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107年美國頂尖大學設於

北京之夏季華語課程師資培訓及研習交流活動
6

107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

作補助－華語系「美國

頂尖大學設於北京之夏

季華語課程師資培訓及

研習交流活動」計畫--
(8/22)

60,000

2
物理學系與上海交通大學物理與天文學院雙邊

微學分課程「物理與應用之導向學習」
6

「物理學系與上海交通

大學物理與天文學院雙

邊微學分課程『物理與

應用之導向學習』」－

趙宇強老師報之

1071021－1027國外差

旅費(趙宇強老師6萬元

及14名學生報支生活費

各1萬元。合計20萬
元。--(11/22)

60,000

3 參與世界教育論壇首屆籌備委員會 4

國際事務處支印副校長

永翔與許添明教授出席

北京FEW（Forum for
World Education）論壇

－11/23--(11/28)

6,689

4
設計學系與中國美術學院聯合交流工作坊/蘇州

博物館、園林設計參訪
3

設計系支107年第2期推

動國際合作補助－教師

補助6萬元(機票+生活

費)

60,000

5
校長赴中國大陸青海省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校

長論壇
4

107年校長赴中國大陸

青海省海峽兩岸暨港澳

地區校長論壇－－校長

差旅費第一期款  -8/28
*7/29-8/2-西寧-出席會

議、考察、訪問

*共證T10700100023-3

45,000

6
校長赴中國大陸青海省海峽兩岸暨港澳地區校

長論壇
4

107年校長赴中國大陸

青海省海峽兩岸暨港澳

地區校長論壇－－校長

差旅費尾款  -8/28
*7/29-8/2-西寧-出席會

議、考察、訪問

*共證T10700100023-2

4,490

7 2018年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9
2018年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嚴偉蓮差旅費核

銷--(11/27)
39,904

8 2018年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9
2018年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翁乃忻11/1－11/4
差旅費--(11/27)

41,199

9 2018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9

2018澳門臺灣高等教育

展經費預算－嚴偉蓮機

票、出差費核銷--
(11/23)

36,562

10 2018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 9

2018澳門臺灣高等教育

展經費預算－施如樺借

支差旅費、機票費共計

41，928元，實際支出

34，345元，回預借款

項：7，583元（請購

單：T10704000413－
8）--(11/23)

34,345

11
校長赴北大參加北大120週年校慶暨全球大學校

長論壇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游光

昭處長、陳學志院長赴

北京大學差旅費--(11/1)
119,082

（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7年7月至107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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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音樂數位典藏中心捐款

4

音樂數位典藏中心報支

民族音樂研究所行政專

員馮苾瑩前往北京、瀋

陽參加會議機票費
12,750

13
表演所海外參訪款項

3
表演所7/8－12港澳見學

出國差旅費--(9/4)
4,995

14

體育室(指定用途)比賽

1

訓練組支－男子甲組籃

球運動代表隊107.09.10-
107.09.15赴中國鄭州、

武漢參加【2018海峽兩

岸藍天盃大學生籃球邀

請賽】(石明宗機票費)

13,403

15

體育室辦理外部捐贈男子籃球代表隊使用

1

訓練組支－男子甲組籃

球運動代表隊107.09.10-
107.09.15赴中國鄭州、

武漢參加【2018海峽兩

岸藍天盃大學生籃球邀

請賽】(何仁育機票

費)(原請購單編號

D107000357誤刪)

13,403

16
林昭亮獎學金

1
陳沁紅與林映旻因公赴

國外出差保險費
316

17
林昭亮獎學金

3
陳沁紅12/10－11赴香港

交流機票費
6,500

18
林昭亮獎學金

3
陳沁紅12/10－11赴香港

交流日支生活費
12,364

19
林昭亮獎學金

3
林映旻12/10－11赴香港

交流機票費
6,500

20
林昭亮獎學金

3
林映旻12/10－11赴香港

交流日支生活費
12,364

21
林昭亮獎學金

3
陳沁紅12/10－11赴香港

交流禮品費
1,200

22
音樂系捐贈款

3
赴北京中央音樂學院演

出及交流差旅費（機票

費）
33,000

23
音樂系捐贈款

3
赴北京中央音樂學院演

出及交流差旅費（保險

費）
573

24
音樂系捐贈款

3
赴北京中央音樂學院演

出及交流差旅費（機票

費）
300

25

體育室辦理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男子

甲組籃球代表隊使用

1

【帳務調整】-應為大陸

出差旅費誤以技能競賽

科目列支-訓練組支－男

子甲組籃球運動代表隊

107.09.06-107.09.20赴中

國武漢參加【2018海峽

兩岸藍天盃大學生籃球

邀請賽】(李芃機票

費)(原請購單編號

D107000357誤刪)

13,900

26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資教所報支張國恩計畫

主持人107年5月10日至

14日至四川成都出席中

國教育裝備展示會議、

2018世界創造力大會

議、及參訪四川大學，

以利促進推廣產學合作

24,320

2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資教所報支107/6/13－
16陳明溥教授出席香港

運算思維國際研討會

DTE2018(香港)

4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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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資教所報支107/7/18－
7/23陳明溥教授出席

GCCIL 2018研討會
49,239

2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核銷】『「夢幻江

城」燈光動畫挑戰賽ꞏ創
意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8/3－8/5，計3天--
(8/29)

34,786

30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核銷1080706－1080707
赴南京出席"海峽兩岸圖

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之
出國差旅費

24,333

3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運動競技系支相子元教

授107/8/18-8/25至蘭州

參加第20屆全國運動生

物力學交流大會並發表

論文-10/26

37,067

3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工教系報支－

107/9/27~107/9/30出國

至廈門參加2018IEEE
ICICE 國際研討會之國

外差旅費－郭金國－
11/22

17,167

3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生科系支林榮耀教授

10/24－10/27赴四川重

慶市出席25th EAJS研討

會出國差旅費(機票

NT$16，800；生活費

NT$4，0633)

20,863

3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教育系報支許添明教授

107/09/24－27至中國北

京出席Forum for World
Education: First Planning
Committee Meeting論壇

國際漫遊費用(併
T10704000647-1)

368

35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支

107/11/09~11/14吳明振

赴中國杭州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論文差旅費－
12/11

39,136

36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衛教系報支 黃淑貞於

107.10.31－107.11.04前
往香港，參加2018傳播

教育峰會

47,391

3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教育系報支－10/25－
10/28參加第六屆海峽兩

岸教育論壇(寧波)
26,216

38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1、3

趙惠玲院長赴浙江參與

蘇憲法個展「韶華四

季」開幕式暨學術交流

活動之機票、保險費、

國內旅費、生活費。

20,833

3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資教所報支107/12/5－8
陳明溥教授出席香港中

文大學舉辦之遊戲化學

習國際學術會議

ICGBL2018(香港)

45,176

40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核銷】第四屆中華文

化論壇，12/10－13日北

京國外差旅費，詳如出

差旅報告表

14,250

4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資教所報支張國恩教授

赴北京參加中華文化論

壇差旅費(107.12.10-
107.12.13)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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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8

因教學之需，於

12/4~12/9帶管理學院學

生赴杭州研習，出國差

旅費約56，654元(含賴

香菊教授所有國外差旅

費用及隨行工作人員傅

靖淳部分差旅費)。

46,202

4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

中老師12月(12.16-
12.22)參訪北京差旅費

10,619

4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教育系報支10/26－29河
南鄭州國際漫遊費用及

接送費用
2,025

45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轉正】蔡今中教授

12/5－12/12赴中國香港

及廣州短期訪問差旅費
65,000

46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蔡今中教授12/5－12/12
赴中國香港及廣州短期

訪問差旅費(併
I107000700-1)

11,12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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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華教系報支洪嘉馡

107/12/7-9日赴香港理工

大學參加「蔣經國學術

交流基金會」會議之國

外差旅費

28,532

48

資訊教育所

3

資教所支1070606－7陳
明溥陳志洪老師赴中國

福州市VR教育應用與發

展參訪

30,354

49

僑先部-僑服組

3

僑先部支宋秉仁副主任

赴香港拜訪及宣傳僑先

部之出國差旅費與機票

費用

22,291

50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7

衛教系報支廖邕教授推

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

於107/6/2－107/6/6赴香

港參加2018 ISBNPA年

度研討會之國外差旅費

(機票、生活費、註冊

費)計機票及生活

費:TWD45491元，註冊

費: :TWD26053元 實支

TWD 71544元整(計
107/6/1匯率29.89)

71,544

51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7

報支4/15－4/21楊政育

研究員、姚玟如專任助

理赴大陸北京、青島進

行全方位幼兒施測收集

資料差旅費用。--(7/25)

105,725

52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報支5/26－5/29阮靖芳

研究員赴大陸廣州出席

2018GCCCE研討會發表

論文及參與工作坊差旅

費用。(與
T107A0500131－2禮品

費用TWD2，052加總為

全額國外差旅費用，此

筆報支交通、生活、保

險、會議註冊費用)--
(7/25)

3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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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育學院

4

教育學院支林子斌老師

率團至香港教育大學參

加研討會之機票費、生

活費等相關費用，共計

47407元整(出國日期：

107/07/02－107/07/06)

47,407

54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9

報支7/12－7/14宋曜廷

副校長赴深圳拜會海雲

天洽談合作差旅費用。-
-(8/13)

52,093

55

教育學系(所)

3

教育系支本系所陳玉娟

教授帶領本校師培生（

107.07.06－07.11）團赴

與大陸廣東湛江嶺南師

範學院師生交流活動所

需機票費一筆

8,600

56

校長室

3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李副

校長7/22參加田家炳追

思會-*107/7/22當天來回

+香港

17,376

57

管理學院

7、9

EMBA經費用於提升研

究與教學發展－補助安

用吉助理教授

107/5/29~6/1赴香港中文

大學討論相關學術合作

計畫，總計21056元

21,056

58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

3
表演所支7/8－12海外見

學行程--(9/4)
34,884

59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

3
表演所7/8－12港澳見學

出國差旅費--(9/4)
51,559

60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9

報支7/12－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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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50,966

61

僑先部-僑服組

1

僑先部僑服組支陳嘉凌

組長107年8月17日~19
日赴香港新生入學輔導

說明會國外差旅費與機

票費用

30,817

62

心測中心

3

心測中心支付周業太至

香港考試評核局交流之

機票費6，509元，日支

生活費12，226元(308美
金*1.3天*30.535)，收續

費100元，共計18，835
元整。

18,835

63

心測中心

1

心測中心支付周業太參

與上海PROMS國際研討

會之機票費12，836元
，日支生活費27，040
元(267美金*3.3天
*30.69)，註冊費6，886
元(1500人民幣*4.591，
以7/11刷卡當天匯率計

算)，共計46，762元
整。

46,762

64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107/9/9~9/18專任助理黃

惠瑜、沈昌興赴中國上

海出差--(10/30)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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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3

研發處支體育系洪聰敏

教授獲核定「本校106
年度研究績優獎」獎勵

金－107/10/10-10/11至
北京首都大學演講及學

術合作研討_來回機票

與日支－10/31

21,470

66

「實習深化人才到位」計畫-國外差旅費用(原
107J1A04)

8

社教系支補助學生海外

實習來回機票費用－薛

蓉、商依婕、蔡欣恬等

三位同學7~8月赴陸實

習(桃園杭州來回機票費

用)

44,700

67

「實習深化人才到位」計畫-國外差旅費用(原
107J1A04)

8

1071025人發系報支

「海外幼兒專業實習計

畫」6/30－8/6台北－上

海來回機票三筆

38,472

68

實習輔導組

8

國外差旅費：107境外

教育實習巡迴輔導費－

上海／另核銷禮品費計

2384元於請購單號

T10703100201－1

58,854

69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計畫-國外差旅費用

(107J1A0101$30萬、107J1A0104$50萬、

107J1A0106$10萬-大陸地區旅費)
3

林昀柔- 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音樂學系「未來音

樂大師培育計畫」參與

國際音樂營報名費、學

費及機票費獎助

10,000

70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計畫-國外差旅費用

(107J1A0101$30萬、107J1A0104$50萬、

107J1A0106$10萬-大陸地區旅費) 3

呂宜珊-國立台灣師範大

學音樂學系「未來音樂

大師培育計畫」參與國

際音樂比賽報名費及機

票費獎助

10,000

71

僑先部-僑服組

3

僑先部支陳郁如老師赴

香港參加香港臺灣高等

教育展之國外出差旅費

及機票費

43,761

72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1

報支高教深耕計畫辦公

室約用人員劉莘倫、專

任助理楊田仲

107/10/14~10/19 赴青島

出差費用--(12/3)

54,760

73

管理學院

1

EMBA＜運籌與流通管

理＞課程報支－(1)周世

玉老師機票14，756
元;11/5香港機場至深圳

蛇口船票869元;11/7深
圳蛇口至香港機場船票

1，211元;國際漫遊費

268元;致贈清華大學深

圳校區吳世英老師等3
人，計1，800元;生活費

2.3日12，740元，小計

31，644元，(2)課程助

教林佳旻機票14，756
元;香港機場至蛇口船票

港幣220元*匯率

3.949=869元;蛇口至香

港機場船票人民幣27元
*匯率4.484=1，211元;
日支費2.3日計12，740
元;台胞證1，700元及禮

品費365元，小計31，
644元，(3)支付清華大

71,108

第 6 頁，共 18 頁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74

管理學院

1

EMBA＜運籌與流通管

理＞課程報支－(1)周世

玉老師機票14，756
元;11/5香港機場至深圳

蛇口船票869元;11/7深
圳蛇口至香港機場船票

1，211元;國際漫遊費

268元;致贈清華大學深

圳校區吳世英老師等3
人，計1，800元;生活費

2.3日12，740元，小計

31，644元，(2)課程助

教林佳旻機票14，756
元;香港機場至蛇口船票

港幣220元*匯率

3.949=869元;蛇口至香

港機場船票人民幣27元
*匯率4.484=1，211元;
日支費2.3日計12，740
元;台胞證1，700元及禮

品費365元，小計31，
641元，(3)支付清華大

1,777

75

課外活動組

3

本組蘇敬堯行政幹事率

隊赴安徽大學參訪交流

差旅費(7/10~7/17安徽)
15,608

76

管理學院

7

EMBA經費用於提升研

究與教學發展－補助許

書瑋老師赴上海進行學

術交流合作計畫，機票

約10200元，實支9500
元

9,500

77

教育學院

3

教育學院報支郭鐘隆副

院長赴香港參加第三屆

研究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國際論壇差旅費$13072
元整

13,072

78

管理學院

7

EMBA經費用於提升研

究與教學發展－支付

12/6－12/8施人英國外

香港差旅費

30,000

79
管理學院

3
管理學院運用EMBA經

費－付12/6－12/8施人

英國外香港生活費
13,456

80

高教深耕教學創新計畫-國外差旅費用

(107J1A0101$30萬、107J1A0104$50萬、

107J1A0106$10萬-大陸地區旅費) 1

美術系執行「未來藝術

大師培育計畫」活動國

外差旅費：李振明、蔡

芷芬、曾斐莉、黃琦珊

(赴北京)

100,000

81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

研發處支美術學系辦理

標竿夥伴交流事項－中

國中央美術學院：莊連

東、李振明、蔡芷芬、

曾斐莉、黃琦珊、黃采

婕、呂浩維、陳宥安(分
攤)。

75,000

82

美術系、所

3

執行標竿夥伴學術交流

及執行培育未來藝術大

師計畫禮品費：北京大

學王一川院長、彭峰副

院長、劉晨主任；中央

美院油畫系主任馬路、

陳平院長、陳琦教授。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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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學生事務處

3

張少熙學務長107.12.13-
107.12.16赴澳門頂尖大

學參訪交流費用。(保險

179元)

179

84

學生事務處

3

張少熙學務長107.12.13-
107.12.16赴澳門頂尖大

學參訪交流費用。(支出

分攤差旅費1248元)
1,248

85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9

與柏克萊大學化學學院

院長至四川大學拜會晏

世經副校長，洽談三校

合作事宜(中國四川12/9-
12/12)

37,230

86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107/12/15~12/22專任助

理黃惠瑜、沈昌興赴中

國上海出差
123,554

87
管理學院

3
何宗武教授暨蔡珮蓉專

任助理11月成都差旅費 216,742

88
表演藝術研究所-97(含)年以後

3
表演所支夏學理所長

12/9－14廣州交通費與

生活費
45,260

89

管理學院

3

GF－EMBA前往上海東

華大學訪學暨與藝術/時
尚相關產業晤談、交流

115,206

90

管理學院

3

GF－EMBA前往上海東

華大學訪學暨與藝術/時
尚相關產業晤談、交流

1,918

91

公館校區學務組

3

報支全人書院107年參

與第五屆書院論壇，香

港生活費、轉運費、註

冊費與保險費借支

183091元。1.7/17－7/20
2.賴志堅副教授、鄧麗

君秘書、呂秋慧組長、

劉若蘭副教授、李育齊

管理師、彭惠輔導員、

李崇暐行政幹事等7人
差旅費178591元2.機場

接送費用4500元

183,091

92

公館校區學務組

3

報支全人書院106學年

度學務處同仁香港參訪

(107/7/17~107/7/20參與

高校書院論壇)第三日差

旅費差額10280元，7人
共71960元整。賴志堅

副教授、鄧麗君秘書、

呂秋慧組長、劉若蘭副

教授、李育齊管理師、

彭惠輔導員、李崇暐行

政幹事

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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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公館校區學務組

3

報支全人書院106學年

度學務處同仁香港參訪

(107/7/17~107/7/20參與

高校書院論壇)禮品費用

(720、720、4320)與宴

席餐費(1410港幣折合台

幣5821)共11581元1.7/17
－20 2.賴志堅副教授、

鄧麗君秘書、呂秋慧組

長、劉若蘭副教授、李

育齊管理師、彭惠輔導

員、李崇暐行政幹事

11,581

94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

公共事務中心報支黃執

行長兆璽出席世界大學

排名高峰論壇差旅費
3,788

95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黃執

行長兆璽出席世界大學

排名高峰論壇差旅費-
 11/20

*107/2/4-2/7-深圳

*共證T10707000087-2

57,799

96

管理學院

8

EMBA－107年度第暑學

期「海外管理實務研

習」課程赴蘭州敦煌進

行移地上課暨企業參訪

乙案－報支周德瑋、王

仕茹、莊淑蕙、田益菁

等4人差旅費，(1)機票

費每人24，000*4=96，
000，(2)日支費，美金

140元*匯率30.855*7.3
天*4人=126，144元，

(3)9/13，蘭州至柳園，

距離1054KM，動車費

用人民幣307.5*匯率

4.508*4人=4，920元，

(4)9/13柳園至敦煌距離

130KM，因無動車等，

遊覽車每人新台幣300
元*4人=1，200元，

(5)9/15，敦煌至嘉峪關

，距離375KM，快速車

每人人民幣99 5元*匯率

264,010

97

管理學院

8

EMBA－107年度第暑學

期「海外管理實務研

習」課程赴蘭州敦煌進

行移地上課暨企業參訪

乙案－報支茶葉禮盒計

19782元，因已由預支

款項先支付2334元，因

此，需再支付廠商

17448元。

17,448

98

校長室

4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胡哲

瑋行政專員北京大學深

圳差旅費  -7/30
*107/4/25-4/29_深圳_參
加會議

16,738

99

校長室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校

長、主秘、黃兆璽赴北

京大學差旅費  -11/1
*107/5/2-5/5-北京參訪

181,400

100

校長室

3、9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校

長、印副校長8/29～３

０上海差旅費  -11/14
*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訪問

8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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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校長室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吳校

長差旅費 (7/19~7/23第9
屆孔子行腳訪視團-

 11/16
*昆山、哈爾濱-訪問

66,606

102

校長室

3

公共事務中心沖銷印副

校長、林主秘及黃執行

長之差旅費 (第9屆孔子

行腳訪視團  )-11/16
*107/7/19-7/20印副

+7/19-7/25林安邦+7/15-
7/25黃兆璽-訪問

209,756

103

學生事務處

3

公共事務中心張少熙學

務長107.07.19-107.07.27
赴大陸崑山、哈爾濱、

上海107年孔子行腳差

旅費

94,791

104

人事室

3

[調整科目]人事室支紀

茂嬌主任參加安徽師大

校慶活動、安徽省教育

廳及合肥工業大學等校

商談兩岸校際合作、教

師學術交流及學生培訓

等項目招生廣宣活動差

旅費

26,247

105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5/18－5/22張正芬副院

長等3人赴大陸安徽拜

會安徽省教育廳及安徽

師範大學辦理兩岸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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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72

106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107.05.27-107.05.31鍾宗

憲副總務長及林雨萱專

任助理等2人赴江蘇省

徐州市江蘇師範大學進

行學術交流參訪差旅費

28,512

107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

長與楊琇惠總召

107.06.26-107.06.30赴大

陸福建福州及漳州拜會

福州大學、福建師範大

學等校推廣兩岸校際合

作、教師學術交流及學

生培訓等項目招生廣宣

活動差旅費

63,927

108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高文忠院長與楊琇惠總

召9/13－9/18赴大陸吉

林師範大學及安徽大學

等校辦理兩岸學術交流

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差

旅費

66,494

109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高文忠院長與楊琇惠總

召107.10.30-107.11.03赴
大陸雲南昆明雲南師範

大學等辦理兩岸學術交

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

差旅費

5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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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3

公共事務中心高文忠院

長107.07.19-107.07.25赴
大陸崑山、哈爾濱、上

海辦理孔子行腳場勘及

兩岸學術交流差旅費

78,416

111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1

休旅所支國際學術交流

－林伯修副教授赴河南

大學機票與簽證費用-
 11/8

*107/7/8-7/17

17,190

112

教育部國教署委託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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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浩閔107年7月19-23日赴

澳門參加藝術與人文學

習領域輔導群委員成長

活動之國外差旅費

83,758

113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國民中小學圖書館閱讀推

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練計畫」經費

1

圖資所報支計畫主持人

陳昭珍老師10/8－10/11
「107年香港小學圖書

館參訪活動」國外差旅

費(與F107005786-2及
C107000430-1分攤)

28,947

114

科技部補助【表演藝術研究所梁文菁副教授擬

於107年5月赴大陸香港參加The Anthropocene
and Beyond】經費

4

表演藝術研究所報支

107/5/28-31 梁文菁赴大

陸香港參加 The
Anthropocene and
Beyond研討會發表論文

機票費、日支費、註冊

費

40,000

115

科技部補助【重探漢語語詞產製詞音編碼過程

中音素的角色(II)】經費

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

宇教授107/6/13~16赴香

港出席第五屆漢語作為

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

會擔任主講嘉賓。

7,685

116

科技部補助【植物葉表特徵的適應性演化：以

石櫟屬植物葉表蠟結晶的遺傳與生理生態研究

為例(2/3)】第2年經費
7

生科系廖培鈞教授報支

國外差旅費(107/5/16－
5/23廖培鈞赴大陸北京

進行學術交流)

23,63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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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0－107/6/14)赴
廈門大學移地研究之國

外差旅費

7,15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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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文系報支107/6/22-26
林素英赴北京進行移地

研究，蒐集計畫用相關

資料。

48,92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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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系支蕭顯勝教授參

加107/05/25－29GCCCE
研討會發表論文，地點

中國廣洲
21,80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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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2年經費

4

科技系支蕭顯勝教授參

加107/05/25－29GCCCE
研討會發表論文，地點

中國廣洲
16,75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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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系支蕭顯勝教授參

加107/05/25－29GCCCE
研討會發表論文，地點

中國廣洲
1,730

122
科技部補助【平均場方程, Lame方程與Painleve
第六方程之關聯性(1/3)】第1年經費 7

數學系支107/4/1-8 郭庭

榕前往中國北京清華大

學進行移地研究
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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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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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數學系支107/4/1-8 郭庭

榕前往中國北京清華大

學進行移地研究
48,120

124

科技部補助【台灣大學生具共依附特質傾向者

之團體諮商成效比較與分析】經費

4

心輔系報支張世華副教

授於107年5月16-21日赴

香港參與國際學術會議

費用－參加第二屆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國際研討會並擔

任專題討論發表者國外

差旅費50000元。(因核

定金額為50000元，故

實支金額為50000元。)

50,00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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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17日赴香港

出席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ASLAR－5)
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

之國外差旅費

44,41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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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27－
7/1 許俊雅至上海復旦

大學專題演講及移地研

究差旅費

46,878

127

科技部補助【活到老樂學到老－高齡者基本心

理需求與行動化數位課程之成效評估：經驗取

樣法之多層次模式研究取向(1/2)】第1年計畫 4

社教系報支王雅鈴專案

助理教授於107/5/24-28
赴中國廣州-出席中國廣

州GCCCE2018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

36,467

128

科技部補助【從韻律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之節

奏類型體現】經費

4

國文系請支107/6/14-16
吳瑾瑋至香港大學參加

「第五屆 漢語作為第二

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

國外差旅費

20,22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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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4-6/21日赴北京

中國傳媒大學參加第二

屆間性研究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會議為6/15-16日,共
支4天,其餘為私人行程

不予報支)

30,447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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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英語系報支張瓊惠

107/6/8-107/6/12日赴廣

州參加第四屆馬來西亞

華人研究國際雙年會(出
差期間107/6/8啟程、

6/9-6/11參加研討會、

6/12回程)

14,500

131

科技部補助【從韻律音韻學分析文學語言之節

奏類型體現】經費

4

國文系支107/7/13-15 吳
瑾瑋至上海復旦大學參

加「第五屆 韻律語法研

究國際研討會」國外差

旅費

29,771

132

科技部補助【資訊交易時機：機構投資者的競

合關係(1/2)】第1年經費
4

公領系報支楊智元助理

教授於107/7/20-24赴大

陸-青島-參加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

38,13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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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28－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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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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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科技部補助【雲端行動學習對不同創意自我效

能大學生的創意表現之影響(2/2)】第2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張玉山老師

出席107/5/26-5/28中國

廣州第22屆全球華人計

算機教育應用大會The
22nd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30,623

135

科技部補助【台灣膳食營養評估方法學(2017-
2020):發展新型食物頻率問卷及長期追蹤家庭飲

食研究】經費

4

人發系報支盧立卿教授

及5位兼任助理:劉志

怡、陳韻伶、游家佳、

徐桂婷、余思汶於

107/7/5~107/7/11赴香港

出席會議The 7th Asian
Congress of
Dietetics(107/7/6~107/7/
8)並發表研究成果論文

之國外差旅

58,176

136

科技部補助【半母數加速壽命模型在多維度結

果依賴設計下的統計分析】經費

4

數學系支107/7/2-6 呂翠

珊參加在中國大陸青島

舉辦的ICSA2018研討會

並擔任邀請演講者(107
年7月2－6日)

60,000

137

科技部補助【兩岸城鄉3-10歲兒童與家長的行動

科技使用、風險感知、素養及管教之調查與介

入研究(1/2)】第1年經費
7

衛教系報支張鳳琴教授

於107/3/31~4/6赴中國北

京-進行-執行移地研究

，共57007元。

57,007

138

科技部補助【聽覺障礙與聽力正常兒童親子共

讀經驗、讀寫萌發技能及閱讀能力的縱貫研究

(2/3)】第2年經費 7

特教系報支劉秀丹副教

授於107/6/12－14赴香

港－進行(聽障－國外差

旅費)－移地研究差旅費
30,40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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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四：培養核心素養的學習模式：教育領域大學

生如何透過線上論證培養媒體素養能力(1/3)】
第1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副教

授於107/6/27－30赴中

國澳門參加（The 16th
Asia TEFL）國際研討

會-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

35,16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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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5/29~6/1赴
香港中文大學-移地研究

，差旅費預估36，797
元，由校務基金支付

21056元，其餘由科技

部計畫支付15741元。

15,741

141

科技部補助【虎姑婆來了：華人企業家族中的

女性】經費
4

全營所報支康敏平副教

授於107年6月13-17日赴

中國-武漢參加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

53,707

142

科技部補助【末世書寫中的災異論述與微物託

寓────以歸莊、方文、孫枝蔚為主的考

察】經費
7

國文系報支107/7/20-25
林宜蓉至中國上海執行

計畫移地研究共55908
元(來回機票12500元、

生活費日支43408元)

55,908

143

科技部補助【高節能子母載具聯網溝通】經費

4

電機系報支107/07/05－
09王嘉斌赴大陸杭州參

加2018 3rd EAI
Internation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S 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國

外差旅費

5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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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科技部補助【台灣外籍人士語言與文化身分認

同感跟雙語或多語意識之間的關係：以一個宗

教社群為例】經費

4

英語系報支孔繁偉

107/6/26-30日赴香港澳

門參加16th Asia TEF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

費(會議日期:6/27-29日,
生活費共支5天)

46,443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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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7

國文系報支107/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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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7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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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4-6日赴中國大陸

福建農林大學參加海峽

兩岸環境教育學術研討

會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

8,85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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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9-23
許貫中到中國大陸杭州

參加IFMR 2018會議並

發表論文

23,697

148

科技部補助【地方風華的古典表述--停雲詩社研

究】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7/08/22－
26 林佳蓉赴大陸江蘇參

加「2018詞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出差旅費－－

發表論文

20,626

149

科技部補助【維騰拉普拉斯算子和擬埃爾米特

瑞奇曲率】經費

7

數學系支107/7/16-23 陳
瑞堂前往浙江師範大學

數理與信息工程學院進

行移地研究之差旅費
53,70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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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
經費

4

資教所報支邱瓊慧教授

於107.05.25－107.05.30
前往中國廣州參加第22
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

用大會(GCCCE2018)並
報告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50,468

151

科技部補助【以創新科技建置中文語法數位平

台及其應用於華語教學之評估】經費

4

華教系報支機票費與生

活費－洪嘉馡老師赴中

國澳門 澳門大學參加國

際漢語應用文研究高端

論壇並擔任專題演講人

(1070729－1070805)

45,38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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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13－18至廣州、

107/5/25－30至貴陽採

集研究樣本之差旅費

34,05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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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7

地科系報支吳朝榮教授

107.08.29－107.09.06(1
人9日)到中國香港香港

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進

行訪問與移地研究之差

旅費

85,659

154

科技部補助【圖形中傳遞數與填色數之性質研

究】經費
7

數學系支107/8/2-7 郭君

逸前往廣州中山大學與

楊超教授進行移地研究
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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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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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第3年經費 7

生科系廖培鈞教授報支

大陸地區旅費(107/8/29
－9/3廖培鈞赴內蒙古計

畫實驗交流討論)
17,06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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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

24日赴中國大陸-山西省

原市-參與第十九屆教育

哲學學術專業委員會年

會並發表論文乙篇之大

陸地區旅費

20,519

157

科技部補助【以正向情緒環境之新興科技提升

學生節能減碳素養-以正向情緒環境之數位遊戲

提升學生節水素養(3/3)】第3年經費
4

科技系報支張基成教授

出席107/5/25－5/30中國

廣州GCCCE 2018國際

研討會

51,399

158

科技部補助【《金瓶梅》與明清豔情小說性描

寫比較研究】經費

4

國文系報支胡衍南老師

107.10.12-107.10.14赴大

陸開封河南大學出席第

十四屆金瓶梅國際學術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國

外差旅費

24,996

159

科技部補助【再概念化多元文化教育與國際/全
球教育：理論架構與課程發展的連結(2/2)】第2
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劉美慧教授

於107/10/19－10/24前往

中國大陸南京與西安參

與2場會議，機票18800
元、台胞證手續費用

1800元， 以及生活費

27900元<以107/10/18即
期賣出匯率計算>，共

48500元整)

48,500

160

科技部補助【呂格爾思想中之記憶、歷史、遺

忘與原諒的涵義與關聯 - 從跨文化與跨語言的角

度的探索】經費 4

歐文所請支陳學毅老師

科技部計畫補助國外差

旅費(107/8/13－8/18至
大陸北京參與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

53,822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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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平等與社會正義之理論

與制度實踐：職工福利、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

責任基金(2/2)】第2年經費 4

管研所報支賴慧文教授-
於107.07.12－107.07.14
至中國福建福州大學參

加12th ACFEA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交通費、生

活費、辦公費，共

31850元)。

31,85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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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四：培養核心素養的學習模式：教育領域大學

生如何透過線上論證培養媒體素養能力(2/3)】
第2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副教

授-於107/10/31~11/2赴
中國-香港-參加傳媒峰

會國際研討會之差旅費

用。

30,979

163

科技部補助【農林害蟲透翅蛾之多樣性與系統

分類(3/3)】第3年經費

7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主持

人徐堉峰老師107/8/13
－22至香港及中國廣西

桂林、107/8/28－9/4至
雲南、四川採集研究樣

本之機票費用(國外差旅

費)

42,100

164

科技部補助【國中生透過結理論實驗課程發展

空間能力與數學推理成效之研究(1/2)】第1年經

費 4

科教所報支譚克平副教

授於107年10月25-29日
赴中國上海參加第三屆

華人數學教育會議之大

陸地區差旅費

45,736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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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陳炳宏

107/10/11－16赴大陸重

慶參加第14屆中國傳播

學大會研討會發表論文

之國外差旅費

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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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科技部補助【國中生透過結理論實驗課程發展

空間能力與數學推理成效之研究(1/2)】第1年經

費
4

科教所報支謝舒琪專任

助理－於107年10月25
－29赴中國大陸上海－

參加第三屆華人數學教

育會議之大陸差旅費

34,264

167

科技部補助【國中生透過結理論實驗課程發展

空間能力與數學推理成效之研究(2/2)】第2年經

費
4

科教所報支謝舒琪專任

助理－於107年10月25
－29赴中國大陸上海－

參加第三屆華人數學教

育會議之大陸差旅費

9,45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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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陸豐渡臺」之關聯性探討】經費 7

地理系報支－科計部計

畫主持人韋煙灶赴中國

大陸差旅費。107.08.12-
107.08.16赴廣東陸豐及

汕尾進行科技部研究計

畫之移地研究。

25,890

169

科技部補助【調適性電腦數位全像三維超解析

造影技術與應用(2/3)】第2年經費
4

光電所支主持人鄭超仁

教授107/7/28-8/4參加香

港2018 CLBO Pacific
Rim 會議國外差旅費

38,224

170

科技部補助【調適性電腦數位全像三維超解析

造影技術與應用(3/3)】第3年經費
4

光電所支主持人鄭超仁

教授107/7/28-8/4參加香

港2018 CLBO Pacific
Rim 會議國外差旅費

49,785

171

科技部補助【「鬼神‧蠱厲與災異——試論屈

大均《廣東新語》之化外深意」】經費

7

國文系支林宜蓉國外差

旅費共34018元，

107.11.09-107.11.13至澳

門、廣州等地執行科技

部計畫進行移地研究、

資料蒐集等。

34,018

172

科技部補助【地方學發展與社區大學地方學學

程建構之研究】經費
7

社教系報支張德永教授

於107/11/19-26，赴中國

大陸-北京-進行移地研

究－差旅費

69,427

173

科技部補助【利用海氣耦合模式(COAWST)研究

颱風以及黑潮在台灣東部外海之交互作用】經

費 4

海環所報支鄭志文教授

107.10.25－107.10.29赴
大陸南京參加「2018南
中國海年會」研討會之

國外差旅費

32,245

174

科技部補助【利用臺灣特有藥用植物、天然

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研發動物保健飼料添加

劑之創新產發計畫─利用臺灣特有藥用植物、

天然物、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研發動物保健飼料

添加劑之創新產發計畫(1/3)】經費

4

生科系支計畫主持人吳

忠信10/29~11/3至廣西

南寧移地研究(10/29-
10/31)與參加南昌第25
屆中國生理學學術大會

差旅費(11/1-11/3)

40,67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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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陳炳宏

107/11/30－12/2 赴中國

上海參加研討會並發表

論文

18,963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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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地科系報支吳朝榮教授

107年10月25到29日至

中國南京河海大學參加
South China Sea Annual
Meeting 2018會議並發

表演講之差旅費

31,42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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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地科系報支吳朝榮教授

107年10月25到29日至

中國南京河海大學參加
South China Sea Annual
Meeting 2018會議並發

表演講之差旅費

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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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科技部補助【安岡正篤在戰前與戰後的陽明學

與日本精神之轉化】經費
4

東亞系張崑將教授報支

107/10/25－107/10/28至
香港出席學術會議差旅

費。

12,905

179

科技部補助【臺灣歷史人物文本探勘與社會網

絡分析工具：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對

象(II)-社會領導階層的人際網絡分析：以醫師為

中心的研究】經費 7

臺史所報支106B0605計
畫 計畫主持人張素玢

107.03.09-107.03.19上海

參加會議及移地研究 國
外出差旅費，共80000
元。

80,0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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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陳學志教授

於107.11.03－107.11.05
赴中國大陸上海參加華

人應用心理學年會iccap
之大陸地區旅費。

16,432

181

科技部補助【非資訊科系大學生的運算思維學

習與實踐-子計畫三：基於資料科學之運算思維

導向程式設計教學】經費 4

資工系報支蔣宗哲

107/10/20-21日赴香港參

加國際會議IAFOR並發

表論文之註冊費、生活

費及機票費

33,095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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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陳學志教授

於107.11.30－107.12.03
赴中 國大陸南京出席世

界華人教育大會南京論

壇之大陸地區旅費。

13,140

183

科技部補助【研發含卜作嵐材料之水膠複合材

料的自養護混凝土】經費

4

化學系許貫中教授

107.12.06-107.12.09赴中

國大陸哈爾濱參加

MEACM 2018會議並發

表論文

28,66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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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文系報支許俊雅教授

107.11.27-107.11.30前往

上海參加第三屆中華詩

詞古今演變研究學術研

討會 大陸地區差旅費

12,613

185

科技部補助【從農田到餐桌的永續思考：我國

食農教育範疇界定、指標建構與教材教法之研

究(1/3)】第1年經費
4

環教所報支葉欣誠

107/11/5-7日赴大陸深圳

參加2018海峽兩岸與港

澳可持續發展教育論壇

並發表論文國外差旅費

21,221

186

科技部補助【西北太平洋與黑潮多重時間尺度

變異之動力研究(1/3)】第1年經費

4

地科系報支吳朝榮教授

107年12月7到9日至中

國-青島-中國海洋大學

參加「2018年學術年

會」國際會議並發表演

講之差旅費

12,675

187

科技部補助【應用STEAM體驗式教學在跨領域

工程教育人才培育課程以提升學生想像力、創

造力及實作能力之研究推廣計畫：以未來想像

升級高齡健康促進科技領域為例-STEAM跨領域

工程教育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成效評估工具及

創造力發展歷程評量系統之發展(2/3)】第2年經

費

4

心輔系報支張雨霖專案

助理教授-於107年
10/31~11/5赴中國大陸-
上海-出席 華人應用心

理學大會-之國外差旅費

52753元（機票：9179+
會員費7953+日支

35621）。

5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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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科技部補助【翻轉再翻轉：基於自我引導探究

式創作導向之雙重翻轉學習對小學生多元溝通

能力暨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3/3)】第3年經費

4

報支籃玉如教授

107/11/29-12/1赴香港教

育大學出席The 1st
Symposium on
Technology 及 Language
Learning 會議，並擔任

專題主講人。(科技部主

要分攤機票費、機場接

送實支1800、保險費

96、國際漫遊電信費
596)

10,552

189

科技部補助【客語雙賓結構之句法分析】經費

4

英語系報支吳曉虹

107/11/20-26日發表計畫

相關研究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地點:中國杭州，

日期:11/23-25日，名

稱: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ICFL－8)(實
際生活費報支5日)

36,109

190

科技部補助【多通道感測器應用於低場磁振造

影/磁粒子造影整合系統之開發與生物磁造影研

究】經費

4

計畫主持人廖書賢

106/10/11-10/15受邀至

中國武漢參加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gnetic Bio－
sensing (IWMBS 201)給
予演講並參訪鄭州

(10/14)輕工業大學進行

學術交流。

26,723

191

科技部補助【日常生活多工素養的評量與策略

教學(2/3)】第2年經費

4

心輔系報支劉子鍵教授

於107年9月3-6日-赴中

國北京參加第11屆認知

負荷理論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oad Theory Conference
， 2018)參加研討會

53,851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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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年經費

4

教育系報支周愚文教授

於107.11.16－107.11.18
赴大陸-廈門-參加第12
屆海峽兩岸及港澳地區

教育史研究論壇

19,051

193

(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委辦【107年度「全球預

報模式之2至4週統計後處理系統發展(3/4)】經

費

4

地理系支1070609-
1070611計畫博士後研

究員李彥緯赴中國廈門

參加「海峽氣候預測技

術研究成果交流會」會

議發表相關研究成果差

旅費

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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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