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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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7年12月
編號
1

2

3

計畫名稱
2018馬來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

2018馬來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

教育部部分補助【106學年度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
理能力計畫】經費+A6:A12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9

2018馬來西亞臺灣高等
教育展－教育部107年度
因公派員出國(僑先部張
珈老師)--(9/14)

46,801

9

2018年馬來西亞臺灣高
等教育展－林子敬、鍾
德磊支國外差旅費合計
99，144元。--(10/26)

99,144

4

校務研究辦公室核銷主
任邱皓政參與AIR研討會
相關費用(5/27-6/3 美國
洛杉磯)

100,883

7

台文系林淑慧老師
1070709-1070714赴馬來
西亞吉隆坡執行2018年
教育部學術領域研究合
作。

39,433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東南亞空間
表述：遊記的文化意象形塑計畫」(台文系經費)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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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系經費)
6

7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瞭解「新」
媒體素養：一個理論取向的建構及其對臺、新中
等教育之應用計畫」(教政所經費)

7

135,493

7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
107/716/-107/7/20至新加
坡國立教育學院移地研
究差旅費。

44,525

9

華語系報支杜昭玫副教
授及王慧娟講師
1070723-1070730赴德參
訪就華語教材、華語教
學輸出及學生交換與各
單位洽談可能合作事項
之國外差旅費

210,988

7

華文系報支曾金金教授
107/07/01-107/07/15赴泰
國曼谷移地研究、並執
行「教育部補助新南向
計畫學術型領域：空服
華語的準確度與流利度
訓練模組分析」之差旅
費-8/16

100,986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空服華語的
準確度與流利度訓練模組分析計畫」(華語文經
費)
9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10

130,758

地理系報支蘇淑娟老師
1070703－1070717前往
新加坡，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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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移地研究國外旅
費。

教育部補助辦理「105年開拓德國地區華語文教育
產業海外需求計畫－第3年階段」經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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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9－25至法國巴黎
六大大學討論跨國合作
及分享教育成果-8/3
*共證J10700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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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7.7.5－11至印尼
Jember大學參加
ICONSME 2018研討會擔
任主講人並分享STEM經
驗交流之生活費-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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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0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11

12

類別

4、9

國立中興大學分撥教育部補助【菲律賓
Pachyrhynchus 象鼻蟲的寄主植物與DNA條碼研究
於熱帶農業整合害蟲管理的應用-學術領域研究計
畫合作案】經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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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系經費)
13

14

7

國立中興大學分撥教育部補助【菲律賓
Pachyrhynchus 象鼻蟲的寄主植物與DNA條碼研究
於熱帶農業整合害蟲管理的應用-選送我國師生赴
南向國家進行學術領域之研究、研究與講學】經
費

7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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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系林仲平老師報支
107/6/15－107/7/16專任
助理王崇羽赴菲律賓呂
宋島與民答那峨島進行
野外調查與標本採集國
外差旅費移地研究費用

61,198

111,099

69,517

22,781

4

研發處補助圖資所吳怡
瑾老師106學年度出國參
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
機票費35000元(107.7.15
－107.7.20)

35,000

4

7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7 IEYI 世界青少年創客發
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19

地理系報支蘇淑娟老師
1070804－1070820前往
印尼雅加達、日惹及美
納多，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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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移地研究國外旅費。

39,45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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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系經費)
18

生科系報支107.04.17－
107.05.05王崇羽專任助
理赴菲律賓呂宋島與巴
布延群島進行野外調查
與標本採集國外差旅費
移地研究費用

執行數

研發處補助衛教系張晏
蓉老師106學年度出國參
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
機票費30000元(107.5.23
－107.5.26)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16

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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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7.7.25－31至韓國濟
州島參加 IEEE ICKII
2018研討會擔任主講人
並與新年向南亞國家各
大學洽談雙向研究合作
事項之國外差旅生活費8/28

4

教育學院報支甄曉蘭107
年8月22－26日代表教育
學院至馬尼拉菲律賓大
學參與國際研討會之出
差旅費$22065元整-9/5
地理系報支蘇淑娟老師
1070826－1070901前往
馬來西亞檳城，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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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移地研究
國外旅費。
工教系支 －專任助理徐
翎107/8/30－107/9/5至俄
羅斯莫斯科及喀山參訪
教育機構及出席「2020
IEYI世界青少年發明
展」籌備會之國外差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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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5

51,512

46,480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部分補助【106學年度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
理能力計畫】經費

20

類別

4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7 IEYI 世界青少年創客發
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21

68,591

4

工教系支 －計畫主持人
洪榮昭教授107/8/30－
107/9/5至俄羅斯莫斯科
及喀山參訪教育機構及
出席「2020 IEYI世界青
少年發明展」籌備會之
國外差旅費

87,504

7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24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25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26

27

國立中興大學分撥教育部補助【菲律賓
Pachyrhynchus 象鼻蟲的寄主植物與DNA條碼研究
於熱帶農業整合害蟲管理的應用-選送我國師生赴
南向國家進行學術領域之研究、研究與講學】經
費

28,352

4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地理系李素馨教授受邀於107年
8月28日至9月1日赴巴西聖保羅出席「2018年巴西
聖保羅世界休閒年會」機票款
23

執行數

工教系支 －專任助理陳
鎂音107/8/30－107/9/5至
俄羅斯莫斯科及喀山參
訪教育機構及出席
「2020 IEYI世界青少年
發明展」籌備會之國外
差旅費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7 IEYI 世界青少年創客發
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22

內容簡述
校務研究辦公室核銷主
任參與研討會相關費用
(報支邱皓政教授於
107.07.27－107.08.08前
往義大利-Genova-大學參
加會議(2018European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Group Meeting-會議日期
7/30-8/2)，研討會，經費
與B類分攤。)(與
B211052合併)

地理系支地理系李素馨
教授於1070824-1070911
赴巴西聖保羅出席
「2018年巴西聖保羅世
界休閒年會」進行移地
研究研究機票款
研發處補助光電所蕭惠
心老師106學年度出國參
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
機票費35000元(107.8.19
－107.8.23)
研發處補助地科系橋本
康弘老師106學年度出國
參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
－機票費實支38250元

59,893

35,000

38,2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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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07.9.4－14至馬其頓
共和國辦理學術參訪交
流-10/24

110,859

7

生科系報支107/8/25－
107/9/25專任助理
(107/8/25－8/31)、臺大
碩士班學生(107/9/1－
9/25)王崇羽赴菲律賓馬
尼拉周邊區域與中部群
島進行野外調查與標本
採集國外差旅費移地研
究費用

6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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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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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28

類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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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29

3、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0

3
教育部補助［泰國資優教育見習］經費

31

32

8

國立中興大學分撥教育部補助【菲律賓
Pachyrhynchus 象鼻蟲的寄主植物與DNA條碼研究
於熱帶農業整合害蟲管理的應用-選送我國師生赴
南向國家進行學術領域之研究、研究與講學】經
費

7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3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4

4

教育部補助新南向計畫學術型領域-「瞭解「新」
媒體素養：一個理論取向的建構及其對臺、新中
等教育之應用計畫」(教政所經費)

35

7

內容簡述
文學院報支林宗儀老師
107/9/24－107/9/29、廖
學誠老師107/9/24－
107/9/27赴越南胡志明市
和河內兩地，進行學術
交流及參加國際研討會
之國外差旅費中的禮品
交際及雜費（以一人6
天、一人4天，共10天*
每日600元計算，以不具
財產性質之紀念品為
宜）
文學院報支林宗儀老師
107/9/24-107/9/29、廖學
誠老師107/9/24-107/9/27
赴越南胡志明市和河內
兩地，進行學術交流及
參加國際研討會之國外
差旅費-10/17
研發處補助梁至中教授
10/23－10/31赴美國紐約
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報支教育部補助師資生
泰國資優教育見習帶隊
老師于曉平老師之機票
費、生活費補助及機場
接駁交通費
生科系報支107.07.21－
107.08.21王崇羽專任助
理赴菲律賓馬尼拉周邊
區域與中部群島進行野
外調查與標本採集國外
差旅費移地研究費用
報支籃玉如教授赴新加
坡參加第五屆華文二語
教與學國際研討會差旅
費
報支國際漫遊電信費：
出席ChinaCALL【08/15
－08/19，5天】、新加
坡華文教研中心研討會
【09/10~09/14，共5
天】、堪薩斯（美）
AECT2018學術研討會（
10/20~10/29），詳如賬
單明細。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
107/10/06－107/10/10至
新加坡國立教育學院移
地研究差旅費：機票費
16500元；日支差旅費
278美元，出國前一營業
日台銀匯率為30.875，
278*30.875=8583，首末
日*0.3=2575，總計
47399元整。-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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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5,976

91,477

58,094

44,488

95,003

56,656

3,295

47,399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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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36

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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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37

9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8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39

9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0

1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1

3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7 IEYI 世界青少年創客發
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42

1

內容簡述
文學院報支林宗儀老師
及李宗祐老師107/10/21
－107/10/25赴印尼日惹
進行學術交流及參加國
際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中的禮品交際及雜費(差
旅費為F107007079)
文學院報支林宗儀老師
及、李宗祐老師
107/10/21－107/10/25赴
印尼日惹加查馬達大學
進行學術交流並會商未
來教學及研究合作機會
之國外差旅費(禮品交際
及雜費為F104006573
$5,986元)
報支籃玉如教授赴美堪
薩斯州參加AECT2018學
術會議及ETR及D期刊（
SSCI）編輯團隊會議。
出國期間：1071020－
1071029
研發處補助管理學院與
國外學研機構合作經費
－赴九州大學簽署姐妹
校合約暨執行研發處院
級旗艦計畫－報支
(1)10/20－10/23機票費，
計26700元，
(2)10/20~10/22日支費，
美金217元*匯率31*3日
=20181，10/23搭機日支
費2018元，(3)保險費179
元。合計49，078元。
研發處補助管理學院與
國外學研機構合作經費
－為加強與國外機構合
作，9/9~9/15出席2018歐
洲教育者年會，報支差
旅費，(1)來回機票135，
766元，(2)9/9及9/14搭機
日支費，美金318*匯率
30.815*0.3*2日=5，880
，9/10~9/13日支費，美
金318*匯率30.815*4日
=39，196，(3)保險費302
元。合計181，144元。
其中360元由國際處林禹
致專員代墊。

研發處補助管理學院與
國外學研機構合作經費
－報支研發長許瑛玿出
訪日本九州大學國外出
差旅費，計49，761元。
工教系支 － 為執行2018
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少
年發明展所支出國隨隊
競賽評審陳美勇國外差
旅費補助(107年10月17
日－23日)(台北－印度德
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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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5,986

61,788

134,292

49,078

181,144

49,761

68,071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7 IEYI 世界青少年創客發
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43

類別

1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4

46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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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教育部補助［南向印記-雅加達台灣學校跨域實習
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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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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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0

3

研發處補助音樂系金希
文老師106－2赴日本東
京文化會館發表新作－
機票費
(2018.05.22~2018.05.24)-(12/13)

12,275

3

文學院報支陳秋蘭院長
10/28－10/31赴越南河內
參訪差旅費(與
T1072000237分攤)

22,779

8

國外差旅費：張民杰赴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進
行境外教育實習巡迴輔
導國外差旅費

30,436

3

3

3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1

3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2

3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3

3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4

3、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5

3、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6

56,493

4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0

執行數

研發處補助復諮所陳貞
夙老師106學年度出國參
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
機票費31500元
(107.6.16~107.6.20 )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45

內容簡述
工教系支 － 為執行2018
IEYI臺灣參加世界青少
年發明展所支出國隨隊
競賽評審洪翊軒國外差
旅費補助(107年10月17
日－21日)(台北－印度德
里)

3、4

國社院報支張瓅勻老師
及劉姵君支107/12/06－
12/10越南河內胡志明學
術參訪差旅費-12/22
教育學院報支107/10/2810/31陳學志老師、陳又
禎助理及其他學校老師
赴越南河內學術參訪國
外差旅費
【轉正】研發處補助蔡
今中教授7/5－7/9赴韓國
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
7/5－7/9赴韓國短期訪問
之差旅費
【轉正】研發處補助蔡
今中教授8/1－8/6赴澳大
利亞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
8/1－8/6赴澳大利亞短期
訪問之差旅費
【轉正】研發處補助蔡
今中教授8/23－9/1赴英
國短期訪問及至斯洛維
尼亞出席國際會議之差
旅費
研發處補助蔡今中教授
8/23－9/1赴英國短期訪
問及至斯洛維尼亞出席
國際會議之差旅費
【轉正】梁至中教授
8/23－9/1赴英國短期訪
問及至斯洛維尼亞出席
國際會議之差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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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80

62,842

50,000

3,103

110,000

6,084

130,000

23,955

52,000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補助研發處學術合作、軟體授權

57

類別
3、4

教育部補助［南向越南，深入台校實習］經費
58

59

8

教育部體育署推動體育新南向「GAISF年會體育
節合球示範宣傳暨泰國知名大學教學參訪交流活
動」計畫經費

3

教育部補助［飛越北歐-瑞典跨域教育見習計畫］
經費
60

61

8

教育部部分補助【106年度「學海築夢」-『資料
應用系統平台建置: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
校圖書館專業實習』計畫】經費(圖資所 吳美美)

8

教育部體育署部分補助本校辦理「赴澳洲參加紐
奧運動管理國際研討會」經費
62

3

教育部體育署部分補助本校辦理「赴澳洲參加紐
奧運動管理國際研討會」經費
63

66

【結案日期：107年10月
31日】師資生赴瑞典教
育見習國外旅費借支款
（教育見習期間：
107.08.25－107.09.09）
圖資所支106年度學海築
夢經費(美國、威斯康辛
密爾瓦基，107/6/16－
107/8/17)(許芷瑄等6
人)(8/1-8/9曾元顯老師 )
轉付運休所報支方進義
及學生黃寶元等7人赴澳
洲參加紐澳運動管理國
際研討會及參訪南澳大
學、阿德雷德當地運動
中心之生活費及保險費
之國外差旅費

425

417,000

80,000

72,473

39,816

62,500

4

運動競技系報支博士後
研究李尹鑫107/7/1-7/17
日至法國參加2018
science－cycling研討會
及德國Friedrichshafen參
加2018 EUROBIKE自行
車展之國外差旅費(生活
費支11日)

119,435

4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轉付運休學院報支季力
康等20人於107/4/15-4/22
日與合球隊赴泰國參訪
交流活動機票、交通及
膳宿費

9,619

3

中央研究院【2017年中央研究院年輕學者研究著
作獎-謝奈特】研究獎助費

65

英語系請支教育部補助
107F0012計畫用學生赴
海外實習保險費，和泰
產物保險，徐豪谷墊

執行數

轉付運休所報支方進義
及學生黃寶元等7人赴澳
洲參加紐澳運動管理國
際研討會及參訪南澳大
學、阿德雷德當地運動
中心之機票款國外差旅
費

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補助「產學
研價值創造計畫-智慧型動態壓力科技於運動健康
產業之商品化與事業化計畫」經費(第一年)
64

內容簡述
梁至中教授8/23－9/1赴
英國短期訪問及至斯洛
維尼亞出席國際會議之
差旅費

4

地科系報支謝奈特教授
參加國外學術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亞洲大洋洲
地質年會；日期:1070603
－1070608；地點:美國夏
威夷；與科技部計畫共
同分攤(請購單編
號:B107016824))(與
B210754合併)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邱國
力老師出席IWALS國外
研討會及多倫多大學學
術參訪--(6/27)

第 7 頁，共 13 頁

35,000

106,073

備註

編號

67

68

69

計畫名稱

【深耕計畫(經)-VR在華語文學習之應用】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4

107年度高教深耕計畫－
VR在華語文學習之應用
工教系支計畫主持人洪
榮昭教授107/6/4－6/11
至美國匹茲堡參加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之國外差旅費
(含論文註冊費)--(6/27)

79,820

1、3、4

報支6/4－6/13劉子鍵教
授赴美國出席
IWALS2018及赴加拿大
拜會學者差旅費用。(與
J107000092－2禮品費用
TWD4，311加總為全額
國外差旅費用，此筆報
支交通、生活、簽證、
保險、註冊費用)

103,379

1、3、4

(校內轉帳)報支6/4－6/13
劉子鍵教授赴美國出席
IWALS2018及赴加拿大
拜會學者差旅費用－禮
品。(與J107000092－1無
報支禮品費用，與此筆
禮品費用請購合計為全
額國外差旅費)

4,311

50,000

70

【深耕計畫(經)-深化科學教育研究與國際鏈結】

3、4

科教中心辦理研究計畫
報支張俊彥教授於
107.6.9－25至法國巴黎
六大大學辦理學術交流-(8/6)

71

【深耕計畫(經)-虛擬實境技術在華語文學習之研
究】

3、4

科技系支蕭顯勝教授參
加IWALS2018研討會發
表論文--(8/9)

82,593

84,731

72

【深耕計畫(經)-IB國際文憑ATL導向之華語文教
學師培研究】

3、4

國外差旅費－－
2018/06/04~11參與由美
國匹茲堡大學舉辦之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暨發
表論文。--(8/14)

73

【深耕計畫(經)-程式設計之認知神經科學研究】

4

陳志洪副教授參加國外
研討會之差旅費--(9/5)

100,962

74

【深耕計畫(經)-急性運動與藥物對注意力不足過
動症孩童抑制控制的影響】

4

體育系報支邁頂計畫洪
聰敏老師107/7參與歐洲
ECSS 2018研討會議出國
差旅費。--(9/6)

102,618

7

1070625人發系報支6/5
至6/11國外差旅費一筆
(到美國匹茲堡大學
LRDC 2nd Floor參與
Reading會議)--(9/13)

85,794

應華系報支107/6/4－
107/6/11至美國出席
IWALS研討會總計85786
元，實支核銷84835元。
(機票NT45875元，生活
費33047元，註冊費6448
元，電子簽證費416元)-(9/18)

84,835

75

76

【深耕計畫(經)-華語文識字發展相關因素探討】

【深耕計畫(經)-漢字正簡親疏性對跨書寫系統學
習者中文閱讀發展之影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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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77

【深耕計畫(經)-語文幽默創造認知歷程之腦神經
造影研究】

4

心輔系報支陳學志教授
於107.06.04－107.06.13
赴美國匹茲堡大學參加
IWALS學術研討會發表
學術論文及加拿大多倫
多大學參訪研究中心之
國外差旅費--(9/18)

78

【深耕計畫(經)-程式設計之認知神經科學研究】

4

林育慈副教授參加國外
研討會之差旅費--(9/21)

40,566

4

應華系報支107/7/16－
107/7/22至英國參與The
25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ading並發表
論文，總計81929元(機
票NT39855元，生活費
30968元，保險費為200
元，註冊費7306元，禮
品交際及雜費3600元)，
實支核銷金額為80540元
，自籌經費1389元。-(9/26)

80,540

57,551

79

【深耕計畫(經)-漢字正簡親疏性對跨書寫系統學
習者中文閱讀發展之影響】

163,401

80

【深耕計畫(經)-運用語料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之研究】

4

請支107J1D0201計畫主
持人陳浩然參加The 23rd
Conference of Pan－
Pacific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AAL2018)會議並發表
論文之差旅費(會議地點:
東京)--(9/27)

81

【深耕計畫(經)-應用認知神經科學技術在跨學科
學習的理論探討與教學實踐】

4

報支陳學志教授中歐出
國差旅費總計76，658
元。 --(9/26)

76,658

4

曾芬蘭參加The 20th Int
吋l Conf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討會(The
2018 World Congress in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及
Applied Computing)出國
相關費用--(10/4)

110,501

51,133

82

【深耕計畫(經)-建置安全、精細以及多元的教育
大數據資料分析平台】

83

【深耕計畫(經)-運用語料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之研究】

4

請支107J1D0201計畫主
持人陳浩然參加The
Fourth Asia Pacific
Corpus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PCLC
2018)會議並發表論文之
差旅費(會議地點:日本高
松市)--(10/8)

84

【深耕計畫(經)-融入研究生命週期的圖書館學術
服務】

7

圖書館支柯皓仁館長參
加國際會議(IFLA 2018年
會)國外差旅費－9/20

63,390

85

【深耕計畫(經)-開發情意、興趣與人格測驗之創
新評量工具與尖端心理計量技術】

3、4

陳柏熹老師赴加拿大多
倫多大學參訪交流、洽
談合作出國相關經費-(10/12)

112,572

4

特教系報支－許禕芳助
理教授前往法國
Bordeaux參與第五屆波
爾多神經校園研討會國
外差旅費--(10/25)

97,076

7

報支深耕計畫協同主持
人107年10/23－25日、
10/27日至韓國首爾發表
論文國外差旅費--(11/16)

41,278

86

87

【深耕計畫(經)-工作記憶和聽知覺訓練對增進語
言學習之科學實證研究】

【深耕計畫(經)-運動大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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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88

89

90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7

報支葉怡芬10/12－16赴
日本參加ACE國際研討
會之國外差旅費－－
(10/16申請全額撥付中，
出國預算為74，512)-(11/20)

65,680

【深耕計畫(經)-自主學習機器人之研究】

電機系報支－JaesikJeong鄭在植、參加
IROS-2018研討會共5日
，地點位於西班牙馬德
里，核銷生活費用與機
票

35,552

【深耕計畫(經)-運用語料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之研究】

4

請支107J1D0201計畫主
持人陳浩然參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aCor 2018 (PaCor 2018)
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差旅
費(會議地點:西班牙馬德
里)--(11/27)

71,006

55,160

【深耕計畫(經)-跨域課程與師資培育】

91

【深耕計畫(經)-建構全自動高效的智慧量測模
式】

3、9

高教深耕報支 0402建構
量測模式 國外出差旅費
（陳柏熹老師至日本東
京諮詢本計畫相關技術
並洽談可能合作事宜）-(11/28)

92

【深耕計畫(經)-促進全人發展--全方位關懷與社
會創新實踐】

1、3

報支學務長新加坡參訪
相關費用。

58,859

4、9

報支林巾力教授
(107.10.20-10.23)赴日本
九州大學訪問之國外差
旅費--(12/6)

42,199

3、4、7

華教系報支 洪嘉馡副教
授參與新加坡第六屆國
際學校華語教育研討會
(ISCEL)發表論文之交通
與生活費(107/11/30－
107/12/02)--(12/11)

43,499

4、7

電機系報支－包傑奇教
授參加1&ordm;
SEMIN&Aacute;RIO
INTERNACIONAL DE
ROB&Oacute;TICA
EDUCACIONAL研討會
共5日，地點位於巴西聖
易路斯，核銷生活費用
與機票

75,160

4

107年度高教深耕計畫－
VR在華語文學習之應用
工教系支計畫主持人洪
榮昭教授107/12/3－12/7
至澳洲參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 Assessment， and
Learning for Engineering
(TALE2018)之國外差旅
費(含論文註冊費)

98,519

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教授107/11/14~20赴美
國New Orleans出席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發表論文國外差旅費。

81,669

93

94

95

96

97

【深耕計畫(經)-國際台灣研究連結計畫】

【深耕計畫(經)-華語文寫作語料庫建置與分析】

【深耕計畫(經)-自主學習機器人之研究】

【深耕計畫(經)-VR在華語文學習之應用】

【深耕計畫(經)-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統計學習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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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98

99

計畫名稱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0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1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2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3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4 【深耕計畫(經)-高行健講座辦公室籌設計畫】

105 【深耕計畫(經)-文保科技.國際永續】

106

【深耕計畫(經)-以「內容整合語言學習」為框架
之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新文化教育方案】

【深耕計畫(經)-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統計學習方
107
案】

108 【深耕計畫(經)-深化科學教育研究與國際鏈結】

109 【深耕計畫(經)-科學跨域學習與教學】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陳
登武老師赴法國訪問高
行健老師之台北－巴黎
來回機票

34,000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陳
登武老師赴法國訪問高
行健老師之日支費37299
元、保險費817元(12/6－
12/11)

37,499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陳
登武老師、林淑真老師
赴法國訪問高行健老師
之交通費（桃園機場至
師大來回車資）

2,200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林
淑真老師赴法國訪問高
行健老師之台北－巴黎
來回機票

34,000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林
淑真老師赴法國訪問高
行健老師之日支費37299
元

37,299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林
淑真老師赴法國訪問高
行健老師之保險費817元
（12/6－12/11）實支200
元。

200

3

歷史系報支107年12月
【高行健講座計畫】陳
登武老師、林淑真老師
赴法國訪問高行健老師
之交通費（法國巴黎機
場至飯店來回車資）

4,001

1、3

文保中心支12/9－12/14[
台.日文化保存修復技
術、保存科學意見交
流](B類交流活動費)

150,000

3、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老師、杜昭玫老師
107/11/29~12/3赴新加坡
出席第六屆國際學校華
語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
國外差旅費用。

120,000

3、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老師107/11/29~12/3赴
新加坡出席第六屆國際
學校華語教育研討會暨
工作坊國外差旅費用。

3,785

3、4

科教中心報支研究計畫
張俊彥教授107.12.6－13
至美國拉斯維加斯大學
進行演講及研究計畫進
行合作討論

71,425

3、4

科教中心辦理研究計畫
報支張俊彥教授於
107.12.19－30至法國巴
黎辦理學術參訪交流

11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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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110

【深耕計畫(經)-3D情境創作對語言學習與學習自
主性之成效評估】

4

【深耕ꞏ國外差旅】籃玉
如教授(12.07-12.16)赴紐
澳兩地出席會議及開會

105,000

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
中老師出席IWALS研討
會與參訪多倫多大學-(6/27)

200,000

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
中老師出席IWAL研討會
與參訪多倫多大學-(6/27)

2,454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林宗
進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13,936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林宗
進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140,000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5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梁至
中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20,947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梁至
中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140,000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7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邱國
力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20,947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邱國
力老師8月(8/8-8/14)赴加
拿大出國參訪國外差旅
費--(8/28)

140,000

1、3、4

報支學習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蔡今中老師8月加拿
大蒙特婁、多倫多國外
差旅費用

37,424

1、3、4

(轉正)報支學習科學學士
學位學程蔡今中老師8月
加拿大蒙特婁、多倫多
國外差旅費用

200,000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121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1、3、4

報支學習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李旻憲老師8月加拿
大蒙特婁、多倫多國外
差旅費用

21,947

122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1、3、4

(轉正)旻憲老師8月加拿
大蒙特婁、多倫多國外
差旅費用

140,000

123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陳彥
元老師8月份赴加拿大參
訪國外差旅費--(9/20)

3,157

124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1、3、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陳彥
元老師8月份赴加拿大參
訪國外差旅費--(9/20)

100,000

【深耕計畫(經)-文化創意整合發展人才培育計
125
畫】

3

文創中心【匡列】
107J1A24計畫主持人許
和捷教授7/9－7/16國外
差旅費第一期款(預借轉
正)

180,000

【深耕計畫(經)-文化創意整合發展人才培育計
畫】

3

文創中心【匡列】
107J1A24計畫主持人許
和捷教授7/9－7/16國外
差旅費尾款(不含雜費)

12,154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1
畫】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2
畫】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3
畫】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114
畫】

116

118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119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深耕計畫(經)-台灣人才躍昇計畫-延攬國際特色
120
人才/薦送年輕學者或博士生出國研修】

126

第 12 頁，共 13 頁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127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3

128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總計
畫】

3

【深耕計畫(經)-評鑑認證保證品質及強化校友連
129
結服務】

7

內容簡述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
中老師11月份參訪馬來
西亞差旅費--(12/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
中老師11月份參訪馬來
西亞差旅費--(12/4)
(轉正)公共事務中心預沖
銷副校長、胡專員5/2529馬來西亞、泰國差旅
費

執行數

備註

50,000

3,370

1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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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