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深耕計畫(經)-科學跨域學習與教學】 4

科教中心辦理研究計畫報支

張俊彥教授於107.5.10－11

至中國江西辦理演講--

(6/5)

27960

2 【深耕計畫(經)-科學跨域學習與教學】 4

科教中心辦理研究計畫報支

張俊彥教授於107.5.1－3至

中國安徽辦理演講--(6/26)

13689

3
教育部補助【106學年度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精進師

資素質計畫-設置中等教育階段自然領域教學研究中心

計畫】經費

7

支陳育霖1070331－1070404

參訪華東師範大學等國外差

旅費

46471

4
教育部補助【106學年度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精進師

資素質計畫-設置中等教育階段自然領域教學研究中心

計畫】經費

7

報支賈至達、張永達、傅祖

怡、劉湘瑤1070331－

1070404參訪華東師範大學

等國外差旅費

181000

5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7

研發處補助華語文教學系科

技促進語言學習研究室與國

外學研機構合作經費：報支

籃玉如教授

1070524~1070529赴廣州華

南師範大學演講及參加研討

會

53798

6
助蔡今中教授、李旻憲副教授及林宗進助理教授1/8－

1/12赴香港短期訪問
3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李

旻憲副教授及林宗進助理教

授1/8－1/12赴香港短期訪

問之差旅費

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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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1月至107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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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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放寬外籍英語教師聘任資

格可行性探討計畫】經費
1

英語系請支羅美蘭老師

1070401-1070405赴北

京訪察計畫國外差旅費

52308

2

教育部委託辦理「九年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

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輔導

群」案經費

3

表藝所報支107年3月

23-26日委員成長活動

(廈門、金門)：鍾璧

如、邱鈺鈞、邱敏芳、

廖浩閔及張超倫日支生

活費(廈門)日支生活費

(美金162元):3/23－25

住宿

(162*29.195=4729.5，

4730*3=14190)，3/26

無住宿

(162*0.3*29.195=1418

.8)。(3/22臺灣銀行美

金即期賣出匯

率:29.195)

15078

3

教育部委託辦理「九年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

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輔導

群」案經費

3

表演所報支夏學理107

年3月23-26日委員成長

活動(廈門)日支生活費

(美金162元):3/23-25

住宿

(162*29.195=4729.5，

扣3/24午晚餐0.16%及

3/25午餐費0.08%)，

3/26無住宿

(162*0.3*29.195=1418

.8)。(3/22臺灣銀行美

金即期賣出匯

率:29.195)

20687

4
科技部補助【矽藻土/水膠複合材料作為混凝

土自養護劑的研究】經費
4

化學系報支106/12/13

－16 105B004802 到中

國大陸杭州參加

ICAMPE2017會議並發表

論文

26303

5
科技部補助【數位教學工具於創業教育之應

用：主題、課程設計和評估(1/3)】第1年經費
7

報支全營所吳彥濬教授

106/11/22~26至中國大

陸天津參加全國創業學

院院長論壇及天津大學

院長商討學術合作相關

事宜之國外差旅費(移

地研究)。

35220

6

科技部補助【以尖葉楓與紅榨楓自然雜交的遺

傳檢測探討不同海拔植物的適應性基因漸滲與

棲地擴張(2/3)】第2年經費

7

生科系廖培鈞教授報支

106/8/7-8/18赴北京及

攀枝花合作交流國外差

旅費(計畫實驗合作事

項)及兼任助理黃秉宏

106/8/7-8/13赴北京學

術交流之國外差旅費

50054

7
科技部補助【農林害蟲透翅蛾之多樣性與系統

分類(2/3)】第2年經費
7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計畫

主持人徐堉峰老師

106/8/15－9/4至大陸

雲南採集研究樣本之機

票費用

298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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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數學系支106/12/24-29

黃聰明赴大陸三亞參加

清華三亞國際數學論壇

所舉辦之Eigenvalue

Problems: Theory，

Approximation and

Applications

Workshop國際會議差旅

費

5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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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1月至107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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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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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營所支吳彥濬教授

106/12/07~106/12/10

至大陸福建省泉州市華

僑大學國際學院進行學

術交流以及論文討論事

宜之移地研究差旅費

12470

10
科技部補助【數位教學工具於創業教育之應

用：主題、課程設計和評估(1/3)】第1年經費
7

全營所支吳彥濬教授

106/12/07~106/12/10

至大陸福建省泉州市華

僑大學國際學院進行學

術交流以及論文討論事

宜之移地研究差旅費

122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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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3年經費

7

國文系報支107/1/4－7

許俊雅至上海地區移地

研究

37155

12

科技部補助【氣候變遷傳播中認知理性領域和

情意感性領域之相互作用研究：從海平面上

升、北極熊到世界末日(1/2)】第1年經費

7

環教所報支葉欣誠

106/12/5-6日赴廈門理

工學院學術交流與發表

演說之國外差旅費

6888

13
科技部補助【平均場方程, Lame方程與

Painleve第六方程之關聯性(3/3)】第3年經費
4

數學系支106/12/26－

30 郭庭榕參加廣州

ICCM annual meeting

並於大會發表45分鐘演

講.

35019

14
科技部補助【從生命遊戲到點燈遊戲的數學性

質研究】經費
4

數學系支106/11/2－5

郭君逸參加福建省福州

市舉行第九屆海峽兩岸

圖論與組合數學學術會

議

3939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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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文系支106/12/22-25

陳麗至大陸湖南長沙省

立博物館、簡牘博物

館、馬王堆遺址進行移

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26734

16
科技部補助【課前教學影片融入遊戲搭配課堂

擴增實境教具之建置與評估(2/3)】第2年經費
4

科技部支出許庭嘉老師

106/06/02-06/06前往

北京參與GCCCE研討會

之大陸地區旅費

56872

17
科技部補助【課前教學影片融入遊戲搭配課堂

擴增實境教具之建置與評估(1/3)】第1年經費
4

科技部支出許庭嘉老師

106/7/14-7/16出席香

港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研討會(CTE2017)，受

邀擔任特邀嘉賓以及會

議主持人並發表論文

4415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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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化學系報支107/1/10-

19 陳家俊前往中國上

海至交通大學錢昆教授

實驗室等進行實驗

8179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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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文系報支106/11/29

－1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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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4

20

科技部補助【新住民子女認知與情意創造力表

現之機制探討：內外複雜度、優勢取向和文化

整合教學之調節中介模型(1/3)】第1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張雨霖老師

於106.09.15－

106.09.20赴大陸黑龍

江省哈爾濱，參加第十

屆華人心理學家學術研

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45655

21

科技部補助【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運動產業政

策：從政府及營利組織的層面來探討(1/3)】

第1年經費

7

休旅所報支107/1/7-

2/4 湯添進 臺北－北

京 移地研究差旅費

15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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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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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

3年經費

4

科技系支國外差旅費，

蕭顯勝教授參加2018

3rd PI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PIL－EMI

2018)國際研討會發表

論文，2018/02/11－14

，香港

49040

23

科技部補助【基於多規則決策分析之後摩爾時

代系統晶片設計服務情境分析、服務技術路徑

圖推衍、與基於模糊多目標能力集合擴展之研

發策略(1/3)】第1年經費

4

工教系報支106/11/06

－106/11/11黃啟祐前

往中國大陸雲南省昆明

市參加 (ICICE2017)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3868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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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育系報支周愚文教授

於107.01.14－

107.01.20赴大陸香

港）進行計畫移地研究

及蒐集資料。

64737

25
科技部補助【低衝擊登山運動：永續自然環境

之管理策略、方案執行與成效衡量研究】經費
4

公領系報支吳崇旗老師

於107年1月21~25日赴

香港與參2018 HKICEPS

會議-之國外差旅費

5346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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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化學系報支107/2/6-9

陳家俊前往中國成都四

川大學華西醫院差旅費

(移地研究)

425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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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3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陳學志教授

於106.09.16－

106.09.17赴大陸哈爾

濱，參加第十屆華人心

理學家學術研討會之國

外差旅費(與

106B023601合併分攤)

15579

28

科技部補助【新住民子女認知與情意創造力表

現之機制探討：內外複雜度、優勢取向和文化

整合教學之調節中介模型(1/3)】第1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陳學志教授

於106.09.16－

106.09.17赴大陸哈爾

濱，參加第十屆華人心

理學家學術研討會之國

外差旅費(與

104B027603合併分攤)

5697

29
科技部補助【《易傳》「洗心」義理詮釋研

究：從先秦到清代的考察比較析論】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7/4/20-

24 賴貴三赴中國河南

鄭州出席「詩聖杜甫與

中華詩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316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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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東亞系報支潘鳳娟教授

科技部計畫107/4/8-

4/14赴北京移地研究國

外差旅費

57553

31
科技部補助【圖形理論及其廣泛的控制集問題

研究】經費
7

僑先部支張飛黃

(107/3/31－107/4/7)

赴浙江金華市師範大學

移地研究差旅費-5/4

30000

32
科技部補助【從生命遊戲到點燈遊戲的數學性

質研究】經費
7

數學系支106/12/21－

24 郭君逸至廈門大學

進行移地研究

18222

33
科技部補助【全球化武俠: 跨國影像，武導系

譜，與流行文化(1/3)】第1年經費
7

英語系報支吳佳琪

107/3/22-28日赴香港

參加2018香港國際電影

節之國外差旅費(實際

核銷生活費共6天)

5404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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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發系報支賴文鳳教授

於107年1月15~19日赴

大陸杭州義烏市進行移

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大陸地區旅費)

2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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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技部補助【農林害蟲透翅蛾之多樣性與系統

分類(2/3)】第2年經費
7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計畫

主持人徐堉峰教授

107/1/16－19至福建福

州($16800)、107/1/25

－2/2至越南順化

($18900)、107/3/16－

21至湖南長沙

($15300)、107/3/31－

4/6至廣西桂林

($18700)、107/4/20－

25至湖南長沙($12450)

採集研究樣本之國外差

旅費

63250

36
科技部補助【從生命遊戲到點燈遊戲的數學性

質研究】經費
7

數學系報支107/3/31-

4/7 郭君逸前往浙江師

範大學進行移地研究差

旅費(實支17384)

17384

37
科技部補助【臺灣環境典範的內涵與轉移研究

(1/3)】第1年經費
4

環教所報支張子超

106//11/10-11日赴香

港參加第八屆兩岸四地

可持續發展教育論壇並

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20522

38

科技部補助【臺灣大學生線上論證之研究：提

昇全球素養能力之跨領域整合與比較－總計畫

暨子計畫五：臺灣大學生線上論證之研究：提

昇全球素養能力之跨領域整合與比較(1/3)】

第1年經費

4

學科學程報支蔡佩珊助

理教授(共同主持人)於

107/5/24－5/29至中國

廣州出席國際會議

GCCCE並發表論文差旅

費

45831

39
科技部補助【適應性偏好、自主、幸福與教

育】經費
4

教育系報支陳伊琳助理

教授於107年5月16日至

19日赴大陸貴州省銅仁

市銅仁學院進行通識教

育交流並發表論文乙篇

之大陸地區旅費

1720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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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報支劉蔚之副教

授於107年5月18-21日

赴大陸-上海復旦大學-

參加研討會與發表論文

18895

41
科技部補助【《易傳》「洗心」義理詮釋研

究：從先秦到清代的考察比較析論】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7/5/11-

13 賴貴三赴大陸杭州

參加「第三屆中國四庫

學高層論壇」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差旅費

20906

42
科技部補助【數位教學工具於創業教育之應

用：主題、課程設計和評估(1/3)】第1年經費
7

支全營所吳彥濬教授

107年4月19－22日至河

北石家莊進行移地研究

之國外旅費13906元

13906

43

科技部補助【混沌中的召喚—混沌理論取向之

生涯意義形塑模式建構與驗證(3/3)】第3年經

費

4

(科技部)1070606心輔

系報支計劃主持人田秀

蘭教授107年5月14~20

日赴中國北京出席會議

發表論文之差旅費

40400

44
科技部補助【《易傳》「洗心」義理詮釋研

究：從先秦到清代的考察比較析論】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7/5/2-30

賴貴三赴大陸山東濟南

參加「第二屆東亞易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並

進行田野調查之差旅

費。

1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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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科技部補助【研發適用於高中生之電子資訊

STEM實作學習活動及其成效評估】經費
4

科技系報支丁玉良老師

107/5/24－29至中國廣

州參加2018 GCCCE 發

表論文之差旅費 註冊

費(2000人民

幣)*4.772(5/23匯

率)=9444元+機票6991

元+生活費

(190*30.01+190*30.01

*84%*4+190*30.01*30%

=26573)

43008

46
(標)連江縣政府委託辦理「連江縣有形文化資

產防災守護計畫」經費
7

東亞系報支江柏煒

107/3/2-4日前往中國

大陸北京資料調查研究

蒐集之國外差旅費

34901

47
(標)連江縣政府委託辦理「連江縣有形文化資

產防災守護計畫」經費
1

東亞系報支博士後研究

林宜君107年4月26-

4/30日至大陸福州資料

蒐集之國外差旅費

28189

48
(標)連江縣政府委託辦理「連江縣有形文化資

產防災守護計畫」經費
1

東亞系報支案博士後研

究卓雯雯107年4月26-

30日至大陸福州資料蒐

集國外差旅費

28189

49
美術系「港澳地區水墨發展現況考察：澳門理

工大學暨港澳藝文環境參訪」計畫
1、3

澳門理工大學暨港澳藝

文環境參訪
42857

50 英語系「華人社會中的英語教育議題」 4、9
姐妹校教學研討交流活

動
34200

51 物理學系「雙邊微學分課程計畫」 7、9
物理學系劉祥麟老師赴

天津南開大學
30000

52 107年臺師大吳副校長率隊訪香港重點大學 1、3、9

拜會香港大學、香港教

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三所重點大學進行學術

交流與參訪。

72000

53 107年臺師大吳副校長率隊訪香港重點大學 1、3、9

拜會香港大學、香港教

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三所重點大學進行學術

交流與參訪。

12351

54 107年臺師大吳副校長率隊訪香港重點大學 1、3、9

拜會香港大學、香港教

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三所重點大學進行學術

交流與參訪。

5964

55 107年臺師大吳副校長率隊訪香港重點大學 1、3、9

拜會香港大學、香港教

育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三所重點大學進行學術

交流與參訪。

158

56 機電系報支陳美勇教授赴陸參訪 3

機電系報支陳美勇教授

赴陸參訪差旅費(1/9－

1/15)-2/12

31114

57
復健諮商研究所報之 姜義村老師赴中國廣州

湛江參與第四屆海峽兩岸特殊教育高端論壇
4

復健諮商研究所報之

姜義村老師赴中國廣州

湛江參與第四屆海峽兩

岸特殊教育高端論壇差

旅費106－11/10－

11/14(共5天)

40699

58
王麗雲教授106/11/17－19至大陸廣東湛江參

加「第七屆海峽兩岸教師教育高端論壇」
4

教育系報支王麗雲教授

106/11/17－19至大陸

廣東湛江參加「第七屆

海峽兩岸教師教育高端

論壇」差旅費

19500

59 劉美慧教授國外差旅費用 3

教育系報支劉美慧教授

國外差旅費用(1/5－

1/8，台北－深圳－香

港－台北來回機票

12041元+生活補助費

15999元+搭機時生活費

補助2738元+香港巴士

搭乘費342元+手機漫遊

費1596元，合計32716

元)

32716

60 陳美勇教授大陸參訪差旅費 3

機電系報支陳美勇教授

大陸參訪差旅費(7/1－

6；山東聊城)。-4/26

2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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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吳彥濬教授107年3月6－11日至四川成都參加

學術交流與論文合作
7

支全營所吳彥濬教授

107年3月6－11日至四

川成都參加學術交流與

論文合作出差旅費共

30,365元

30365

62 赴大陸昆明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支

106/11/04~11/9吳明振

赴大陸昆明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論文差旅費-

5/24

*106/11/4~11/10_工教

系吳明振教授_昆明_研

討活動學術交流。

62326

63
吳忠信老師5/8－12西安陝西師大生科院學術

交流
3

生科系支吳忠信老師

5/8－12西安陝西師大

生科院學術交流機票費

13200

64
蕭顯勝教授參加zSpace在課堂中的應用模式研

討及觀摩活動
3

科技系支國外差旅費－

蕭顯勝教授參加zSpace

在課堂中的應用模式研

討及觀摩活動-6/5

*107/3/21-3/23_上海

31446

65 出席第22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1、7

資教所報支107/5/25－

5/29陳明溥教授出席第

22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

育應用大會

GCCCE2018(廣州)

46023

66
赴廣西南寧協助本校辦理師資培育工作坊、收

集資料、進行交流之大陸差旅費用
3

心輔系報支1076/11/16

－23 楊政育研究員赴

廣西南寧協助本校辦理

師資培育工作坊、收集

資料、進行交流之大陸

差旅費用

24964

67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流基金會產學合作

「從聯覺現象看概念的跨文化表徵：基於佛經

譯本的詞彙語義研究」第一年經費

4

華教系報支洪嘉馡教授

107/2/3-11日赴港參加

「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

會」計畫會議之國外差

旅費(實際生活費報支

2/3-6及2/11日)

49843

68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4

電機系報支學習型兼任

助理黃耀葆106.11.13

－106.11.20/台北－北

京/從高雄國立中山大

學至北京，參與第八屆

高通大中華地區大學研

究合作交流會(Eighth

Qualcomm Greater

China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Workshop)，發表產學

合作成果並進行相關學

術交流之國外差旅費

37285

69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4

電機系報支計畫主持人

葉家宏教授106.11.14

－106.11.16/台北－北

京/參與第八屆高通大

中華地區大學研究合作

交流會(Eighth

Qualcomm Greater

China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Workshop)，發表產學

合作成果並進行相關學

術交流之國外差旅費

3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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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4

電機系報支學習型兼任

助理黃耀葆107.3.4－

107.3.11/高雄－上海/

從高雄國立中山大學至

上海，參與舉辦於高通

上海辦公室之QUALCOMM

Multimed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Review，發表

年度產學合作成果並進

行相關學術交流之國外

差旅費

28679

71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4

電機系報支學習型兼任

助理林旻慧107.3.4－

107.3.8/高雄－上海/

從高雄國立中山大學至

上海，參與舉辦於高通

上海辦公室之QUALCOMM

Multimed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Review，發表

年度產學合作成果並進

行相關學術交流之國外

差旅費

28916

72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3

電機系報支計畫主持人

葉家宏教授107.3.5－

107.3.7/台北－上海/

參與舉辦於高通上海辦

公室之QUALCOMM

Multimed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Review，發表

年度產學合作成果並進

行相關學術交流之國外

差旅費

35079

73

美國高通公司委辦【3D

Reconstruction:Large-scale

Reconstruction and Non-rigid

Reconstruction】經費

3

電機系報支計畫主持人

葉家宏教授106.4.5－

106.4.7/台北－深圳/

參與舉辦於高通深圳辦

公室之 Multimedia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Review，發表

產學合作成果並進行相

關學術交流之國外差旅

費

28088

74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1/10－12劉莘倫赴北京

科技大學技術交流出國

差旅費(機票款及生活

費)--(2/2)

33977

75 赴北京科技大學技術交流出國差旅費 3

1/10－12劉莘倫赴北京

科技大學技術交流出國

差旅費(公出險費用)--

(2/2)

170

76 赴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9

1/26－28張道行副教授

赴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

產學合作公出險費用--

(2/27)

170

77 赴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學合作出國差旅費 9

1/26－28張道行副教授

/曾厚強助理赴深圳海

雲天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出國差旅費(機票款和

生活費)--(2/27)

23371

78 赴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9

1/26－28曾厚強助理赴

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

學合作出國公出險費

用--(3/5)

170

79 赴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9

1/26－28曾厚強助理赴

深圳海雲天公司洽談產

學合作出國差旅費(機

票款，生活費，公務

WIFI費用)--(3/5)

2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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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張民杰教授赴上海台商子女學校輔導實習 3

國外差旅費：張民杰教

授赴上海台商子女學校

輔導實習學生差旅費／

時間：107.01.25－

107.02.01

77023

81 至香港大學輔導師資生教育見習國外差旅費 3

國外差旅費：支葉明芬

教授至香港大學輔導師

資生教育見習國外差旅

費／日期：107.03.11

－13／國家：中國香港

33022

82
報支全人書院106學年度學生自主學習活動補

助本校學務處同仁香港參訪
3

(107/1/23~107/1/27赴

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

支全人書院106學年度

學生自主學習活動補助

本校學務處同仁香港參

訪(107.01.24－27)張

少熙學務長差旅費

11768元整。

11768

83 赴香港中文大學－移地學術研究 7

報支107/1/23~1/26安

用吉助理教授赴香港中

文大學－移地學術研究

出國費用，總計36052

元

36052

84 帶領女子拔河隊2018世界室內拔河錦標賽 3

張少熙學務長帶領女子

拔河隊2018世界室內拔

河錦標賽膳食零用費機

場接送及保險費特殊事

項(3/7-3/15赴南京、

徐州)

9251

85 帶領女子拔河隊2018世界室內拔河錦標賽 3

張少熙學務長帶領女子

拔河隊2018世界室內拔

河錦標賽膳食零用費機

場接送及保險費特殊事

項(3/7-3/15赴南京、

徐州)

13012

86
EMBA106學年度第二學期「運籌與流通管理課

程」－深圳海外參訪乙案
3

EMBA106學年度第二學

期「運籌與流通管理課

程」－深圳海外參訪乙

案－周世玉院長及蘇盈

方同學差旅費

(3/12~3/14赴深圳)

23076

87
「赴大陸－廣州中山大學洽談EMBA跨海校際交

流」差旅費
9

EMBA107.3/25－3/26

「赴大陸－廣州中山大

學洽談EMBA跨海校際交

流」差旅費－葉匡時.

印永翔教授.康敏平教

授

44132

88 帶領女子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賽 3

張少熙學務長帶領女子

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

賽相關費用禮品交際費

(107.04.16－

107.04.20)

15240

89 帶領女子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賽 3

張少熙學務長帶領女子

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

賽相關費用機場接送與

保險(107.04.16－

107.04.20)

2200

90 帶領女子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賽 3

張少熙學務長帶領女子

拔河隊赴廣西參加友誼

賽相關費用機場接送與

保險(107.04.16－

107.04.20)

191

91 赴大陸成都參加中國教育裝備展示會 4

5/9－5/14楊田仲專任

助理赴大陸成都參加中

國教育裝備展示會差旅

費用。(機票費、生活

費、保險費)--(6/8)

4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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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3/19-3/20北京差旅費 3
支印永翔教授3/19-

3/20北京差旅費
21987

93 3/19-3/20北京差旅費 3
支邱皓政教授3/19-

3/20份北京差旅費
22605

94 3/19-3/20北京差旅費 3
支蔡珮蓉專任助理

3/19-3/20北京差旅費
38786

95 3/19-3/20北京差旅費 3
支周世玉教授3/19-

3/20北京差旅費
21987

96 3/19-3/20北京差旅費 3
支蕭中強副教授3/19-

3/20北京差旅費
30849

97
劉美慧處長赴上海推動與國外學校洽談實習合

作計畫
4

國外差旅費：劉美慧處

長赴上海推動與國外學

校洽談實習合作計畫／

時間:107.04.25－28，

共4日

49309

98 赴澳門大學交流參訪 3

(1/31-2/3劉瓊雅護理

師、熊顥方輔導員、陳

慧娟副教授、李崇暐行

政幹事、彭惠輔導員赴

澳門大學交流參訪)報

支1/31－2/2全人書院

澳門參訪，機場接送交

通費用5500元、保險費

用13人2327元，共7827

元。

6395

99 赴澳門大學交流參訪 3

(1/31-2/3劉瓊雅護理

師、熊顥方輔導員、陳

慧娟副教授、李崇暐行

政幹事、彭惠輔導員赴

澳門大學交流參訪)

44780

100
報支全人書院106學年度本校學務處同仁澳門

參訪
3

(1/31-2/3劉瓊雅護理

師、熊顥方輔導員、陳

慧娟副教授、李崇暐行

政幹事、彭惠輔導員赴

澳門大學交流參訪)報

支全人書院106學年度

本校學務處同仁澳門參

訪(107.01.31－2.3)來

回機票費用，34500元

整。

34500

101 支全人書院赴澳參訪 3

棒支全人書院赴澳參訪

(01/30－02/03)禮品

(鳳梨酥2880元、牛軋

餅360元)3240元。

3240

102 公館校區學務組 3

彭惠輔導員、賴志堅副

教授、黃志祥技術佐理

107/1/23~107/1/27赴

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

全人書院香港參訪保險

費、差旅費共119573

元。1.保險費13人各

191元，共2483元。2.

差旅費38924元3人(黃

志祥、賴志及＃

27179;、彭惠)，共

116772元。

117345

103
赴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1/23－1/27全人書院

香港參訪
3

彭惠輔導員、賴志堅副

教授、黃志祥技術佐理

107/1/23~107/1/27赴

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

1/23－1/27全人書院香

港參訪，機場接送交通

費用5400元整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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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赴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全人書院辦公室港澳

出訪
3

彭惠輔導員、賴志堅副

教授、黃志祥技術佐理

107/1/23~107/1/27赴

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

全人書院辦公室港澳出

訪禮品費用，赴港禮品

(鳳梨酥4320元、小林

煎餅1560元、鳳梨酥

647元、小林煎餅1340

元)7867元。

7867

105 公館校區學務組 3

彭惠輔導員、賴志堅副

教授、黃志祥技術佐理

107/1/23~107/1/27赴

香港大學參訪交流報支

全人書院106學年度學

生自主學習活動補助本

校學務處同仁香港參訪

(107.01.23－27)來回

機票費用，19500元

整。

19500

106
1/30－2/3赴大陸辦理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目招生廣宣活動
3

1/30－2/3赴大陸辦理

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

目招生廣宣活動差旅

費-4/10

*張國恩校長、林安邦

主任秘書、黃兆璽助理

研究員、林政宏組長、

楊琇惠行政專員

1116

107
1/30－2/3赴大陸辦理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目招生廣宣活動
3

1/30－2/3赴大陸辦理

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

目招生廣宣活動差旅

費-4/10

*張國恩校長、林安邦

主任秘書、黃兆璽助理

研究員、林政宏組長、

楊琇惠行政專員

122294

108 校長室 3

1/21－24赴大陸辦理孔

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

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差

旅費(林安邦等人)-

4/19

*共證T10709400012

135800

109
1/21－24赴大陸辦理孔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

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
3

1/21－24赴大陸辦理孔

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

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差

旅費(林安邦等人)

447

110 之 3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

授、李旻憲副教授及林

宗進助理教授1/8－

1/12赴香港短期訪問之

差旅費

135000

111
赴香港教育大學出席－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

榮譽文學士課程學校體驗會議
4

進修推廣學院支楊秉煌

助理教授107.04.09－

107.04.10赴香港教育

大學出席－漢語作為第

二語言教學榮譽文學士

課程學校體驗會議

22316

112
辦理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術交流及學生培訓

等項目招生廣宣活動
3

1/30－2/3赴大陸辦理

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

目招生廣宣活動差旅費

10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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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1/30－2/3赴大陸辦理

兩岸校際合作、教師學

術交流及學生培訓等項

目招生廣宣活動－差旅

費差額

372

114
孔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

差旅費
3

1/21－24赴大陸辦理孔

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

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差

旅費(林安邦－禮品費

及高文忠等人差旅費)

90151

115
赴大陸辦理孔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交流與招

生廣宣活動
3

1/21－24赴大陸辦理孔

子行腳場勘及兩岸學術

交流與招生廣宣活動－

差旅費差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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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