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深耕計畫(經)-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統計學習方

案】
3、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教授107/6/4~9赴美國

匹茲堡出席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IWALS)發表論

文國外差旅費用。--

(6/20)

72815

2
【深耕計畫(經)-運用語料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之研究】
3、4

請支107J1D0201計畫主

持人陳浩然參加IWALS

2018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會議

並發表論文之差旅費(會

議地點:匹茲堡)--

(6/26)

84141

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辦理「赴新加坡體育運動

參訪暨學術交流」計畫經費
1、3

體育系報支補助鄭志

富、林玫君、張少熙、

季力康、洪聰敏、程瑞

福、掌慶維、陳畇蓁、

林巧怡、簡欣穎

106/12/17-20日赴新加

坡體育運動參訪暨學術

交流計畫之國外差旅費

550000

4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領域聯盟』

(教育及人文領域)-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

流】經費

(教育學院)

4

特教中心報支教育學院

補助柯惠菁助理研究員

11/18-24參加在加孟加

拉達卡舉辦第23屆亞洲

智能障礙聯盟會議扛外

旅費(辦理新南向國家相

關學術活動)

50229

5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領域聯盟』

(教育及人文領域)-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

流】經費(國社院)
3

教育學院補助國社院華

語系潘淑滿老師106年9

月23~25日赴泰國清邁進

行學術交流(參加臺灣華

語與文化培訓工作坊課

程開幕式)之差旅費

26638

6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領域聯盟』

(教育及人文領域)-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

流】經費(國社院)
3

教育學院補助國社院華

語系杜昭玫老師106年9

月23~25日赴泰國清邁進

行學術交流(參加臺灣華

語與文化培訓工作坊課

程開幕式)之差旅費

26638

7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

研發處補助科學教育中

心與國外學研機構合作

經費－報支張俊彥教授

106.12.1－12至美國舊

金山州立大學分享STEM

教育成果-3/2

99375

（基金名稱）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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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國際事務處報支宋修德

106/12/13-12/16日赴泰

國曼谷出席106年度國外

標竿學習暨新南向經貿

聯盟論壇及臺泰論壇回

訪之國外差旅費

33444

9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國際事務處報支博士生

孫瑀106/12/13-12/16日

赴泰國曼谷出席106年度

國外標竿學習暨新南向

經貿聯盟論壇及臺泰論

壇回訪之國外差旅費

32565

10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國際事務處報支黃啟祐

副處長106/12/8-12/16

日赴泰國曼谷出席106年

度國外標竿學習暨新南

向經貿聯盟論壇及臺泰

論壇回訪之國外差旅費

(實際生活費共計7天)

39363

11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國際事務處報支林禹致

行政專員106/12/8-

12/16日赴泰國曼谷出席

106年度國外標竿學習暨

新南向經貿聯盟論壇及

臺泰論壇回訪之國外差

旅費(實際生活費共計7

天)

67123

12
教育部補助［補助師範大學邱美虹教授出席第43

屆APEC HRDWG會議出國經費］
4

科教所報支 邱美虹教授

國外旅費:機票與簽證費

$39400、生活費

$45106、保險$200，合

計共84706元整，核實報

支。

84706

13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

研發處補助科學教育中

心與國外學研機構合作

經費－報支張俊彥教授

107.2.17－3.1至蒙特內

哥羅札布利亞克參加研

討會及CCR未來合作討論

實證研究-5/1

120080

1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

研發處補助教務處徐筱

玲老師106學年度新進教

師出國參加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論文，機票費

24500元

24500

15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東南亞環境

災害政治經濟學/政治生態學與災害識覺教育之跨

國比較研究初探計畫」經費

1

地理系報支蘇淑娟老師

1070114-1070119前往印

尼日惹地區，進行環境

變遷與災害識覺實察研

究活動國外旅費。

33433

16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東南亞環境

災害政治經濟學/政治生態學與災害識覺教育之跨

國比較研究初探計畫」經費

1、3

地理系報支蘇淑娟老師

執行「教育部強化東協

與南亞國家合作交流學

術型領域聯盟<教育與人

文領域>」1070219-

1070225前往緬甸曼德拉

參訪及考察仰光市區環

境規劃與防災設施狀況

國外旅費。

6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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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

研發處補助科學教育中

心與國外學研機構合作

經費－報支張俊彥教授

107.3.5－15至美國亞特

蘭大參加全美科教年會

發表論文並與其他期刊

主編討論期刊編輯事宜

(與B107010957共同分

攤)-5/22

13996

18

教育部部分補助【臺灣.日本研究生學術課程暨史

蹟考察:國際視野下地方歷史文化資產之再生與活

化】經費

1

臺史所支教育部補助

1/31-2/16許佩賢

($3,087).陳志豪

($2,987)老師及學生赴

日本山形交流考察計畫

機票費用

6074

19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領域聯盟』

(教育及人文領域)-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

流】經費(國社院)
3

【預借】國社院預借新

南向計畫潘淑滿老師等7

人11/3-12/3赴越南胡志

明市進行學術參訪與交

流，租車費用新臺幣1萬

5仟5百元整。

15500

20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之『學術型領域聯盟』

(教育及人文領域)-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

流】經費(國社院)
3

教育學院補助國社院潘

淑滿、游美貴、田正

利、張崑將、陳麗宇、

張(女+韋)雯及范氏梅七

人11/30-12/3越南胡志

明市參訪有關新南向政

策差旅費-1/8

147219

21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

【轉正】研發處補助蔡

今中教授3/8－3/12赴新

加坡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55000

22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

3/8－3/12赴新加坡短期

訪問之差旅費

2241

23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轉付國際事務處報支107

年3月23-27日科技學院

程金保院長率團(成員:

丁玉良、林禹致、許陳

鑑)赴泰企業參訪暨大學

院校進行學術交流之國

外差旅費

159680

24

國立臺灣大學與本校共同執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泰國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經費

(依臺灣大學107/5/7日校國際字第1070034123號

函資本門不予轉撥)

1、3

國際事務處報支107年3

月23-27日科技學院程金

保院長率團(成員:丁玉

良、林禹致、許陳鑑)赴

泰企業參訪暨大學院校

進行學術交流之國外差

旅費

10233

說明：

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出國計畫（不含大陸地區）應依預算所列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出國計畫項目填列；因

故未執行、需變更計畫或臨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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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委辦【106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作計畫】 3
華測會支海外推廣差旅

費－沖繩－劉玲君
32085

2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我國參加2017年國際國中科

學奧林匹亞競賽計畫】經費
1、2

科教中心參加2017年國

際國中科學奧林匹亞競

賽代表團赴荷蘭競賽

(12/2－12/11)及德國、

比利時、荷蘭參訪

(12/12－12/16)張一知

1061203－1061216國外

差旅費及交流活動費

12117

3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IEA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2019(TIMSS2019)計畫(1/4)】第1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報支 TIMSS

2019 計畫共同主持人李

哲迪出席第3次NRC會議

(墨爾本106/11/10/－

106/11/19)

88773

4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我國參加2017年國際國中科

學奧林匹亞競賽計畫】經費
1、4

科教中心參加2017年國

際國中科學奧林匹亞競

賽代表團赴荷蘭競賽

(12/3－12/11)及德國、

比利時、荷蘭參訪

(12/12－12/16)(羅珮

華、賈至達、呂國棟、

黃璧祈、周怡君)等5人

1061203－1061216國外

差旅費及交流活動費

46069

5 教育部委辦【106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作計畫】 9

華測會支吳俊樟專任助

理106.11.22-106.11.25

赴泰國曼谷電腦施測海

外差旅費

33221

6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IEA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2019(TIMSS2019)計畫(1/4)】第1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報支107年

03/02－03/11共同計劃

主持人李哲迪出席TIMSS

2019於西班牙馬德里舉

行第四次國家計劃協調

人會議(4th NRC

meeting)國外差旅費

91892

7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IEA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

趨勢調查2019(TIMSS2019)計畫(1/4)】第1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報支107年

03/02－03/11共同計劃

主持人蕭儒棠出席TIMSS

2019於西班牙馬德里舉

行第四次國家計劃協調

人會議(4th NRC

meeting)國外差旅費

91892

8
教育部委辦【2018年第30屆國際資訊奧林匹亞競

賽】經費
4

參加2018年第30屆國際

資訊奧林匹亞競賽冬季

會議差旅費

39555

9
教育部委辦【中華民國參加2018年第50屆國際化

學奧林匹亞競賽參賽計畫】經費
1

國外差旅費－張一知

107.01.8－107.01.13至

斯洛伐克及捷克參加化

奧國際指導委員會議

66491

（基金名稱）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107年1月至107年6月

第 1 頁，共 26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0

教育部委辦(TALIS)師資培育與學校教育發展後設

研究及國際比較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三：2013

年TALIS後法國師資培育及學校教育發展之後設研

究」經費

3

體育系報支掌慶維及協

同主持人王秋絨

107/1/20-27日赴巴黎執

行教育部師藝司專案計

畫國際教與學調查研究

(TALIS)計畫：法國

2013TALIS師資培育與學

校教育政策移地訪談之

國外差旅費(生活費支6

日)

65498

11 教育部委辦【107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作計畫】 9

華測會支吳俊樟專任助

理107.3.12-107.3.18赴

法國巴黎執行電腦施測

差旅費

95171

12

教育部委辦【中華民國參加2018年第19屆亞洲物

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49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參賽計畫】經費

1

報支高賢忠等12人2018

年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

賽出國來回機票

25000

13 教育部委辦［107年度運算思維推動計畫］經費 4

柯佳伶老師赴塞普勒斯

參加國際運算思維挑戰

賽國際命題討論會差旅

費

57376

14

教育部委辦【中華民國參加2018年第19屆亞洲物

理奧林匹亞競賽及第49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參賽計畫】經費

1

報支高賢忠、傅祖怡2人

第19屆亞洲物理奧林匹

亞競賽出國生活費

($22061*2)

44122

15
科技部補助【個別差異對國小學童使用遊戲式漢

字學習系統之影響】經費
4

資教所報支陳志洪老師

106年12月3~9日，赴紐

西蘭基督城

Christchurch 參加25th

Inter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國際學術會

議之國外差旅費

84869

16
科技部補助【陳宏謀《古文詳解》研究(1/2)】第

1年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6/8/23-28

王基倫赴韓國大田參加

研討會差旅費

32621

17
科技部補助【焦點解決短期治療於臺灣文化適用

性之探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科技部計畫

補助許維素教授106年11

月6－14日至美國聖塔菲

市參加2017 SFBTA

Conference Poster

Proposal國際學術會議-

國外差旅費

108950

18
科技部補助【心境一致性之反撲:情緒的修正角

色】經費
4

管理學院報支蕭中強老

師106年8/2~13至美國舊

金山參與A2017 Summer

AMA 國際會議之國外差

旅費用，合計新台幣

94008元整，實付75000

元整。

75000

19
科技部補助【適性化擴增實境學習系統之研製

(3/3)】第3年經費
4

資教所報支106.10.07－

106.10.17張珈至法國南

特參加IEEE ISMAR 2017

國際會議。

150000

20

國立臺灣大學轉撥科技部補助【用於中小學科技

與美術創作教學之三維列印軟體開發與教學研究

(3/3)】經費

4

資教所報支吳正己教授

106/12/10－17至澳洲雪

梨參加ICEduTech2017

(12/11~13)國際研討會

126761

第 2 頁，共 26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21

科技部補助【歐洲化與現代化在一戰後（1919-

1929）與二戰後（1945-1955）於（西）德與英國

交織發展的進程】經費

4

歷史系報支106/10/4－

10 陶克思赴美國亞特蘭

大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

外差旅費(出差期間

106/10/4日啟程、

106/10/5－8日為出席會

議(亞特蘭大)、10/9日

返台、10/10日抵達台

北)

71465

22
科技部補助【平衡與不平衡超飽和設計之探討

(2/2)】第2年經費
4

數學系報支106/7/18-

8/15 蔡碧紋前往巴西聖

保羅州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Institute of

Biosciences與國際學術

會議前往巴西Lavras參

加the 62 RBras Annual

Meeting and the 9

SEAGRO並受邀發表計畫

相關演講(106/07/18－

106/08/15)

100000

23

科技部補助【網路影片學習之認知負荷管理策略

教學平台：策略與平台的發展、驗證、與推廣

(1/3)】第1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劉子鍵

ICLTC2017認知負荷研討

會發表論文之註冊費用

新台幣7357元 ($320美

元)及機票退票手續費

3840元

11197

24
科技部補助【太陽系冰質小天體的協同研究】經

費
4、7

地科系報支 曾瑋玲教授

於106年12月2日至12月

17日至美國紐約市以及

路易斯安那州紐奧良市

參加2017 AGU 國際研討

會(美國地球科學年會)

， 並學術訪問美國紐約

大學物理系與美國約翰

霍普金斯大學應用物理

實驗室之國外差旅費(移

地研究)。

140389

25

科技部補助【大學英文原文教科書與專業知識之

教與學-大學英文原文教科書之文本特質(3/3)】

第3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程玉秀

106/11/24-12/2日赴紐

西蘭奧克蘭參加研討會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017

(ALANZ/ALAA/ALTAANZ)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實際核銷生活費共5

日)

69035

26

科技部補助【大學英文原文教科書與之教與學-大

學英文原文教科書對學生學習的影響(3/3)】第3

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葉錫南

106/11/24-12/2日赴紐

西蘭奧克蘭參加研討會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017

(ALANZ/ALAA/ALTAANZ)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生活費共支5日)

69863

27
科技部補助【潛流：戒嚴期間台灣翻譯兒童文學

的日文中介譯本研究(2/3)】第2年經費
4、7

翻譯所報支106/10/17-

29 賴慈芸赴比利時布魯

塞爾參加研討會及移地

研究國外差旅費

92127

第 3 頁，共 26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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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老師

於106年11/11~18赴韓國

首爾Hankuk University

移地研究。報支(1)來回

機票9046元，(2)日支費

，11/11~11/17日支費，

美金260元*匯率30.22*7

日=53109元，11/18日支

費美金260元*匯率

30.22*0.3=2357元。合

計66402元。

66402

29
科技部補助【1945年後美國文學中的東歐生命書

寫(2/2)】第2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路愷宜

106/12/12-12/20日至丹

麥哥本哈根參加國際會

議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生活費實際支出6

日)

774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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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13-19日赴韓國

父+金山參加2017父+金

山影展之國外差旅費

5065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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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老師

於106年12月8~10日赴日

本長崎參加國際會議。

因研究之需，至日本長

崎參加研討會，發表論

文，報支(1)台灣－福岡

來回機票，12736元，

(2)12/8及12/10日支費

，美金206元*匯率

30.07*0.3*2日=3716元

，12/9日支費，美金206

元*匯率30.07=6194元，

(3)12/8，台北至桃園機

場客運125元，12/10，

桃園機場至台北之機捷

160元;另因福岡機場與

研發會地點長崎不同縣

巿，來回交通日元4630

元，折合新台幣249元，

小計1534元，(4)研討會

註冊費，美金100元，匯

率30.07，折合新台幣

2718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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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計畫

主持人徐堉峰老師

106/9/22－27至日本東

京採集研究樣本之機票

費用

16250

33

科技部補助【科學學習機制跨領域研究 - 認知與

教育神經科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於科學學習之

整合研究(1/3)】第1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張俊彥教授

106.12.19－21至日本札

幌參加SUN－HU－NTNU－

KU"認知社會教育研究與

實踐的新視角"科學教育

聯合研討會(與第二年計

畫共同分攤)

34766

34

科技部補助【科學學習機制跨領域研究 - 認知與

教育神經科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於科學學習之

整合研究(2/3)】第2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張俊彥教授

106.12.19－21至日本札

幌參加SUN－HU－NTNU－

KU"認知社會教育研究與

實踐的新視角"科學教育

聯合研討會(與第一年計

畫共同分攤)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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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技部補助【文化記憶機構之數位物件保存認

知、政策制定與導入實務】經費
4

圖資所報支計畫主持人

柯皓仁老師於106年

11/12~17赴泰國曼谷－

參加ALIEP2017及ALIRG

2017研討會之國外差旅

費

54184

36

科技部補助【全球經營與策略研究所袁志宏博士

後研究員擬於106年12月赴西班牙巴塞隆納參加

2017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s 】經費

4

全營所報支袁志宏博士

後研究員-106/12/18~23

日至西班牙-巴塞隆納-

參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

表研究成果論文

50000

37
科技部補助【韓國濟州方言保存之韓國漢字音研

究】經費
7

國文系請支106/10/19-

11/12 吳聖雄赴韓國首

爾 濟州島執行計畫相關

田野調查交通費與生活

費

124561

38
科技部補助【低場磁振造影/陣列式磁粒子造影混

和系統之開發與特性研究】經費
4

光電所廖書賢105/10/1

－7出席韓國/首爾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magnetism

(BIOMAG2016)會議，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50000

39
科技部補助【低場磁振造影/陣列式磁粒子造影混

和系統之開發與特性研究】經費
4

光電所廖書賢105/9/3－

11出席美國/丹佛2016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Conference國際會議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100000

40

科技部補助【探討學生在電腦化評量系統中科學

探究能力之表現及科學教師對電腦化評量的需求

與實務(3/4)】第3年經費

4

科教所報支－吳心楷教

授107年1月11~15日至英

國倫敦參加2018數位社

會、數位學習和數位科

技國際會議(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

Society， e－Learning

and e－Technologies

(ICSLT 2018)。(會議期

間:2018/01/12－

2018/01/14)。

33781

41

科技部補助【探討學生在電腦化評量系統中科學

探究能力之表現及科學教師對電腦化評量的需求

與實務(4/4)】第4年經費

4

科教所報支－吳心楷教

授107年1月11~15日至英

國倫敦參加2018數位社

會、數位學習和數位科

技國際會議(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

Society， e－Learning

and e－Technologies

(ICSLT 2018)。(會議期

間:2018/01/12－

2018/01/14)。

50476

42

科技部補助【家庭與婚姻的再定義：以語用及認

知隱喻的觀點解讀同性婚姻支持及反對方之意識

型態】經費

4

英語系報支蘇席瑤

106/6/30-7/7日赴日本

京都參加言語科學會第

19回國際年次大會

(JSLS2017)會議及發表

論文之國外差旅費(實際

生活天數4天)

4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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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技部補助【南部中央山脈發震機制解密：快vs.

慢地震活動之監測與分析(3/5)】第3年經費
4

地科系報支陳卉瑄

106/12/08－17台北－美

國紐奧良參加AGU Fall

meeting 2017美國地球

物理年會秋季大會並發

表論文演說之國外差旅

費

22554

44

科技部補助【日治時期新竹中學校出身的台北高

校生之研究---以新竹高中所藏「新竹州立新竹中

學校學籍簿」為研究對象】經費

7

臺史所報支106/06/22－

28 蔡錦堂赴日本東京台

灣協會等機構找尋資料

及訪問新竹中學校友畢

業相關人士出國差旅費

75833

45
科技部補助【粵西‧風土‧紀遊:晚明西南書寫的

文學表現與地理想像】經費
7

國文系報支107/1/10－

18 范宜如赴日本東京移

地研究出差旅費

64613

46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辨識與組織技術之研發

(2/3)】第2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陳柏琳教授

106/12/16-21日日本沖

繩參加ASRU2017國際會

議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實際核銷天數:6

天)

69208

47
科技部補助【想像與實踐：高中課程發展與教學

實踐之紮根理論研究(1/2)】第1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卯靜儒教授

106年11/18~24赴紐西

蘭-漢密頓-參加NZARE17

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論

文

72365

48
科技部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卜拉尼斯(博士後研

究)】經費
7

化學系報支106/10/22卜

拉尼斯臺灣到印度機票

費

12400

49

科技部補助【創客教育資源研發與實驗研究計畫

(大同高中)-子計畫三：課程評鑑與教師培訓計畫

(1/3)】經費

4

科技系報支張玉山老師

106/11/12-11/16赴馬來

西亞吉隆坡參加

WEEF2017工程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

40186

50

科技部補助【應用3D列印技術於STEM取向的高中

準工程之研究-以工業設計專題製作活動為例

(2/3)】第2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106/11/12-

11/16簡佑宏老師赴馬來

西亞吉隆坡參加

WEEF2017工程教育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

60967

51

科技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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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木營建工程專題製

作活動為例(3/3)】第3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106年11月12

－16日，林坤儀教授赴

馬來西亞吉隆坡參加第

七屆World Engineering

Education Forum 2017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

6438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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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育系報支，劉蔚之老

師科技部計畫國外差旅

費106.07.13－

106.09.03赴美國史丹佛

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進行移地研究之國

外差旅費。

222648

53

科技部補助【科學學習機制跨領域研究 - 認知與

教育神經科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於科學學習之

整合研究(3/3)】第2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張俊彥教授

106.12.29－107.1.11至

法國巴黎參加研究計畫

進度討論並出席會議及

演講(與第二年計畫共同

分攤)

150000

54

科技部補助【科學學習機制跨領域研究 - 認知與

教育神經科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於科學學習之

整合研究(2/3)】第2年經費

4

科教中心張俊彥教授

106.12.29－107.1.11至

法國巴黎參加研究計畫

進度討論並出席會議及

演講(與第三年計畫共同

分攤)

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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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科技部補助【複合磁性有機分子結構在石墨烯上

的材料系統研究】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6/12/9－

14 蔡志申赴越南富國島

參加先進磁性材料及應

用國際研討會41647元（

機票15000、簽證費

1500、註冊費9215、生

活費（100*30.06*（

5+0.3））

41647

56
科技部補助【臺灣學生道德情意發展之質性與量

化探究(2/3)】第2年經費
4

公領系李琪明報支107年

1月3~14日出席英國牛津

大學-研討會之國外差旅

費

72227

57
科技部補助【選址因素對於運動中心經營績效之

影響】經費
4

休旅所報支107/1/18-22

方進義赴日本沖繩參加

研討會差旅費(計畫主持

人方進義參加沖繩研討

會)

40268

58

科技部補助【物理學系(所)江佩勳助理教授擬於

106年12月赴日本仙台參加International

Display Workshops 24th】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6/12/5-8

江佩勳赴日本仙台參與

International Display

Workshops 24th會議差

旅費44375元（機票4240

元、不供餐

USD201*30.08＝

6046*4.3天、行政費－

註冊費日幣50000元(信

用卡帳單)14，137）

44375

59
科技部補助【教師實踐社群的專業資本蓄積歷程

研究：行動者網絡理論取徑(1/3)】第1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陳佩英於

(2018年01月07日至12

日)前往新加坡出席

2018ICSEI研討會之國外

差旅費

65361

60
科技部補助【鄉關何處：跨界遷移、女性移民、

與社會工作(II)】經費
7

社工所潘淑滿教授科技

部研究計畫－國外差旅

費－移地研究。1.時

間：107/01/20－

107/02/04。2.地點：澳

洲墨爾本。3.出國前一

日107/01/19美金匯率

29.46。4.依據行政院國

外出差生活費日支數額

表，墨爾本日支生活費

為212美金。

8485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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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106/7/13到日

本濱松參加AAI2017國際

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

7723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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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2年

經費

7

東亞系報支潘鳳娟教授

科技部計畫107/01/20-

107/2/4赴義大利羅馬移

地研究國外差旅費

12000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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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20-

107/2/4赴義大利羅馬移

地研究國外差旅費

31076

64
科技部補助【雲端資料庫系統的即時稽核及行為

違反驗證】經費
4

資工系報支黃冠寰教授

於106/12/9-16至劍橋參

加WorldCIS－2017國際

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實際生活費

12.9.11-16日)

95622

第 7 頁，共 26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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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第3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張基成教授

2017/11/12－11/17赴馬

來西亞吉隆坡國外差旅

費出席WEEF2017國際會

議－與I107000015合併

(與I200036合併)

56361

66
科技部補助【校園小說裡的學術規範與倫理：以

三位英美教授-小說家為例(1/3)】第1年經費
7

英語系報支張瓊惠

106/12/19-107/1/10日

赴波士頓哈佛大學圖書

館進行資料蒐集及研讀

移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出差期間106/12/19啟

程、12/20-12/22日為移

地研究、12/23-107/1/2

為私人行程、1/3-1/8為

移地研究、1/9返台、

1/10抵達台北)

76246

67
科技部補助【單分子結構動態學研究-導致基因疾

病的連續核酸序列(2/2)】第2年經費
4

化學系報支106/12/17-

22 李以仁前往日本京都

參加21st EAWCD21國際

會議並擔任演講者

23217

68

科技部補助【面向海洋：臺灣百餘年海水浴場、

臨海教育和海域運動休閒的重層歷史圖像(2/2)】

第2年經費

7

體育系報支107/1/24－

28 林玫君國外移地研究

至日本福岡找資料之國

外差旅費

407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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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

授1070203－1070208至

日本札幌大學參加兩校

合作研究CCR討論會並演

講及協調討論有關2018

Joint Symposium─STEM

Education for the New

Asia籌備會議國外差旅

費

56991

70
科技部補助【節奏感，聲韻覺識與中文閱讀發展

(1/3)】第1年經費
4

特教系報支王曉嵐老師

1070217－1070223至日

本茨城參加2018

ARWA(Association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Asia)研討會發表論

文國外差旅費

38965

71
科技部補助【被出賣的島嶼：台美小說的批判性

研究(3/3)】第3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梁一萍

106/11/17-21日參加日

本長崎大學舉辦2017世

界海外「華人研究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

國外差旅費(實際核銷生

活費共4天)

29944

72
科技部補助【大型節慶之承繼與生活品質：利物

浦再生經驗之探究(2/2)】第2年經費
4

歐文所請支劉以德老師

科技部補助計畫國外差

旅費

(107.01.28~107.02.12

日本東京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ISSUES IN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RESEARCH國際

會議發表論文 )

4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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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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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27－

10/01黃啟祐前往日本北

九州參與16th SOMET研

討會並擔任議程主席

23279

74

科技部補助【邊陲或輻輳？--日治及戰後澎湖的

移民、駐軍與食生活變遷（1895-1965）(2/2)】

第2年經費

7

台文系報支107/1/31－

2/4 陳玉箴赴日本東京

發表演講，並進行科技

部計畫移地研究。

22364

75

科技部補助【體現實踐即研究： 菲利普‧薩睿立

的理論、實踐與計畫的批判研究(1/3)】第1年經

費

4

英語系報支蘇子中

107/2/19-2/25日赴馬尼

拉參加FTR-Asia 2018研

討會並發表論文(實際生

活費2/19.2/21-23.25共

5天)

29727

76

科技部補助【楊深坑-「德國」教育制度中實現社

會正義與適性發展與各國「技職教育」之比較暨

我國「技職教育」之檢討與改進(2/3)】第2年經

費

7

教育系報支楊深坑教授

於107年1月20日~2月11

日赴法國-巴黎、希臘-

薩隆尼加Thessaloniki-

進行移地研究之國外差

旅費

99614

77

科技部補助【楊深坑-「德國」教育制度中實現社

會正義與適性發展與各國「技職教育」之比較暨

我國「技職教育」之檢討與改進(3/3)】第3年經

費

7

教育系報支楊深坑教授

於107年1月20日~2月11

日赴法國-巴黎、希臘-

薩隆尼加Thessaloniki-

進行移地研究之國外差

旅費

23144

78

科技部補助企管系賴香菊教授擬於107年1月赴美

國Waikoloa參加The 51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HICSS 51)之機

票費及生活費等

4

企管系報支賴香菊老師

於2017年12月31日~2018

年1月9日赴美國

Waikoloa參加(HICSS

51)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86850

79
科技部補助【臺灣外籍英語教師聘用政策之成效

分析：以新北市為例 (II)】經費
4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於107

年1月7~13日赴新加坡，

參加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ment.)並進行發

表之國外差旅費。

80998

80

科技部補助【支援虛擬擴增實境之可適性雲端終

端執行期軟體程式庫-子計畫二:以雲端計算支援

虛擬與擴增實境中大型場景之擬真繪圖應用

(1/3)】第1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張鈞法

107/2/9-12日至沖繩參

加參加IC－LYCS2018國

際研討會並擔任keynote

speaker之國外差旅費

40004

81
科技部補助【重審「亞美」：從亞美研究到亞洲

理論(1/3)】第1年經費
7

英語系報支李秀娟107年

2/17-3/5日赴美國紐約

市訪問作家鄧敏靈與搜

集研究資料 (含機票、

日支額、保險費及台北

－桃園機場巴士車

票)(實際核銷生活費共

計10日)

42335

82
科技部補助【重審「亞美」：從亞美研究到亞洲

理論(2/3)】第2年經費
7

英語系報支李秀娟107年

2/17-3/5日赴美國紐約

市訪問作家鄧敏靈與搜

集研究資料 (含機票、

日支額、保險費及台北

－桃園機場巴士車

票)(實際核銷生活費共

計10日)

6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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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科技部補助【科學史文本閱讀對學生學習興趣與

科學本質觀的影響(1/2)】第1年經費
4

科教所報支劉湘瑤老師

於107.03.09－

107.03.15赴美國亞特蘭

大出席NARST 2018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之

國外差旅費。

79574

84
科技部補助【穩定無鉛與少鉛多維度鈣鈦礦奈米

結構之光電特性與應用(1/3)】第1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1/28-31

趙宇強赴新加坡參加

SEES 2018會議國外差旅

費52618元（機票9725、

生活費不供餐

USD278*29.135＝8，

100*3.3天、行政費（註

冊費）16，163）

52618

85
科技部補助【你「近用」了沒？媒體近用權的在

地發展、實踐及轉型(1/2)】第1年經費
4

大傳所陳炳宏老師

106/11/12－20赴加拿大

溫哥華參加研討會並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80000

86
科技部補助【你「近用」了沒？媒體近用權的在

地發展、實踐及轉型(2/2)】第2年經費
4

大傳所陳炳宏老師

106/11/12－20赴加拿大

溫哥華參加研討會並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6702

87
科技部補助【可撓式二維材料無線電頻率穿隧道

電晶體(1/3)】第1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2/9-14

藍彥文赴日本沖繩參加

會議國外差旅費54810元

（機票10375、生活費

236*29.405*4.3天、註

冊費14593

53917

88
科技部補助【利用腦電波與腦磁波探討人類聽覺

系統中不同層級的預期機制(1/3)】第1年經費
7

心輔系報支許禕芳助理

教授於107年01月27日~2

月06日，赴芬蘭

Jyvaskyla進行移地研究

之國外出差旅費105959

元。

105959

89
科技部補助【奈米材料與微結構裝置應用於揮發

性有機氣體偵測與分解之研究(2/2)】經費
4

化學系報支107/02/25－

107/03/04 呂家榮到美

國奧蘭多參加Pittcon

2018 並發表論文

82164

90
科技部補助【過渡金屬二硫屬化物中的自旋軌道

偶合(2/3)】第2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3/4-10

陳鴻宜赴美國洛杉磯參

加美國物理年會會議差

旅費92732元（機票

33000、註冊費12928

元、生活費不供餐

USD285*29.325＝

8358*5.6天）

92732

91
科技部補助【應用大數據分析工具於雇主品牌的

研究】經費
4

人資所報支葉俶禎所長

科技部計畫【應用大數

據分析工具於雇主品牌

的研究】106年6月17日

至26日共9日赴日本北九

州參加亞洲管理學會暨

臺灣組織與管理學會合

辦研討會並發表論文支

國外差旅費、生活費及

行政費共4萬9769元。

49769

92
科技部補助【空間排列調變:一項新的多輸入多輸

出傳輸技術】經費
7

電機系報支106B0580科

技部計畫－出國差旅費

－賴以威老師107/2/26

－3/2至日本岡山大學移

地研究

2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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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科技部補助【我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練專業知

識發展之研究】經費
4

體育系報支106/10/31-

11/12 林靜萍赴法國皮

特爾角城參加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

94972

94
科技部補助【以媒體資料建構市場和經濟悲觀指

標，與其相關的兩個實證應用】經費
4

公領系報支周有熙老師

於107/3/30~107/4/7赴

日本大阪參加ISBM 2018

國際會議之國外差旅費

用

68304

95

科技部補助【科技縮短閱讀困難讀者與文本距離

之試探研究-高中到大學閱讀銜接力暨學術閱讀素

養評測研究(1/2)】第1年經費

4

圖資所報支陳昭珍教授

於106/11/13－18至泰國

曼谷、孔敬府參加

Aliep2017/icadl2017會

國際研討會、ALIRG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國

外差旅費

47317

96
科技部補助【公司債的違約與流動性溢酬：老問

題，新答案(2/2)】第2年經費
4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助理

教授於107/2/28~3/4赴

美國-聖安東尼，參加

MFA 2018 Annual

meeting研討會之國際學

術會議差旅費。

6956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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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助理

教授於

106.12.23~106.12.27赴

韓國-首爾 Hansung

University進行移地研

究之差旅費。(01-02年

共同分攤經費)

34311

98
科技部補助【公司債的違約與流動性溢酬：老問

題，新答案(2/2)】第2年經費
7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助理

教授於

106.12.23~106.12.27赴

韓國-首爾 Hansung

University進行移地研

究之差旅費。(01-02年

共同分攤經費)

7617

99
科技部補助【導電高分子薄膜奈米磨潤性質之研

究(1/3)】第1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3/5-12

邱顯智赴美國洛杉磯參

加美國物理年會會議差

旅費89070元（機票

32716、生活費不供餐

USD285*29.325*（

4+3*0.3）、保險費212

元、註冊費15189元）

4/17退

89070

100

科技部補助【利用外加磁場與應變探究及操控二

維原子晶體之電荷的內部量子自由度(1/3)】第1

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4/1－5

劉祥麟出席印尼泗水及

沙拉迪加  韋地雅曼達

拉天主教大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發表論文（機票費21885

元）

2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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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科技部補助【開發順應式制動器跑步機器人

(2/2)】第2年經費
7

電機系報支－包傑奇教

授，Jaesik Jeong鄭在

植，Jeehyun Yang梁旨

見，（出國期間

107/2/27-3/9）參加

Iranian FIRAWorldCup

Open 2018競賽

(107/3/1~3/6)，共六日

，地點位於伊朗德黑蘭

，核銷生活費用，日支

費5270元(美金即期匯率

29.325，日支180美金

75218

102
科技部補助【超陡峭次臨界斜率之負電容穿隧電

晶體(2/3)】第2年經費
4

執行計劃李敏鴻教授國

際研討會論文發表，

107/3/13－16日本神戶

EDTM2017(2nd Electron

Devices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Conference)機票，註冊

費及生活費

47634

103

科技部補助【探討學習者特性與注意力在數位認

知歷程中的交互作用暨眼動回饋適性化STEM教材

發展研究-子計畫三：利用眼球追蹤與腦磁圖分析

方法探索AR環境中的數理學習歷程並分析回饋對

學習的影響(1/3)】第1年經費

4

科教所報支楊芳瑩

107/3/8~14美國亞特蘭

大出席2018NARST研討會

(3/10~13)並發表論文之

國外差旅費。

80000

104
科技部補助【奈米碳管鋸齒邊界態之性質分析】

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3/2-12

陳穎叡赴美國洛杉磯參

加美國物理年會會議差

旅費60000元（機票

28747、生活費不供餐

USD285*29.35＝8365*（

5+0.3*4）、註冊費

12871。實支60000元)

60000

105
科技部補助【超陡峭次臨界斜率之負電容穿隧電

晶體(2/3)】第2年經費
4

執行計劃李敏鴻教授國

際研討會論文發表，

107/3/31－4/8美國鳳凰

城MRS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Spring Meeting 2018機

票，註冊費及生活費

83491

106 科技部補助【搜尋星際嘧啶：收割的季節】經費 4

地科系報支管一政老師

於107年3月17~25日赴德

國 Bad Honnef 參與國

際學術會議之差旅費。

64751

107
科技部補助【重審「亞美」：從亞美研究到亞洲

理論(3/3)】第3年經費
4、7

英語系報支李秀娟

107/3/28-107/4/5日赴

美國舊金山參加AAAS研

討會(論文發表)與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移地研

究(出席年會及發表共4

日、移地研究共5日)

88207

108
科技部補助【英國中學宗教議題國定課程的教科

書研究】經費
7

教育系報支黃純敏老師

於1070115赴英國威爾斯

卡迪夫-cardiff

university進行, 計畫

移地研究費用-交通費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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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科技部補助【心理健康素養在醫學教育及公共衛

生教育的建構、調查與介入】經費
4

衛教系支連盈如老師於

107.04.02－107.04.09

赴奧地利-維也納，參加

19th Congress EPA

Section of

Epidemiology and

Social Psychiatry

2018發表科技部計畫研

究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計92394元整。

92394

110
科技部補助【中國新時期小說中的鬼魅敘事及其

意義(2/3)】第2年經費
4、7

國文系支106/5/20-26

石曉楓赴首爾發表論文

及移地研究費用

44502

111

科技部補助通識教育中心【徐筱玲助理教授107年

3月赴美國芝加哥尨加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2018 Conference】經費

4

共同教育委員氧報支徐

筱玲參加【AAAL 2018

Conference】並發表論

文之國外差旅費（會議

地點：【芝加哥】）

68589

112
科技部補助【漢語為第二語言之隱性與顯性語法

知識關聯探究】經費
4、7

計畫主持人謝芳燕於

107/3/29-4/8-赴美,1.

參加國際研討會The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e (CLLC)

2018， Making

Research Matter:

Motivated Inquiry for

Actionable

Insights(地點:維吉尼

亞州費爾法克斯市); 2.

科技部計畫移地研究(地

點:密西西比大學位於密

西西比州的牛津市)

98386

113
科技部補助【唐代士人的國家治理與法律思想

(1/3)】第1年經費
7

歷史系報支107/4/5-12

陳登武赴日本京都執行

科技部移地研究計畫，

至日本京都大學人文研

科學圖書館蒐集與閱讀

資料

64905

114

科技部補助【地理學系(所)吳秉昇助理教授擬於

107年4月赴美國紐奧良參加Annual Meeting of

AAG 2018】經費

4

地理系報支107/4/9-16

吳秉昇赴美國紐奧良參

加 Annual Meeting of

AAG 2018

80000

115

科技部補助【外籍菁英為何留下? 探討自願來台

外籍人才面對職涯瓶頸與企業內部就業力之關係:

心理契約違反之干擾效果】經費

4

人資所報支：計畫主持

人林怡君老師106/8/4－

8/18美國亞特蘭大參加

2017 Academy of

Management研討會

117859

116
科技部補助【奈米壓電半導體與金屬奈米電漿子

於可調控式隨機雷射之研究(1/3)】第1年經費
4

光電所報支李亞儒老師

參加 The 13th Annual

IEEE Internatinal

Conference on

Nano/Micro Engineered

and Molecular Systems

，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 (新加坡

2018/04/22－

2018/04/24)

5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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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科技部補助【CREATE VII: 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

構造研究整合型計畫-III總計畫 (ACT in Asia-

III)-高精度定年學結合多學科地質領域以探討中

南半島地殼形成與地體構造演化之機制】經費

7

通識中心報支客座專家

Michael Kunk

106/12/6-107/1/11赴美

國維吉尼亞進行移地研

究之國外差旅費

148946

118

科技部補助【澎湖外來種植物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入侵對於恙蟲病之影響(3/3)】第3

年經費

4

2018/4/20－4/23至日本

名古屋出席第八屆東亞

生態學會會議並發表論

文

42321

119
科技部補助【中國大陸之日本研究知識社群：系

譜學、社會網絡、數位人文(1/3)】第1年經費
7

補助東亞系邵軒磊老師

107/01/15－02/28國外

差旅費 台北－美國波士

頓(哈佛大學正清研究中

心)移地研究

31756

120
科技部補助【中國大陸之日本研究知識社群：系

譜學、社會網絡、數位人文(2/3)】第2年經費
7

補助東亞系邵軒磊老師

107/01/15－02/28國外

差旅費 台北－美國波士

頓(哈佛大學正清研究中

心)移地研究

78238

121
科技部補助【中國大陸之日本研究知識社群：系

譜學、社會網絡、數位人文(3/3)】第3年經費
7

補助東亞系邵軒磊老師

107/01/15－02/28國外

差旅費 台北－美國波士

頓(哈佛大學正清研究中

心)移地研究

119244

122
科技部補助【大型節慶之承繼與生活品質：利物

浦再生經驗之探究(2/2)】第2年經費
4

歐文所請支劉以德老師

科技部補助計畫國外差

旅費(107.4.3~107.4.13

出席英國倫敦

PEOPL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國際會議發表

計畫論文 )

36202

123
科技部補助【IEA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究

(ICCS2016)(5/5)乙】經費
4

教評中心報支107/3/17-

22 劉美慧前往德國漢堡

餐加IEA國際公民教育與

素養調查研究

(ICCS2022)第一次研究

協調會議 (First

Meeting of National

Research

Coordinators)出國差旅

費 (台北－法蘭克福－

漢堡來回)

92444

124

科技部補助【誰是風雲人物？從社會生態觀點探

討高社交地位學生之相關特性─檢視性別與網絡

結構之調節角色(1/2)】第1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程景琳教授

於107年4月10~19赴美

國-明尼亞波里斯-出席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Biennial Meeting之國

外差旅費(日支及註冊

費)。

45838

125
科技部補助【應用大數據分析工具於雇主品牌的

研究】經費
7

人資所報支葉俶禎所長

105年度科技部計畫【應

用大數據….研究】106

年2月3日至2月11日至澳

洲雪梨麥考瑞大學訪問

研究國外差旅費

$45867。

4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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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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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0

127

科技部補助【穿戴式科技之擴增實境體現認知設

計對學習者數位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以智

慧眼鏡為例(1/3)】第1年經費

4

資教所報支陳明溥教授

於107/4/25－29赴日本

札幌出席北海道大學主

辦之DLSA2018國際研討

會之國外差旅費。

51867

128
科技部補助107年度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計畫－推

升我國科學教育學者之國際影響力計畫(1/3)經費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

授107/3/5-3/15日至美

國亞特蘭大參加全美科

教年會發表論文並與其

他期刊主編討論期刊編

輯事宜(與F107000456-7

共同分攤)

100000

129
科技部補助【應用於服務型機器人之視覺式人體

動作與互動動作辨識系統之研發】經費
4

資工系報支江孟霖

107/3/29-107/4/4日至

日本大阪參加E－CASE

2018國際會議並發表論

文之國外差旅費

59057

130

科技部補助【多模態英文閱讀--利用功能語法之

後設語言增進國中生之產生與建構意義之能力

(1/2)】經費

4

英語系報支張珮青

107/4/29-107/5/4日赴

日本札幌出席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Psychology

and Society會議之國外

差旅費

48864

131
科技部補助【使用科爾顯微儀研究氫原子擴散造

成的磁性變化(1/3)】第1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4/23-26

林文欽赴新加坡參加

Intermag2018會議差旅

費65997元（機票費

15327、註冊費23650、

生活費不供餐

29.455*278＝8，

188*3.3天）

65997

132
科技部補助【代數組合結構研究(2/3)】第2年經

費
7

數學系報支106/8/24-30

游森棚前往韓國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國

立江 原大學與

Seunghyun Seo教授進行

組合學 移地研究

39147

133

科技部補助【可攜式可見光眼動儀：眼動資料分

析、心理意涵探討、使用者介面設計-子計畫三：

可攜式可見光眼動儀特徵指標自動分析工具開發

(3/3)】第3年經費

4

電機系報支高文忠

107/5/4－5/14日至俄國

聖彼得堡參與IEEE

ISCT2018研討會之國外

差旅費 (研討會:5/11－

12)。

62436

134

科技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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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木營建工程專題製

作活動為例(3/3)】第3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林坤誼教授

107年4月10－16日赴美

國亞特蘭大參加ITEEA國

際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5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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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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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林坤誼教授

107年4月10－16日赴美

國亞特蘭大參加ITEEA國

際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34004

136
科技部補助【利用腦電波與腦磁波探討人類聽覺

系統中不同層級的預期機制(2/3)】第2年經費
7

心輔系報支許禕芳助理

教授於107年04月23日~4

月30日，赴芬蘭

Jyvaskyla進行移地研究

之國外出差旅費。

94269

137

科技部補助英語系(所)林至誠教授擬於107年3月

赴新加坡參加53rd REL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之機票費及生活費等經費

4

英語系報支林至誠107年

3月11-14日赴新加坡參

加2018RELC 國際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諭文之機

票、生活費及註冊費

49388

138

科技部補助【化學系(所)林震煌教授組團於107年

4月赴印尼參加Asianalysis XIV 2018 (第14屆亞

洲分析化學國際會議)】經費

4

化學系報支107/4/4-7

林震煌.陳頌坊等共15位

專家學者於107年4月4日

至4月7日參加印尼雅加

達Asianalysis XIV

2018國際會議

60000

139

科技部補助【科技縮短閱讀困難讀者與文本距離

之試探研究-科技縮短閱讀困難讀者與文本距離之

試探研究暨學習障礙中學生在學科閱讀之探討與

介入: 來自智慧閱讀與眼動的證據(2/2)】第2年

經費

4

特教系報支供儷瑜教授

於107年2月20-26赴日本

筑波參加2018亞洲閱讀

與書寫協會年會一出席

ARWA國際會議之國外差

旅費。

29704

140

科技部補助【外籍學生三種華語跨界習得之比較:

以新創複合名詞、關係子句、代詞照應為例

(1/3)】第1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陳純音於107

年5月2日至5月10日赴美

國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出

席The 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26)及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CCLC－20)國際會議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實

際支生活費共7日)

68951

141

科技部補助【氣候變遷整合研究與跨國氣候推估

模式比對 Consortium for Climate Change

Study and CMIP6 Taiwan-子計畫：人為活動對區

域天氣與氣候極端事件改變可能貢獻的定量分析

評估(II-III)】經費

4

地科系報支陳正達教授

107.5.5－13赴加拿大-

Canmore參加 8th GEWEX

Open Science

Conference: Extremes

and water on the edge

會議，並發表論文

76437

142
科技部補助【從台灣閩南語的「一下」到其他動

量詞的研究】經費
4

英語系報支謝妙玲

107/5/3-107/5/8日赴美

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大

學參加國際中國語言學

學會第26屆年會暨第20

屆中國語言與文化國際

研討會並發表研究成果

之論文)(實際會議:5/4-

5/6日，生活費共核銷6

日)

5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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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科技部補助【華語學習者語料庫為本的關係子句

習得研究】經費
4

計畫主持人張莉萍於

1070328-1070401赴美國

夏威夷參加Beyond A

Limited Scope:

Chinese for Specific

， Academic， 及

Professional Purposes

Conference國際研討會

發表論文之差旅費

55976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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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發系報支兼任助理陳

妍妤於107年5月13~17日

赴南韓首爾進行移地研

究之國外差旅費

14753

145

科技部補助【歐洲化與現代化在一戰後（1919-

1929）與二戰後（1945-1955）於（西）德與英國

交織發展的進程】經費

7

歷史系報支107/1/20－

2/22 陶克思赴英國倫敦

與德國進行檔案館移地

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01/20啟程至英國倫敦，

02/04由英國倫敦至德國

波昂，02/22由德國返回

台灣）

117108

146
科技部補助【雜環胺類化合物之分析方法開發與

其生化作用機制之探討(2/3)】經費
4

化學系報支106/9/14-24

陳頌坊到愛爾蘭都柏林

參加2017年第16屆人類

蛋白質組織（Human

Proteome Organization

， HUPO）研討會。

128292

147

科技部補助【由人類動作演示引導機器人學習之

方法與系統的研究－由人類動作演示引導機器人

學習之方法與系統的研究－人類動作及臉部表情

三維影像分析系統(1/4)】計畫經費

4

電機系報支：107/5/4-

5/14許陳鑑教授參加

2018 IEEE 2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sumer

Technologies (ISCT)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之國外差旅費(機票費、

日支費、註冊費)

76103

148

科技部補助【「親師師合作」之兒童青少年雙元

情緒管理小團體輔導方案之建構與成效考驗

(2/3)】第2年經費�

4、9

心輔系報支王麗斐老師

107/4/21－4/30赴美國

1.舊金山拜會Palo Alto

University討論未來國

際研究合作可能(此段沒

報生活費) 2.波特蘭-參

加第九十八屆西區心理

學會年會(WPA)論文發表

與專題報告 之國外差旅

費。

66419

149

科技部補助【誰是風雲人物？從社會生態觀點探

討高社交地位學生之相關特性─檢視性別與網絡

結構之調節角色(2/2)】第2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程景琳教授

於107年5月23-31日赴美

國舊金山出席（30th

APS Annual

Convention）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9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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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科技部補助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教授107年度

【透過擔任NARST理事長協助提升臺灣科學教育的

國際影響力(3/3)】經費

4

科教所報支邱美虹教授

於107/3/7~3/15赴美國

亞特蘭大以NARST甫卸任

理事長身份出席3/9理監

事會議，以及出席2018

年NARST國際研討會議

(3/10~3/13)，並進行論

文口頭報告之國外差旅

費共計91719元(包含機

票費，生活費，註冊

費)。

9171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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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為焦點(1/3)】第1年經費

7

教育系報支鄭淑惠副教

授於107年3月17~25日赴

美國明尼亞波里斯

(Minneapolis,Minnesot

a)進行移地研究之國外

差旅費。

101110

152
科技部補助【國中七年級校本睡眠教育介入方案

成效評估(2/2)】第2年經費
4

衛教系報支施淑芳副教

授於107年4月3－16日赴

美國紐奧良參加SBM國際

學術會議

114344

153
科技部補助【重審「亞美」：從亞美研究到亞洲

理論(1/3)】第1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蔡佩芳

107/5/2-107/5/13日赴

美國拉斯維加斯參加

MELUS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含機票、日支額、保險

費、註冊費及台北－桃

園機場巴士車票)(實際

核銷生活費共計7日)

6109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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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26-

5/5 陳家俊前往美國史

丹福大學進行移地研

究。陳教授預計將於

107/4/26－ 107/5/5前

往史丹福大學與化學系

Prof. Hongji Dai討論

合作之實驗進度並至合

作機構Nirmidas

Biotech進行抗體螢光測

試。

80892

155
科技部補助【探究語音摘要之新穎模型化技術

(3/3)】第3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陳柏琳教授

107/4/15-20日赴加拿大

卡爾加利參加

ICASSP2018國際會議並

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分攤款(實際生活費共5

日)

40000

156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辨識與組織技術之研發

(2/3)】第2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陳柏琳教授

107/4/15-20日赴加拿大

卡爾加利參加

ICASSP2018國際會議並

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分攤款(實際生活費共5

日)

42510

157

科技部補助【楊深坑-「德國」教育制度中實現社

會正義與適性發展與各國「技職教育」之比較暨

我國「技職教育」之檢討與改進(3/3)】第3年經

費

4

教育系報支楊深坑教授

於107年5月26日~6月3日

赴賽普勒斯－尼古西亞

參加CESE研討會之國外

差旅費

9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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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科技部補助【基於巨量資料分析架構下之能源消

耗樣式探勘、搜尋與決策支援(2/3)】第2年經費
4

圖資所報支吳怡瑾教授

於107年4月21~28日赴瑞

典哥特堡參加29屆醫療

資訊學會議(MIE 2018)

並進行論文發表之國外

差旅費

95346

159 科技部補助【介詞併入與論元配置】經費 4

英語系報支吳曉虹

107/5/11-17日發表計畫

相關研究論文差旅費(地

點:日本札幌，日

期:5/12-13日，名

稱:ELSJ 11th

International Spring

Forum 2018)(實際生活

費報支4日)

35830

160
科技部補助【全新世臺灣南部珊瑚骨骼及軟體動

物殼體穩定碳氧同位素記錄之研究】經費
4

地科系報支米泓生教授

於107.06.03－

107.06.09至美國夏威夷

州檀香山-出席「第15屆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

會年會(AOGS)」國際學

術會議之國外差旅費

96433

161
科技部補助【摻雜釤和鐿元素的釔鐵石榴石的垂

直磁異向性的探討】經費
4

物理系報支107/6/3-6

駱芳鈺韓國濟洲ICAUMS

2018會議差旅費54705（

機票19800、生活費

6038*3+1811、註冊費

14801、保險費179元）

54705

162
科技部補助【節能無電容式單電晶體記憶體技術

開發(1/2)】第1年經費
4

機電系報支107/3/12－

3/16 鄭淳護參加日本神

戶2018edtm國際會議及

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43067

163

科技部補助【中學生科學學習信念、科學學業堅

毅與科學學習效能之跨國比較:科教新南向研究

(1/3)】第1年經費

7

【轉正】蔡今中教授及

梁至中教授於107/1/16

－1/20至新加坡進行移

地研究差旅費

100000

164

科技部補助【中學生科學學習信念、科學學業堅

毅與科學學習效能之跨國比較:科教新南向研究

(1/3)】第1年經費

7

學科學程報支蔡今中教

授及梁至中教授於

107/1/16－1/20至新加

坡進行移地研究差旅費

1416

165
科技部補助【奈米壓電半導體與金屬奈米電漿子

於可調控式隨機雷射之研究(1/3)】第1年經費
4

光電所報支李亞儒老師

參加2018 Photonic

West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 (美國舊金山

2018/01/25－

2018/02/05)

73822

166
科技部補助【奈米壓電半導體與金屬奈米電漿子

於可調控式隨機雷射之研究(1/3)】第1年經費
4

光電所報支李亞儒老師

參加2018 Photonic

West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 (美國舊金山

2018/01/25－

2018/02/15)

54182

167

105年度科技部補助陳忠慶老師赴國外短期研究

【人體不同部位肌群進行離心運動對延遲肌肉酸

痛與肌肉損傷之影響】經費

7
體育系轉正陳忠慶老師

赴國外短期研究
491839

168

105年度科技部補助陳忠慶老師赴國外短期研究

【人體不同部位肌群進行離心運動對延遲肌肉酸

痛與肌肉損傷之影響】經費

7
體育系轉正陳忠慶老師

赴國外短期研究
178298

169

105年度科技部補助陳忠慶老師赴國外短期研究

【人體不同部位肌群進行離心運動對延遲肌肉酸

痛與肌肉損傷之影響】經費

7
體育系轉正陳忠慶老師

赴國外短期研究
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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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科技部補助【「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知

識體系為本的地理、環境教育與科學探究能力之

建構-「人、山川、海洋」─原住民族知識體系為

本的地理、環境教育與科學探究能力之建構─以

阿里山鄒族為例(1/4)】第1年經費

4

地理系支106/10/20-29

－汪明輝赴荷蘭阿姆斯

特丹 及羊角村 出席5th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Heritage and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專題發表及Post－

Conference差旅費

72282

171
科技部補助【島弧岩漿演化研究：以西巽他與北

呂宋島弧為例(Ⅱ)】經費
7

【預借-轉正】地科系報

支賴昱銘老師於107年3

月26日~4月4日赴印尼-

雅加達、萬隆等進行野

外採樣之研地研究的國

外差旅費。(此趟54,519

元，先預借5萬，另實支

4,519元)

50000

172
科技部補助【島弧岩漿演化研究：以西巽他與北

呂宋島弧為例(Ⅱ)】經費
7

地科系報支賴昱銘老師

於107年3月26日~4月4日

赴印尼-雅加達、萬隆等

進行野外採樣之研地研

究的國外差旅費，部分

國外差旅費4，519元(實

際支出54，519元；其餘

金額已申請借支核銷)

4519

173

科技部補助趙惠玲教授105年度赴國外短期研究

【跨領域美感教育之推動信念與實踐策略：以美

國賓州州立大學為例】經費

7

美術學系轉正趙惠玲教

授105年度美國賓州國外

研究短期經費

486502

174

科技部補助趙惠玲教授105年度赴國外短期研究

【跨領域美感教育之推動信念與實踐策略：以美

國賓州州立大學為例】經費

7

美術學系轉正趙惠玲教

授105年度美國賓州國外

研究短期經費

201771

175

科技部補助趙惠玲教授105年度赴國外短期研究

【跨領域美感教育之推動信念與實踐策略：以美

國賓州州立大學為例】經費

7

美術學系轉正趙惠玲教

授105年度美國賓州國外

研究短期經費

5600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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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化學系報支107/3/31-

4/9 陳家俊前往美國鳳

凰城參加2018 MRS

Spring Meeting學術會

議，去程經舊金山將前

往柏克萊來大學討論合

作之實驗進度

8439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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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東亞系報支江柏煒

107/1/14-23日前往馬來

西亞吉隆坡資料調查蒐

集與考察研究之國外差

旅費

64974

178

(標)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辦【臺北機廠珍貴車輛

資源研究調查計畫】經費 7

地理系報支1070131-

1070211洪致文老師出國

前往澳大利亞阿德雷

德、布里斯本、雪梨調

查鐵道相關博物館

105969

179

(標)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辦【臺北機廠珍貴車輛

資源研究調查計畫】經費 7

地理系報支計畫國外差

旅費1070131－1070211

前往澳大利亞阿德雷

德、布里斯本、雪梨調

查鐵道相關博物館

104031

180

(標)金門縣政府委辦【金門縣老街風貌形塑計畫-

-獎勵特色街區風貌維護之策略及輔導機制研究

案】經費

1、7

東亞系報支江柏煒

107/4/5-11日前往新加

坡資料調查蒐集與考察

研究之國外差旅費(生活

費共7日)

6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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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標)金門縣政府委辦【金門縣老街風貌形塑計畫-

-獎勵特色街區風貌維護之策略及輔導機制研究

案】經費

1、7

東亞系報支江柏煒

107/4/19-23日前往馬來

西亞吉隆坡資料調查蒐

集與考察研究之國外差

旅費(生活費共支5日)

40741

182 「印尼日惹特區的環境、文化與社會」 3
地理系境外教學(II)：

林宗儀老師
30000

183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印尼日惹

特區的環境、文化與社會」
3

地理系境外教學(II)：

李素馨老師
10000

184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印尼日惹

特區的環境、文化與社會」
3

地理系境外教學(II)：

王文誠老師差旅費--

(1/30)

10000

185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印尼日惹

特區的環境、文化與社會」
3

地理系境外教學(II)：

譚鴻仁老師差旅費--

(2/2)

10000

186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健康促進與

衛生教育課程境外教學計畫]
3

衛教系廖邕老師機票費

與部分日支生活費--

(3/15)

21000

187
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休旅所與日本山形大學

交流計畫
3

休旅所與日本山形大學

交流計畫－教師與職員

差旅費（與學院補助款

分攤

60000

188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日本岡山大

學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3、7

電機系蔣欣翰老師0226

－0304赴日交流機票費

用--(3/29)

9000

189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日本岡山大

學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3、7

許陳鑑教師107/02/21－

107/03/02日本交流費

用--(3/31)

10000

190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日本岡山大

學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3、7

電機系賴以威老師

107/02/26－107/03/02

日本岡山出差旅費--

(4/12)

10000

191
106年第2期本校推動國際合作補助－「臺灣‧日

本研究生學術課程暨史蹟考察」
3、7

臺史所臺日國際交流計

畫--(4/26)
60000

192
歷史系支周東怡老師來回機票費及日支生活費--

(5/16)
3、7

歷史系支周東怡老師來

回機票費及日支生活費-

-(5/16)

42750

193
英語系請支本系劉宇挺教授訪視日本金澤大學出

差旅費－實支25700元--(5/31)
3、8

英語系請支本系劉宇挺

教授訪視日本金澤大學

出差旅費－實支25700

元--(5/31)

25700

194
107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作補助－「韓國濟州島特

區歷史環境、經濟與島嶼發展」
3、7

地理系境外教學：王文

誠老師差旅費--(6/19)
29217

195
107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作補助－「韓國濟州島特

區歷史環境、經濟與島嶼發展」
3、7

地理系境外教學：李素

馨老師差旅費--(6/19)
10000

196
赴馬來西亞吉隆坡國外差旅費出席WEEF2017國際

會議
4

科技系報支張基成教授

2017/11/12－11/17赴馬

來西亞吉隆坡國外差旅

費出席WEEF2017國際會

議－與B107000891合併

(與B202210合併)

9326

197 吳忠信教授107年參加馬尼拉TFSP會議 4

生科系支計畫主持人吳

忠信教授107年參加馬尼

拉TFSP會議機票費(2/25

－3/2)

14279

198 日本岡山大學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7

日本岡山大學國際學術

研究合作計畫－電機系

報支：許陳鑑教授參與

日本岡山大學國計學術

研究計畫之國外差旅費-

3/30

24017

第 21 頁，共 26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99
宋修德研討會發表論文與拜會東京大學及文化參

訪
3

工教系報支1/28~2/2宋

修德研討會發表論文與

拜會東京大學及文化參

訪差旅費-3/31

69759

200
至荷蘭出席「2018年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國際

觀察員講習會議
4

至荷蘭出席「2018年教

學與學習國際調查」國

際觀察員講習會議(1/13

－18)羅珮華國外差旅費

及交流活動費

8058

201 參加新加坡IB國際會議 4

教育學系報支主持人甄

曉蘭教授參加新加坡IB

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107/03/24－

107/03/28）

81941

202 赴加拿大溫哥華訪視教育見習計畫師資生 3

英語系報支陳秋蘭4/3－

4/11日赴加拿大溫哥華

訪視教育見習計畫師資

生之國外差旅費-5/7

83920

203 教育系報支劉美慧教授國外差旅費 3

教育系報支劉美慧教授

國外差旅商務艙機票費

用與手機漫遊費(3/17－

3/22，台北－法蘭克福

－漢堡－法蘭克福－台

北來回商務艙機票15000

元+手機漫遊費1797元，

合計16797元)(與

B204977合併)

16797

204 許瑛玿與葉怡芬赴南非國際交流 1、3

報支許瑛玿與葉怡芬

107/3/24－4/6日赴南非

國際交流之生活費、保

險費、雜費與國內交通

費

71209

205 赴韓國首爾參加研討會 4

臺史所支許佩賢教授赴

韓國首爾參加研討會發

表差旅費，總計17，455

元。-5/31

*107/5/10-5/14_參加研

討會

17455

206 加2018亞洲閱讀與書寫協會年會 4

特教系報支 國外差旅。

參加2018亞洲閱讀與書

寫協會年會－筑波大學

附小參訪觀課

12839

207
至北海道札幌參加國際會議DLSA 2018並發表研究

成果論文
4

支出許庭嘉老師

2018/04/24－04/29至北

海道札幌參加國際會議

DLSA 2018並發表研究成

果論文。-6/7

58078

208 振赴日本千葉出席國際會議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支

107/04/12~04/17吳明振

赴日本千葉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論文差旅費-6/13

48153

209 至日本（京都5/24－5/29）家政教育交流參訪 3

人發系報支，國外差旅

費，計畫主持人至日本

（京都5/24－5/29）家

政教育交流參訪，包括

機票、生活費、禮品、

及其交通等各項費用

6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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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赴日本東京參加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2018 (IEEE ICASI 2018)論文發表

4

電機系報支4/12-17林政

宏赴日本東京參加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2018 (IEEE ICASI

2018)論文發表之差旅費

64250

211 105年度張俊彥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4

研發處支105年度張俊彥

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

計畫保留款(計畫時

間:105.12.1－

107.2.28)－報支

107.1.19－21張俊彥教

授至泰國烏汶皇家大學

出席ICSED2018研討會並

擔任主講人-3/2

31775

212 106年度廖邕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7

研發處支106年度廖邕教

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

畫(計畫時間:106.12.1

－107.11.30，執行國際

合作與移地研究：國外

差旅費之部分日支生活

費33，040元)

33040

213 與日本山形大學交流計畫 3

休旅所支與日本山形大

學交流計畫－教師與職

員差旅費（與國際事務

處補助款分攤，請購單

T10704000009－1）-

3/19

*107/1/22-2/1

*劉永琦.林伯修

20000

214 赴美國參與ICC2018會議 4

1/24－2/3陳妍儒赴美國

參與ICC2018會議出國差

旅費--(3/21)

86412

215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課程境外教學計畫] 3

衛教系支補助[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課程境外教

學計畫]差旅費－胡益進

老師機票費與日支生活

費，共35，283元(機票

費7，557元；日支生活

費220x釜山匯率29.31=6

，448/天，6，448x4.3

天=27，726元)

35283

216 赴韓國首爾Hansung University－移地學術研究 7

報支107/2/12~2/22安用

吉助理教授赴韓國首爾

Hansung University－

移地學術研究出國費用

，總計83488元

83488

217 李位仁教授國外差旅費 3
化學系報支李位仁教授

國外差旅費
80201

218 赴澳洲雪梨參加研討會 4

報支徐美教授1／10～1

／14赴澳洲雪梨參加研

討會差旅費，總計75，

063元

75063

219
台師大柏克萊人才躍升計畫－陳家俊教授前往柏

克萊大學及史丹福大學
1、3

陳家俊教授－台師大柏

克萊人才躍升計畫－陳

家俊教授前往柏克萊大

學及史丹福大學國外差

旅費

11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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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許瑛玿教授1月24日至2月2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4

許瑛玿教授1月24日至2

月2日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國外差旅費(韓國)

36580

221
美術館營運中心【核銷】張元鳳、黃進龍日本國

外差旅
3

美術館營運中心【核

銷】張元鳳、黃進龍日

本國外差旅。4月1日起

至6日。--(5/8)

96168

222 宋曜廷副校長赴美國海外攬才行程差旅費用。 3

3/31－4/9宋曜廷副校長

赴美國海外攬才行程差

旅費用。(與

T107A0500069－2禮品費

用TWD5，994加總為全額

國外差旅費用，此筆報

支交通、生活、保險、

租車費用)--(5/8)

293304

223
文創中心【核銷】許和捷、林俊良、劉建成，

107/03/28日起04/06止，日本參訪
3

文創中心【核銷】許和

捷、林俊良、劉建成，

107/03/28日起04/06止

，日本參訪(文創設計交

流暨參訪活動)

237819

224 校長參加教育部和科技部海外攬才團活動 3

校長參加教育部和科技

部海外攬才團活動-

5/16

*107/3/31-4/7_吳正己

校長_舊金山、洛杉磯差

旅費

216043

225
邀訪問巴基斯坦拉合爾管理大學及喀拉蚩國際研

討會
3、4

管理學院支印永翔院長

及周德瑋教授或邀訪問

巴基斯坦拉合爾管理大

學及喀拉蚩國際研討會

之出國旅費(1072/3-

2/13)

111019

226
參加「2018年越南河內、海防、廣寧臺灣高等教

育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3

僑先部僑服組支陳嘉凌

組長越南參加「2018年

越南河內、海防、廣寧

臺灣高等教育展及赴越

南招生宣導」國外差旅

費3/12-3/19

52044

227
參加「2018年越南河內、海防、廣寧臺灣高等教

育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3

僑先部僑服組支蔡佳因

越南參加「2018年越南

河內、海防、廣寧臺灣

高等教育展及赴越南招

生宣導」國外差旅費

3/12-3/19

57237

228
參加「2018年越南河內、海防、廣寧臺灣高等教

育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3

吳忠信主任越南參加

「2018年越南河內、海

防、廣寧臺灣高等教育

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國外差旅費及參加越南

招生(台北桃園來回)計

程車費3/10-3/16

41019

229
參加「2018年越南河內、海防、廣寧臺灣高等教

育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3

吳忠信主任越南參加

「2018年越南河內、海

防、廣寧臺灣高等教育

展及赴越南招生宣導」

國外差旅費及參加越南

招生(台北桃園來回)計

程車費3/10-3/16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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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赴韓國元大證券株式會社討論相關學術合作計畫 4

報支107/4/12~4/14安用

吉助理教授赴韓國元大

證券株式會社討論相關

學術合作計畫，總計

27933元

27933

231 瑞典Uppsala University交流訪問 3

資教所支陳明溥老師及

陳志洪老師5月14日至20

日赴瑞典Uppsala

University交流訪問

191873

232 支邱皓政教授4月份夏威夷差旅費 3
支邱皓政教授4月份夏威

夷差旅費
62528

233 支蔡珮蓉專任助理4月份夏威夷差旅費 3
支蔡珮蓉專任助理4月份

夏威夷差旅費
83937

234 支周世玉教授4月份夏威夷差旅費 3
支周世玉教授4月份夏威

夷差旅費
75311

235 「科學探究與數位學習研究人才躍升計畫」 3

研發處支科教中心張俊

彥教授「科學探究與數

位學習研究人才躍升計

畫」－報支陳佳利於

107.4.20－29至西班牙

畢爾包參加"GO Lab種子

教師研習營"出國差旅費

用-6/19

83763

236 研發處支蔡今中老師2/24－3/4出國訪問費用 3

【轉正】研發處支蔡今

中老師2/24－3/4出國訪

問費用 (含機票、差旅

費、保險及雜費)

130000

237 支蔡今中老師2/24－3/4出國訪問費用 3

研發處支蔡今中老師

2/24－3/4出國訪問費用

(含機票、差旅費、保險

及雜費)

34906

238
國際時尚高階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夏學理執行長，

美國紐約訪學
3、4

國際時尚高階管理碩士

在職專班夏學理執行長

，美國紐約訪學，機票

差額1萬6千元-6/13

*共證：T10790000040-

4.6

*107/1/30-2/17_紐約_

海外會談、參訪。

16000

239 前往美國進行國際時尚之都 3

GF－EMBA前往美國進行

國際時尚之都 － 紐約

海外訪學

356591

240 前往美國進行國際時尚之都 3

GF－EMBA前往美國進行

國際時尚之都 － 紐約

海外訪學

1

241 出訪韓國忠南大學 3

[預借款核銷]管理學院

出訪韓國忠南大學出差

旅費(周世玉、賴香菊、

吳政宜3人)

81000

242 出訪韓國忠南大學出差旅費 3

管理學院出訪韓國忠南

大學出差旅費(周世玉、

賴香菊、安用吉、吳政

宜4人)

38838

243
「師大學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專案團隊1060826

－0901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費
3

研發處支補助「師大學

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

專案團隊1060826－0901

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

費（陳玉娟臺灣－加拿

大來回機票及生活日支

費）

9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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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師大學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專案團隊1060826

－0901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費
3

研發處支補助「師大學

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

專案團隊1060826－0901

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

費（商雅雯臺灣－加拿

大來回機票及生活日支

費）

93641

245
「師大學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專案團隊1060826

－0901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費
3

研發處支補助「師大學

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

專案團隊1060826－0901

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

費（劉麗紅臺灣－加拿

大來回機票及生活日支

費）

93429

246
「師大學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專案團隊1060826

－0901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費
3

研發處支補助「師大學

術領導發展方案」報支

專案團隊1060826－0901

赴加拿大參訪國外差旅

費（許添明臺灣－加拿

大來回機票及生活日支

費）

155874

247
106年度學海築夢補助校配合款(物理系林豐利老

師「全像理論中的量子操作」計畫)
3

國際處支106年度學海築

夢補助校配合款(物理系

林豐利老師「全像理論

中的量子操作」計

畫)48804元

48804

248 107年3月12日~23日緬甸招生宣導 1、3

107年3月12日~23日緬甸

招生宣導國外差旅費支

陳鴻章老師國外機票與

差旅費用

111107

249 赴美國拜訪南卡大學校長及院長 3

學務長赴美國拜訪南卡

大學校長及院長

(107.05.08－107.05.12

共計5天，生活費，禮品

及保險費)--(6/4)

38969

說明：

1.非營業特種基金派員出國計畫（不含大陸地區）應依預算所列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列，如有奉核定變更者，須按變更後出國計畫項目填列；因

故未執行、需變更計畫或臨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欄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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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