑將教授報支
106/8/23－8/29至中國
瀋陽.天津.大連等地移
地研究差旅費。

47,441.00

台文系報支106/7/19－
21 莊佳穎至香港進行論
文發表差旅費
人發系報支106.07.31106.08.03賴文鳳教授赴
浙江義烏市移地研究之
國外差旅費（大陸地區
旅費)

33,078.00

化學系報支106/8/27－
29 簡敦誠赴中國北京參
加2017中國藥物化學會
議及106/9/4－10 赴德
國雷根斯堡參加ISHC－
26研討會暨演講

14,104.00

數學系支106/5/28-6/2
黃聰明前往中國杭州參
加Applied Inverse
Problems 2017國際研討
會之國外差旅費

44,590.00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
106/8/28-30日赴香港移
地研究，報支(1)來回機
票5384元，(2)日支費，
8/30日支費，美金308元
*匯率30.28*0.3=2798元
，8/28-8/29日支費，美
金308元*匯率30.28*2日
=18652元，(3)8/28及
8/30台北至桃園機場之
機捷費用160元*2=320元

27,154.00

國文系報支105/9/1-6
王基倫赴大陸廣西桂林
參加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42,537.00

休旅所報支106/7/3-9
王國欽赴上海移地研究
差旅費
資工系報支葉梅珍
106/9/17-18日至北京參
加ICIP 2017國際會議之
國外差旅費

63,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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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鐵電鉿基氧化物記憶體及其多功能
特性研究(1/3)】第1年經費

39

40

類別

4

科技部補助【清代儲欣古文評點學之研究：以
「唐宋八大家」為討論範圍】經費

34,439.00

4,7

36,547.00

4

科教所報支106/7/11－
15 譚克平前往中國大連
參加第九屆數學課堂教
學研究國際論壇之差旅
費

38,314.00

4

電機系報支呂藝光老師
106/7/27-7/31至大陸桂
林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
外差旅費
物理系報支106/8/279/2 陳傳仁赴大陸烏魯
木齊參加第十四屆粒子
物理之國內差旅費（飛
機25117、機捷160*2、
生活費22679、註冊費
5476 ）

53,592.00

科技部補助【教育改革中學校場域的變與不變教育改革中學校場域的變與不變：以「教師專業
7
發展評鑑」為焦點(2/3)】第2年經費

教育系報支：鄭淑惠
106.08.24-106.08.30國
外差旅費(上海移地研
究)

51,723.00

科技部補助【教育改革中學校場域的變與不變教育改革中學校場域的變與不變：以「教師專業 7
發展評鑑」為焦點(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以正向心理學取向評估數位影音於
失能高齡者動作學習成效】經費
4

教育系報支：鄭淑惠
8/24-8/30之國外差旅費
(上海移地研究)
復健諮商研究所報支 姜
義村老師赴大陸四川省
成都市參與學術研討會
差旅費106－7/25~7/30

13,651.00

科技部補助【社會創業教育：典範、教學、與創
新(3/3)】第年經費

全營所報支吳彥濬
106/8/20-106/8/26日到
北京參加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ogistics
and SCM Systems並發表
論文及學術交流與資料
蒐集(研討會:8/20-23、
學術交流8/24-25)

64,290.00

國科會補助【原住民學童CPS空間概念課程與評
量之教學平台發展與建置研究-子計畫二：原住
民學童數位CPS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發展與建置 4
之研究: 以能源為例(4/4)】第4年計畫經費

劉傳璽出席106年10月8
日到10月12日中國桂林
國際研討會議差旅費

45,000.00

科技部補助【從各本《老子》異文探討其思想之
歧分與版本之價值(Π)】經費

國文系支106/9/7－10
陳麗桂赴大陸山東淄博
參加研討會差旅費。

2,160.00

僑先部支張飛黃
(106/11/2－11/6)赴大
陸福州參加第九屆海峽
兩岸團論與組合數學會
議差旅費

31,424.00

41

科技部補助【資料驅動之模糊類神經網路預測模
型塑模與其應用】經費

科技部補助【ＬＨＣ新紀元：對撞機中新物理效
應的研究(1/3)】第1年經費
43

44

45

46

47

48

49

4

年經費

4

4

科技部補助【圖形理論及其廣泛的控制集問題研
究】經費
50

執行數
42,676.00

國文系報支106/8/319/6 王基倫赴大陸北京
參加研討會及杭州移地
研究差旅費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3/3)】第3年經費

42

內容簡述
光電所執行計劃李敏鴻
教受邀演講並參加研討
會，106/09/22－24香港
MD2017(Memory Devices
for Abundant Data
Computing 2017) 機票
，報名費及生活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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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一些特殊圖的分解暨完全圖與完全
二部圖分解之完整表列】經費

51

52

類別

4

科技部補助【國家是全球化的回應者還是推動
者? 以中國競技武術政策為例】經費

21,968.00

光電所報支謝振傑
106/10/11－15至中國武
漢出席國際會議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gnetic
Bio－sensing (IWMBS
2017)發表論文

36,597.00

科技部補助【《金瓶梅》詞話本、崇禎本性描寫
比較研究──兼與明代「嫖經」的互文考察】經
4
費

國文系報支106/11/1620 胡衍南赴大陸大理出
席研討會差旅費

39,345.00

科技部補助【建立失智症風險醫檢之可商業化平
台- 結合神經心理檢查、神經影像及奈米晶片血
液檢測(1/3)】經費

化學系報支106/11/9-10
陳家俊前往中國上海至
交通大學及其附設醫院
與錢昆教授等洽談臨床
試驗之相關事宜

26,569.00

海環所報支鄭志文副教
授106.10.12－
106.10.16赴大陸山東青
島參加『南海中尺度過
程和深層環流國際研討
會』之大陸地區差旅費

5,221.00

國文系報支106/10/18－
27 謝聰輝前往大陸福建
泉州地區進行移地研究
，研究考察泉州地區現
存道教儀式並蒐集整理
相關道教文物資料，其
移地研究期間之國外差
旅費。(含機票與出差人
員生活費)

44,866.00

53

55

執行數
31,424.00

休旅所報支106/10/20－
23 湯添進中國安徽國際
發表之國外差旅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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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54

內容簡述
僑先部支徐泰煒
(106/11/2－11/6)赴大
陸福州參加第九屆海峽
兩岸團論與組合數學會
議差旅費

4

7

科技部補助【黑潮與颱風交互作用及黑潮流域中
尺度運動之研究(Ⅲ)】經費
56

4

科技部補助【福建中部道壇道法研究：以大田、
尤溪與永安三縣為主(1/3)】第1年經費

57

7

趙貞怡出席106年11月4
日至11月8日中國雲南昆
明2017ICICE國際研討會
議及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

50,000.00

58

科技部補助【ARCS 動機模式融入原住民完全中
學之課程開發與推廣(南澳高中)-子計畫三：智
慧型機器人課程之技術研發與評鑑(1/3)】經費 4

科技部補助【氣候變遷下，西北太平洋與黑潮時
空變化之動力研究(3/3)】第3年經費

海環所報支吳朝榮教授
106/12/02~05(1人4天)
至中國青島參加中國海
洋大學物理海洋重點實
驗室舉辦「2017年學術
年會」之國外差旅費

46,919.00

6,800.00

4

科教所報支謝舒琪106年
11/29~12/3前往香港參
加HKERA會議並發表論文
之差旅費

43,476.00

4

科教所報支謝舒琪106年
11/29~12/3前往香港參
加HKERA會議並發表論文
之差旅費

59

60

61

4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透過動態摺紙系統來培養國中學生
幾何思維之課程研發(3/3)】第3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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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著」類與「罷」類句末助詞歷時
比較探究(2/2)】第2年經費

62

類別

內容簡述
國文系報支106/10/2730 王錦慧赴大陸溫州參
加 第十屆海峽兩岸漢語
語法史學術研討會差旅
費

執行數
20,881.00

國文系報支106/12/8－9
林素英參加香港「單周
堯教授七秩華誕國際學
術研討會」，12/10-12
前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院蒐集專題計畫研究資
料。

38,382.00

國文系支106/10/13-16
陳麗桂至上海復旦參加
研討會差旅費。
表藝所報支106/9/3-15
梁文菁赴香港觀察「什
麼是 舞台:空間會說
話」藝術家工作坊及座
談會(9月3日至8日)為執
行科技部計畫至英國倫
敦參與倫敦大學亞非學
院「Hong Kong In
Trainsition」研討會發
表論文暨相關研究行程
(9月8日至15日)生活費

19,917.00

教育系報支，劉蔚之老
師科技部計畫，大陸地
區差旅費(106.11.23－
106.11.28，台北－北京
，北京師範大學第11屆
兩岸四地教育史論壇研
討會)發表論文、擔任會
議主持人、蒐集教育史
相關資料。

34,988.00

19,773.00

4

國文系報支106/10/27－
30 郭維茹赴中國溫州出
席第十屆海峽兩岸漢語
語法史研討會並發表論
文

30,731.00

7

海環所報支吳朝榮教授
106/12/10至
106/12/13(1人4天)至中
國香港科技大學
Division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機構進
行訪問並從事移地研究
工作

4,078.00

4

國文系支106/11/24-27
陳麗桂至廈門參加
「2017第九屆海峽兩岸
國學論壇」差旅費
教育系報支 106.11.24
－106.11.26 周愚文計
畫主持人赴大陸地區出
差旅費（台北－大陸北
京）參加第11屆海峽兩
岸及港澳地區教育史研
究論壇

24,9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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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2年
經費
63

4

64

科技部補助【從各本《老子》異文探討其思想之
歧分與版本之價值(Π)】經費
4
科技部補助【二十一世紀港台大眾娛樂與後戲劇
劇場之相遇：從林奕華與王嘉明作品談起（
II）】經費

65

4

科技部補助【美國主要大學教育學院的早期形成
過程及其教育學發展的歷史特性(2/3)】第2年經
費

4

66

科技部補助【言說動詞語法化研究再續】經費
67

科技部補助【氣候變遷下，西北太平洋與黑潮時
空變化之動力研究(3/3)】第3年經費

68

69

科技部補助【從各本《老子》異文探討其思想之
歧分與版本之價值(Π)】經費

科技部補助【晚清癸卯學制頒行前對美國教育的
引介與影響(1/3)】第1年經費
7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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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台灣地區極端天氣事件之中尺度過
程與尺度交互作用(I-III)(1/3)】第1年經費

71

類別

4

科技部補助【龍華民〈論中國宗教的幾點問
題〉：不同稿本與印本的比較分析(1/2)】第1年
經費

內容簡述
地科系報支王重傑
106.06.14－106.06.21
赴中國大陸廈門參加第
九屆海峽論壇及第六屆
海峽兩岸民生氣象論壇
，並發表論文

執行數
3,270.00

原106.8.15傳票B208969
之東亞系潘鳳娟老師
106/7/10-7/20至澳門出
席國際會議暨移地研究,
會計科目應為大陸地區
旅費,誤以國外旅費支,
故轉正

65,741.00

72

4

東亞系報支江柏煒
106/11/11-13日前往中
國大陸北京資料調查研
究蒐集之國外差旅費

34,415.00

73

(標)金門縣文化局委託辦理「金門縣定古蹟青嶼
張氏兄弟洋樓暨後浦許允選洋樓修復及再利用計
畫」經費
7

(標)金門縣文化局委託「106年金門縣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計畫」經費

文創中心報支劉建成
106/11/1-3日廈門及林
佩君、鄭朝陽106/11/17日赴金門、廈門
(106/11/1.6-7日在金
門、11/2-5日廈門)執行
本校文創中心106年金門
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
畫－廈門成果展之國外
差旅費

84,140.00

研發處支105年度鄭超仁
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
計畫(計畫時
間:105.12.1－
106.11.30)－鄭超仁教
授參加2017 CIOP 9th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Optics
and Photonics差旅費
(7/16－20)--10/19

31,960.00

研發處支105年度鄭超仁
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
計畫(計畫時
間:105.12.1－
106.11.30)－支鄭超仁
教授參加昆明全息與光
信息處理2017年會及華
人光電學術交流會差旅
費(7/27－8/1)--10/27

29,371.00

研發處支競技系相子元
教授「105年度研究績優
獎」獎勵金－相子元教
授及博士生林羿志至大
陸參加第十九屆中國運
動生物力學學術交流大
會-12/8
*106/10/13-18
*相子元教授_石家莊、
鄭州_出席會議、學術交
流

39,315.00

研發處支蔡今中教授出
國訪問費用(含機票費、
差旅費、保險及雜費)

95,000.00

74

9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4

75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76

4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05年度研究績優獎

1

77

78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出國訪問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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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容簡述
研發處支蔡今中教授出
國訪問費用(含機票費、
差旅費、保險及雜費)

執行數
5,113.00

研發處支蔡今中教授及
梁至中教授11/11－18赴
廣西短訪費用(含機票
費、差旅費、保險及雜
費)

104,000.00

80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及梁至中教授出國短訪費
用
3

研發處支蔡今中教授及
梁至中教授11/11－18赴
廣西短訪費用(含機票
費、差旅費、保險及雜
費)

10,912.00

81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及梁至中教授出國短訪費
用
3

79

計畫名稱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出國訪問費

類別
3

1

華語系美國頂尖大學設於北京之夏季華語課程計
3
畫

國際處支106年第1期本
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
華語系美國頂尖大學設
於北京之夏季華語課程
計畫--7/3

2

106年拜會華中師大進行學術合作業務交流

國際事務處支游光昭處
長赴華中師範大學出差
旅費--7/24

40483

3

「中國北方瓷器、金銀器考古遺址參訪」境外教
3
學

藝史所支曾肅良老師
106/6/2－106/6/9境外
教學差旅費計新台幣
60000元整--8/16

60000

4

華語系美國頂尖大學設於北京之夏季華語課程計
3
畫

國際處支106年第1期本
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
華語系美國頂尖大學設
於北京之夏季華語課程
計畫--8/7學上補助上限
一萬--8/21

30000

5

2017年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出訪香港
1.3
計畫

國際處支106年第2期推
動國際合作交流補助－
特教系2017年出訪香港
計畫--10/24

20280

106年拜會華中師大進行學術合作業務交流

國際事務處支游光昭處
長赴華中師範大學出差
旅費(國際數據漫遊費)-10/30

6

3、9

3、9

30000

718

風景園林的文化、政經及社會意涵：藝術史學理
3
論取逕的研究

國際處支106年第2期推
動國際合作交流補助－
美術系藝術史學理論取
逕的研究計畫，補助師
生差旅費。

60000

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名校兩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
4
會

106年臺師大國際處副處
長參加第十二屆海峽兩
岸名校兩岸事務部門負
責人研討會－黃啟祐副
處長長沙差旅費

20242

9

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名校兩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
4
會

106年臺師大國際處副處
長參加第十二屆海峽兩
岸名校兩岸事務部門負
責人研討會－陳怡君專
任助理長沙差旅費

18302

10

2017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9

11

2017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9

12

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9

13

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9

7

8

2017年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翁乃忻差旅費
2017年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嚴偉蓮差旅費
2017年澳門臺灣高等教
育展(9/22－25)許雅琪
差旅費
2017年澳門臺灣高等教
育展(9/22－25)嚴偉蓮
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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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2

計畫名稱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捐贈全營所吳彥濬教授款項至福建泉州出差

類別
3、7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捐贈全營所吳彥濬教授款項至廈門出差
3、7
體育系辦理系友活動捐贈款-參加師大香港校友
舉辦之71週年校慶餐會

3

3、1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捐贈全營所吳彥濬教授款項到泉州出差、至杭州參加阿里巴巴跨境電商創業
研習

4

圖書館支張慈玲謝順宏
吳怡青參加香港大學圖
書館館長聯席會差旅費
(JULAC)－10/26

25,750.00

11,751.00

4

印永翔院長受邀參加國
際商學教育論壇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並
於會中發表專題演講-大
陸差旅費

10,790.00

3、7

支吳彥濬老師
106/09/03~106/096/07
至廣東汕頭出差旅費共
計35299元.--

24,509.00

3、7

支吳彥濬老師
106/09/03~106/096/07
至廣東汕頭出差旅費共
計35299元.-表演所106年港澳學校參
訪交流機票費、住宿
費、生活費(夏學理教授
12/20~12/27、何康國教
授12/20-12/24、吳義芳
專業技術人員12/2012/24、葉家欣行政專員
12/20-12/24)

85,005.00

4

管理學院學術基金-受邀參加國際商學教育論壇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捐贈全營所吳彥濬教授款項

9

全營所"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捐贈款-至廣東
汕頭出差

表演所海外參訪款項-表演所106年港澳學校參訪

10

56,072.00

33,711.00

圖書館兩岸三地交流活動捐款(李華偉博士)-參
加香港大學圖書館館長聯席會

8

24,424.00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6/06/28~106/07/09到
泉州出差與華僑大學教
師進行論文修稿與教學
教材合作以及於
106/07/10~106/07/16至
杭州參加阿里巴巴跨境
電商創業研習共計旅費
100,837元--(9/13)

3、7

7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6/06/18~106/06/20至
廈門出差旅費。
體育系報支106年6月2－
4日林玫君、季力康參加
師大香港校友舉辦之71
週年校慶餐會-8/22
*106/6/2~6/4_林玫君主
任、季力康教授_香港_
考察

67,126.00

全營所"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捐贈款 -到泉州
出差與華僑大學教師進行論文修稿與教學教材合
作

6

執行數
24,902.00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6/06/28~106/07/09到
泉州出差與華僑大學教
師進行論文修稿與教學
教材合作以及於
106/07/10~106/07/16至
杭州參加阿里巴巴跨境
電商創業研習共計旅費
100,837元--(9/13)

3、7

5

內容簡述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
106/5/11~106/5/14到福
建泉州旅費。(請修改紙
本出差地點6/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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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體育室辦理「璞園、璞石、璞全、璞寶捐贈男子
甲組籃球隊」訓練經費-赴中國武漢參加【2017
年海峽兩岸高校師生體育交流大會】

類別

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南京大學與李亞菲教
授洽談學術合作交流計畫

3、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香港參加HKU C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並發表論文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前往北京，參加Sunbelt
XXXVII 2017 Sunbel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SNA)國際學術研討會

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兩岸藝術設計高等教
育趨勢論壇暨展覽活動」暨「台韓中三校研究生
交流展」

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受貴州大學材料與冶金
學院及機械工程學院邀請，進行參訪及專題演講
等學術交流活動

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出席第八屆全球華人探
究學習創新應用大會
4

內容簡述
訓練組支石明宗等
106.09.17-106.09.24赴
中國武漢參加【2017年
海峽兩岸高校師生體育
交流大會】經費(1)

執行數
33,577.00

英語系報支丁仁國外差
旅費用_出差地：中國/
南京_出差時
間:106/06/08日－
106/06/11日_出差目的:
赴南京大學與李亞菲教
授洽談學術合作交流計
畫。國外差旅費_30，
986元。-6/30
*共證：B106015757。

30,986.00

英語系報支陳浩然
106/5/31－6/4日赴香港
參加HKU C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7並發表
論文。(會議期間
106/6/1－3)-7/10
*共證：B106014925
*106/5/31~6/4_英語系
陳浩然教授_香港_參加
會議

8,758.00

衛教系報支 黃淑貞於
2017年5月29日至6月4日
前往北京，參加Sunbelt
XXXVII 2017 Sunbel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SNA)國際
學術研討會，報支
106/05/29－106/06/04
生活費及報名費(主辦單
位未提供膳宿)

33,440.00

文創中心報支106.6.4－
9日「兩岸藝術設計高等
教育趨勢論壇暨展覽活
動」暨「台韓中三校研
究生交流展」國外差旅

118,594.00

機電系支:106/06/21－
06/26陳順同受貴州大學
材料與冶金學院及機械
工程學院邀請，進行參
訪及專題演講等學術交
流活動之差旅費(機票
費、生活費)-7/24
*106/6/21~6/26_貴陽_
陳順同教授_訪問、學術
交流

31,379.00

資教所報支106/7/25－
30 陳明溥出席第八屆全
球華人探究學習創新應
用大會GCCIL2017(成都)

42,8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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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於北京參加 第九屆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之國際會議

類別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中國大陸內蒙古赤峰
市參加第13屆兩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
3、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山東泰安出席第十一
屆海峽兩岸海洋科學研討會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到廣西柳州出差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參加國際法研討會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第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
育高端論壇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第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
育高端論壇

執行數
44,004.00

公領系黃信豪報支參加
至中國大陸內蒙古赤峰
市參加第13屆兩岸和平
研究學術研討會用

11,000.00

生科系報支陳仲吉教授
106年8月21－27日至山
東泰安出席第十一屆海
峽兩岸海洋科學研討會
之差旅費--9/28

43,278.00

支吳彥濬老師到廣西柳
州出差之旅費共35659
元。--(10/26)
王冠雄10/6-10/8中國山
東大學參加國際法研討
會－核支來回經濟艙機
票費

35,659.00

20,100.00

19,000.00

3

物理系報支高賢忠老師
1060921－0924赴天津南
開大學參訪機票費19000
元

15,000.00

4

TALIS計畫_第七屆海峽
兩岸教師教育高端論壇_
黃嘉莉教授_交通費用
(機票)

2,538.00

4

TALIS計畫_第七屆海峽
兩岸教師教育高端論壇_
黃嘉莉教授_交通費用
(機票)

30,451.00

3、7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第
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育
高端論壇5日旅費共
30451元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支
廣州出差旅費共33，523
元。-心輔系報支106/10/29－
11/3 楊田仲助理赴山東
青島進行師資培訓、國
際學術交流之大陸差旅
費用

31,305.00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天津南開大學參訪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第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
育高端論壇

內容簡述
地科系報支 管一政教授
106年7月16日至7月21日
於北京參加 第九屆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之國際
會議－－8/22請附出國
計畫表正本--9/18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廣州出差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山東青島進行師資培
訓、國際學術交流
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參加香港教育大學參加
2017年HKERA研討會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香港移地研究

7

24,100.00

教育學系報支主持人甄
曉蘭教授協同博士生參
加香港教育大學參加
2017年HKERA研討會發表
論文（106/11/29－
106/12/02）

53,515.00

環教所報支計畫相關計
畫主持人葉欣誠教授國
外差旅費2017/11/10－
2017/11/12共三天香港
移地研究費及論壇報名
費用，共計NT$22，068

22,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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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類別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西南財經大學進行創
業管理教育相關學術交流與論文合作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泉州出差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香港理工大學進行新
住民服務學習之合作事宜
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赴山東青島進行師資培
訓、國際學術交流
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至泉州出差
3、7
台北市文化藝術創作交流協會委辦【生涯測評系
統師資培育】第2年計畫

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委辦【毫米波高效率低
功耗射頻前端之功率放大器技術】經費
4

僑先部-僑服組-參加師大香港校友會
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生技醫學跨國研究中心-參加"
全球華人生物學家大會暨第16屆美洲華人生物科
學學會學術研討會
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參加中國上海「IBAP
Regional Workshops」
4

以Aβ聚集為目標的阿茲海默氏症治療策略
7
以降低血糖與提升雌激素為策略篩選阿茲海默氏
症之潛力中草藥
7

內容簡述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出
差廣州四天旅費共31222
元.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至
106/11/03~106/11/06至
西南財經大學進行創業
管理教育相關學術交流
與論文合作。共計旅費
33900元

執行數
31,222.00

支全營所吳彥濬教授
11/09~11/12至泉州出差
旅費為24939元。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教授12/12~13赴香港
理工大學擔任博士論文
口試委員，並洽談該校
學生赴本系進行新住民
服務學習之合作事宜之
國外差旅費用。

24,939.00

33,900.00

18,421.00

心輔系報支106/10/29－
11/3 劉莘倫助理赴山東
青島進行師資培訓、國
際學術交流之大陸差旅
費用

17,800.00

支全營所吳彥濬老師九
月份至泉州出差旅費共
26929元。
心輔系報支106/3/5－12
台中一中退休教師彭天
福先生赴青島進行師資
培訓之差旅費

26,929.00

41,825.00

電機所報支，計畫補助
11/12-17蔡政翰教授至
北京參加兩岸三地第十
屆5G研討會、未來5G資
訊通信技術國際研討
會、與毫米波專題研討
會之差旅費。

58,301.00

僑先部支吳忠信主任赴
香港參加師大香港校友
會改選與交接
生科系支林榮耀師106年
6月29日~7月3日赴杭州
參加"全球華人生物學家
大會暨第16屆美洲華人
生物科學學會學術研討
會和第16屆兩岸生物醫
學討論會"之差旅費-7/24

34,251.00

13,042.00

應華系報支洪嘉馡老師
參加中國上海「IBAP
Regional Workshops」
(106/6/22－106/6/25)
註冊費--(7/26)

21,228.00

生科系李桂楨師計畫內
報支國外旅費--7/24退
請註明代墊並核章-7/31

9,200.00

生科系謝秀梅師計畫內
報支機票費9200元-7/31

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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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

類別
3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大陸地區南寧市參加
「2017年桂台幼兒教育發展論壇」
3、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大陸地區南寧市參加
「2017年桂台幼兒教育發展論壇」
3、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大陸地區南寧市參加
「2017年桂台幼兒教育發展論壇」
3、4

教育學系(所)-赴與大陸廣東湛江嶺南師範學院
師生交流活動
3

化學系(所)-進行為柏克萊大學、台灣大學聯盟
系統、中國希望集團三方之合作架構討論會

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

內容簡述
宋曜廷執行長團隊於
106/6/7－6/9赴大陸地
區南寧市出國保險費用-(8/8)

執行數
170.00

楊政育於106/6/7－6/9
赴大陸地區南寧市參加
「2017年桂台幼兒教育
發展論壇」出國差旅費-(8/8)

8,608.00

宋曜廷執行長於106/6/7
－6/9赴大陸地區南寧市
參加「2017年桂台幼兒
教育發展論壇」國外差
旅費--(8/8)

33,397.00

姚玟如於106/6/7－6/9
赴大陸地區南寧市參加
「2017年桂台幼兒教育
發展論壇」出國差旅費-(8/8)

18,548.00

教育系支本系所郝永崴
教授帶領本校師培生團
赴與大陸廣東湛江嶺南
師範學院師生交流活動
所需生活費、機票費及
雜費等一批

13,485.00

人才躍升計畫專款（第2
年）陳家俊教授於
106/7/12 ~ 106/7/15，
前往中國上海與柏克萊
大學楊培東教授等，進
行為8/2將於柏克萊舉辦
之柏克萊大學、台灣大
學聯盟系統、中國希望
集團三方之合作架構討
論會之會前會--8/23

38,984.00

606.00

9

7/3－7/5宋曜廷副校長
，曾厚強，康久真，楊
甯甯四人保險費用-(9/11)

30,423.00

9

7/3－7/5宋曜廷副校長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談學
術合作案國外差旅費﹝
禮品交際及雜費﹞向出
版中心購買禮品330元致
贈華中師範大學校方(請
購單編
號:T106A0500099-6)-(9/11)
7/3－7/5曾厚強武漢華
中師範大學談學術合作
案出國差旅費﹝禮品交
際及雜費﹞向出版中心
購買禮品1,800元致贈華
中師範大學校方(請購單
編號:T106A0500099-6)-(9/11)

32,596.00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談學術
合作案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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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

類別

9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談學術
合作案

9

僑先部-招生組-參加「2017年」澳門新生入學輔
導會
4

全球企業實習就業創業計畫-橋接計畫支出上海
洽談合作意向

9

化學系(所)-前往中國上海及合肥進行台灣大學
聯盟系統、柏克萊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三方之合
作協議會議

9

基金

3

內容簡述
7/3－7/5楊甯甯武漢華
中師範大學談學術合作
案出國差旅費﹝禮品交
際及雜費﹞向出版中心
購買禮品1,800元致贈華
中師範大學校方(請購單
編號:T106A0500099-6)-(9/11)

執行數
31,511.00

7/3－7/5康久真前往華
中師範大學談學術合作
案出國差旅費﹝禮品交
際及雜費﹞向出版中心
購買禮品1,800元致贈華
中師範大學校方(請購單
編號:T106A0500099-6)-(9/11)

32,596.00

僑先部僑服組支陳嘉凌
組長及廖儀蕙行政幹事
參加「2017年」澳門新
生入學輔導會國外差旅
費合計新臺幣57026元
整。

57,026.00

橋接計畫支出上海洽談
合作意向相關國外差旅
費 9/4－9/7。湯添進所
長、王國欽老師。單號
T10660200135－1共支
92537 元，其中雜費(禮
品)為 3462 元。另有單
號 T10660200135－2 報
支雜費1338元，送至出
版中心。(預算編列禮品
交際及雜費為4,800元)-(9/21)

92,537.00

人才躍升計畫專款（第2
年）陳家俊教授於
106/8/13－17前往中國
上海及合肥進行台灣大
學聯盟系統、柏克萊大
學、中國科技大學三方
之合作協議會議--9/15
退請修正匯率，註明艙
等--9/25

46,594.00

調整T201040、T400318
預算內科目至預算外
(T207704合併)

213,827.00

1.公共事務中心報支
1060213～0214黃兆璽執
行長、胡世澤技術師赴
香港田家炳基金會拜會
田家炳先生與進行募款
之差旅費(37900)
2.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2/22~2/25校長赴北京大
學北京師範大學演講與
參訪北京師大北京音樂
學院差旅費5/24(175927)

第 15 頁，共 21 頁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校長室
3、4

校長室
3、4
校長室

3、4

運動與休閒學院(91年度以後)-「2017年第四屆
臺灣大學生"中原文化之旅－漢字起源"夏令營

3

運動與休閒學院(91年度以後)-「2017年第四屆
臺灣大學生"中原文化之旅－漢字起源"夏令營

3

建構本校大學部學生永續發展素養計畫-香港移
地研究
7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台北－中國北京移地
研究
7

特殊教育中心-參訪香港地區大學資源教室活
動」
3

內容簡述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
6/24~6/26校長湛江差旅
費-8/8
*校長張國恩_參加論壇

執行數
29,730.00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
6/10~6/11胡世澤至澳門
參加校友會之差旅費8/8

19,689.00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
6/2~6/4香港差旅費6/30
*106/6/2~6/4_張國恩、
鄭志富、黃兆璽、胡世
澤_香港_訪問考察

140,066.00

補助本院師生參與
「2017年第四屆臺灣大
學生"中原文化之旅－漢
字起源"夏令營」活動之
機票費及保險費-10/13
*共證：T10660000084、
T10660100092-1、
T10660200168。
*106/7/5~7/14_河南鄭
州_學術交流
*賈以婷行政幹事+湯添
進教授+李萃瑜行政專員
+何心慈技術專員+陳畇
蓁技術專員

39,838.00

補助本院師生參與
「2017年第四屆臺灣大
學生"中原文化之旅－漢
字起源"夏令營」活動之
機票費及保險費-10/13
*共證：T10660000084、
T10660100092-1、
T10660200168。
*106/7/5~7/14_河南鄭
州_學術交流
*賈以婷行政幹事+湯添
進教授+李萃瑜行政專員
+何心慈技術專員+陳畇
蓁技術專員

30,002.00

環教所報支計畫相關計
畫主持人葉欣誠教授國
外差旅費2017/08/14共
一天香港移地研究費生
活費9，348元--(10/16)

9,348.00

補助東亞系邵軒磊老師
106/08/19－08/23國外
差旅費 台北－中國北京
移地研究－－10/2退日
支費數字有誤--10/16

43,593.00

特教中心（香港參訪）
報支－「106 年特教中
心參訪香港地區大學資
源教室活動」招標案
(243，000)等經費

86,3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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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僑先部-僑服組-赴香港澳門(106年9月22日~23
日)拜訪校友

類別

內容簡述
陳嘉凌組長赴香港澳門
(106年9月22日~23日)拜
訪校友參加澳門教育展
費用

執行數
35,005.00

國外差旅費－大陸地區
，事由:去北京師範協助
計畫進行焦點訪談，地
點:大陸地區，北京，日
期:7/4－7/7--(11/14)

41,867.00

特教中心（香港參訪）
報支－「106 年特教中
心參訪香港地區大學資
源教室活動」招標案
(243，000)等經費

3,304.00

趙紫綺106年9月22日~24
日香港澳門校友拜訪/澳
門教育展機票與差旅費
用

36,883.00

橋接計畫報支國外出差
旅費，湯添進所長、林
儷蓉老師，臺北－長春
－上海－臺北，10/28－
31。共98419元，其中雜
費/禮品費為2919元。另
有 T10660200189－2，
送至師大出版中心報支
雜費 1881元 。-(11/20)

98,419.00

49,818.00

4、9

9/14－17宋曜廷副校長
赴長春蘇州參加會議與
學術交流機票款/日支費
用--(11/20)

4、9

9/14－17宋曜廷副校長
赴長春蘇州參加會議擴
展學術交流保險費用-(11/20)

22,460.00

7

補助東亞系邵軒磊老師
106/10/27－10/30國外
差旅費 台北－中國廈門
移地研究教育學院支陳學志院長
至大陸地區廣東湛江市
與嶺南師範學院簽署學
術合作交流備忘錄及受
邀參加2017年第七屆海
峽兩岸教師教育高端論
壇經費$3998元整

3,998.00

僑服組支蔡佳因行政幹
事赴香港教育展機票與
差旅費用
11/29－12/3科教所譚克
平老師香港「WERA
2017」出國差旅費-(12/11)

22,661.00

3

生涯輔導系統成效評估─跨國合作研究3

特殊教育中心-「106 年特教中心參訪香港地區
大學資源教室活動」
3

僑先部-僑服組-香港澳門校友拜訪/澳門教育展
1、3
全球企業實習就業創業計畫

3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長春蘇州參加會議擴展
學術交流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台北－中國廈門移地
研究

教育學院-至大陸地區廣東湛江市與嶺南師範學
院簽署學術合作交流備忘錄及受邀參加2017年第
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育高端論壇
4

僑先部-僑服組-赴香港教育展
3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香港「WERA 2017」
4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廣西實驗班教授師資訓
練課程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廣西實驗班教授師資訓
練課程

179.00

56,720.00

27,250.00

3

馬怡君11/16－11/22赴
廣西實驗班教授師資訓
練課程出國差旅費-(12/14)

25,284.00

9

欒輝11/16－11/23赴廣
西實驗班教授師資訓練
課程出國差旅費-(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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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北京科技大學進行試題
編修

類別
9

頂大辦公室行政費用-赴北京科技大學進行試題
編修
9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出席AP
4
校長室-至廈門訪問
3

文學院-「第七屆東亞人文社會研究生論壇」

4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大陸昆明參加ICICE
2017國際研討會議
4

實習輔導組-赴中國上海教育見習
8
運動競技學系、所-赴重慶西南大學跆拳道交流
1、3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校際合作交流與
上海訪問
3

僑先部-招生組-赴香港參加師大會長交接活動
3

內容簡述
11/20－23廖鈺容赴北京
科技大學進行試題編修
出國公出險--(12/18)

執行數
170.00

11/20－23廖鈺容赴北京
科技大學進行試題編修
出國差旅費用(機票款，
簽證費，生活費)-(12/18)

23,666.00

圖資所報支吳怡瑾教授
出席AP－iSchools
meeting(香港)差旅費
吳副校長與林淑真老師
至廈門之差旅費12/20*106/11/15-16_吳
正己副校長_廈門_訪問+
學術合作+展演

29,077.00

65,516.00

文學院支「第七屆東亞
人文社會研究生論壇」
機票費補助新臺幣28，
160元。汪俊彥老師10，
360元、蔡佳玲同學8，
900元、楊慧鈴同學8，
900元，合計28，160
元。106/12/1~5_中國上
海_學術演講與研究生論
文發表-12/29
*106/12/1-12/5_汪俊彥
助理教授_上海_參加論
壇

10,360.00

工教系報支－郭金國教
授出國大陸昆明參加
ICICE 2017國際研討會
議出差費-12/29
*106/11/5-11/12+郭金
國教授+昆明+參加會議

57,493.00

機票費：支張民杰教授
帶學生赴中國上海教育
見習機票費 (與計畫
F106005887分攤)

11,558.00

運技系支本系教師赴重
慶西南大學跆拳道交流
交流費用乙批-12/31**

61,500.00

張國恩校長等四人至河
南大學.鄭州昇達管理學
院演講活動等校際合作
交流與上海訪問傑出校
友企業等差旅費
106/5/26－5/30(粘美惠
主計主任差旅費差額)

892.00

僑先部招生組支106年6
月2日~4日及陳嘉凌組長
赴香港參加師大會長交
接活動

28,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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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公館校區學務組-參加2017年兩岸四地高校現代
書院至教育論壇

類別

3、4

公館校區學務組-參加2017年兩岸四地高校現代
書院至教育論壇

3、4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山海經傳音樂劇
首演參訪交流

9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山海經傳音樂劇
首演參訪交流-

9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山海經傳音樂劇
首演參訪交流9
校長室-106年孔子行腳
3、4

校長室-106年孔子行腳

3、4

內容簡述
辦理學務處同仁至西安
參加2017年兩岸四地高
校現代書院至教育論壇
暨發表論文，借支8萬5
，400元。報支10人保險
費1910元、禮品6200
元、鳳梨酥1440元、住
宿費29430元(人民幣
6457.5元，匯率
4.522)、接送機交通費
5000元，計43670元

執行數
43,670.00

核支西安交通大學2017
年第四屆兩岸四地高校
書院論壇差旅費，共
158530元。(姜義村教授
19480元7/20~7/23，彭
惠輔導員7/20~7/24、許
敦喻、侯政宏行政秘書
7/20~7/24、李崇暐行政
幹事7/20~7/24、楊絡
婷、蔡妮及＃35562;各
19750元，劉若蘭副教授
7/20~7/24、黃靖淳、李
育齊管理師7/20~7/24各
6850元。)

79,017.00

山海經傳音樂劇首演參
訪交流本校專任教師夏
學理所長
(11/10~11/16)、何康國
教授(11/14~11/17)、梁
志民教授
(11/10~11/17)、吳義芳
副教授(11/13~11/17)、
梁文菁副教授
(11/14~11/16)機票費
(廈門)與住宿費

44,738.00

表演所支夏學理所長北
京、廈門參訪山海經傳
交流機票費、住宿費
(11/10~11/16)

45,570.00

表演所支山海經傳(廈
門)何康國教授機票費
(11/14~11/17)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張國
恩校長106.07.18106.07.31赴大陸上海、
武漢、杭州等地參與106
年孔子行腳預借款12/29

6,462.00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預借
鄭志富副校長、吳正己
副校長、林安邦主秘、
黃兆璽執行長
106.07.18-106.07.31赴
大陸上海、武漢、重慶
及成都參與106年孔子行
腳差旅費-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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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校長室-106年孔子行腳

類別

內容簡述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預借
鄭志富副校長、吳正己
副校長、林安邦主秘、
黃兆璽執行長
106.07.18-106.07.31赴
大陸上海、武漢、重慶
及成都參與106年孔子行
腳差旅費-12/29

執行數
12,985.00

61,825.00

3、4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張少
熙學務長106年赴上海、
武漢孔子行腳差旅費
(7/18~7/22)

199,008.00

3

張國恩校長等四人至河
南大學.鄭州昇達管理學
院演講活動等校際合作
交流與上海訪問傑出校
友企業等差旅費
106/5/26－5/30

73,251.00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主任
秘書、執行長、林專員
赴重慶西南大學參訪費
用-12/25
*106/11/30-12/3_林安
邦副教授+黃兆璽助理研
究員+林書瑜行政專員_
重慶_參訪

37,242.00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主任
秘書、執行長、林專員
赴重慶西南大學參訪費
用-12/25
*106/11/30-12/3_林安
邦副教授+黃兆璽助理研
究員+林書瑜行政專員_
重慶_參訪

115,677.00

9

進修推廣學院協同宋副
校長等6人至華中師大.
正漢大學及三峽大學等
校進行校際學術及推廣
合作業務交流差旅費
106/7/3－7/7

97,448.00

3

高文忠院長、楊琇惠二
人赴大陸山東濟南及遼
寧大連拜訪遼寧師範大
學及山東師範大學等校
旅費(106/12/26－
12/30)

3、4

學生事務處-106年孔子行腳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校際合作交流與
上海訪問

校長室

校長室-赴重慶西南大學參訪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進行校際學術及
推廣合作業務交流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拜訪遼寧師範大
學及山東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校際合作交流與
上海訪問
9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至哈爾濱
師範大學、東北師範大學及瀋陽師範大學進行行
銷
3、9

進修推廣學院協同校長
等人至河南大學.鄭州昇
達管理學院演講活動等
校際合作交流與上海訪
問傑出校友企業等差旅
費106/5/26－5/30(楊琇
惠祕書差旅費差額)
高文忠院長等三人赴大
陸至哈爾濱師範大學、
東北師範大學及瀋陽師
範大學進行行銷宣傳事
宜旅費(106/9/17－
9/23)(保險費、禮品及
交際費、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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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赴大陸至哈爾濱
師範大學、東北師範大學及瀋陽師範大學進行行
銷

類別

3、9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106年孔子行腳

內容簡述
高文忠院長等三人赴大
陸至哈爾濱師範大學、
東北師範大學及瀋陽師
範大學進行行銷宣傳事
宜旅費(106/9/17－
9/23)

執行數
134,391.00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進推
長高文忠106.07.18106.07.31赴大陸上海、
武漢、重慶及成都參與
106年孔子行腳大陸活動
差旅費

125,196.00

進修推廣學院協同校長
等人至河南大學.鄭州昇
達管理學院演講活動等
校際合作交流與上海訪
問傑出校友企業等差旅
費106/5/26－5/30

100,288.00

35,865.00

3、9

部主任室支106.9.22106.9.24前往香港澳門
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
教育展(參加人員:吳忠
信，公務用)

36,241.00

3、9

部主任室支106.9.22106.9.24前往香港澳門
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
教育展(參加人員:陳淑
慧，公務用)

35,255.00

3、9

部主任室支106.9.22106.9.24前往香港澳門
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
教育展(參加人員:宋蕙
伶，公務用)
僑服組支10/26-10/29洪
瑩倫老師赴香港教育展
機票與差旅費用
部主任室支參加2017澳
門臺灣高等教育展9/229/24(參加人員:黃兆璽
，公務用)

42,883.00

3、4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校際合作交流與
上海訪問
3

僑先部主任室-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僑先部主任室-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僑先部主任室-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僑先部-僑服組-師赴香港教育展
3、9
僑先部主任室-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3、9
僑先部主任室-參加2017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3、9
僑先部-僑服組-赴香港教育展
3、9
美術系、所-風景園林的文化、政經及社會意涵
7

總務處-106年孔子行腳
3、4

35,005.00

部主任室支參加2017澳
門臺灣高等教育展(參加
人員:蔡佳因，公務用)

19,312.00

僑服組支蔡佳因行政幹
事赴香港教育展機票與
差旅費用
風景園林的文化、政經
及社會意涵：藝術史學
理論取逕的研究，補助
教師、行政人員差旅
費。

5,451.00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總務
長許和捷106.07.18106.07.31赴大陸上海、
武漢及重慶參與106年孔
子行腳差旅費

備註

29,400.00

125,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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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