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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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至108年6月

編號

1

2

3

計畫名稱

【深耕計畫(經)-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
中心總計畫】

【深耕計畫(經)-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統
計學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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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蔡今中老師香
港參訪差旅費用(108/5/13－
108/5/16)

49,133.00

3、9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宇教授
108/5/21~27受邀赴中國北京、上
海進行學術交流，出席第九屆東
亞漢語教學研究生論壇國外差旅
費。經費由會計編號：
108J1D0104(請購單號：
J108001250)、108J1D0401(請購單
號：J108001251)分攤支付。

18,962.00

3、9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宇教授
108/5/21~27受邀赴中國北京、上
海進行學術交流，出席第九屆東
亞漢語教學研究生論壇國外差旅
費。經費由會計編號：
108J1D0104(請購單號：
J108001250)、108J1D0401(請購單
號：J108001251)分攤支付。

22,666.00

3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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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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8年1月至108年6月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1

教育部委辦【107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作
計畫】

9

華測會支香港教育展海外推廣差旅
費11/1－11/4劉玲君

40,840.00

2

科技部補助【原住民文化融入國小數理
領域之CPS行動學習、評鑑系統與師資培
育-原住民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之
CPS行動學習發展與建置─以能源與機器
人為例(1/4)】第1年經費

4

機電所報支107/11/02－107/11/07 劉
傳璽教授赴中國大陸鄭州參加
2018IC－SEVEN國際研討會與發表
論文國外差旅費

40,000.00

3

科技部補助【鍾呂內丹與唐代道教的精
氣思想】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7.10.19-107.10.21 鄭
燦山赴中國杭州參加「道教與地方
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差旅費－
－發表論文

14,890.00

4

科技部補助【多音『演義』：《金瓶
梅》三家評點研究(1/2)】第1年經費

4

國文系李志宏老師報支107.10.12107.10.14赴大陸河南開封參加第十
四屆《金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之
差旅費

26,665.00

5

科技部補助【美學的自由——尼采與莊
子】經費

4

國文系劉滄龍老師107.12.07－
107.12.10赴上海同濟大學參加第四
屆華語尼采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3,202.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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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14－107.11.19赴中國大陸-廈
門-參加第十二屆海峽兩岸暨港澳地
區教育史論壇-發表論文-之國外差
旅費

17,920.00

7

科技部補助【以眼球追蹤和深度影像分
析技術探討RR、VR到MR環境中科學閱
讀與實作探究的認知歷程並發展虛實結
合的自動回饋系統(1/5)】經費(本計畫為
單年期計畫)

4

心輔系報支簡郁芩副教授於107年
12月16-20日赴中國大陸-香港-參加
2018年的HKICEP研討會發表論文
國外差旅費

63,536.00

8

科技部補助【以華語文為第二語/外語的
學習者之繁簡字學習遷移效應】經費

4

華語文教學系報支陳振宇教授
108/1/15~17赴中國魯東大學(山東
省煙臺市)出席第八屆兩岸教師論壇
暨第十一屆研究生論壇。

21,049.00

9

科技部補助【中國70後小說中的城鄉流
動經驗──脈絡及其內容考察(1/3)】第1
年經費

4

國文系支石曉楓老師107.12.19107.12.22赴徐州出席國際研討會並
發表論文費用及移地研究

26,758.00

7

休旅所報支108/1/2－1/27 湯添進 臺
北－北京 移地研究差旅費

151,930.00

7

國文系報支許俊雅老師2019年1月
24日至1月29日共六天赴上海移地
研究大陸地區差旅費

57,707.00

7

生科系廖培鈞教授報支國外差旅費
(108/1/7－1/15廖培鈞赴北京及內蒙
古進行學術交流及洽談計畫合作-機
票及生活費21372元,108/1/7－1/12
楊智凱赴北京進行學術交流及洽談
計畫合作事宜-機票款12430元)

21,372.00

科技部補助【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運動

10 產業政策：從政府及營利組織的層面來
探討(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臺灣文學域外相關文獻蒐

11 集及研究：以1895至1945年中國境內報
刊為範疇(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植物葉表特徵的適應性演

12 化：以石櫟屬植物葉表蠟結晶的遺傳與
生理生態研究為例(3/3)】第3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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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及鄭秉漢
博士生受邀於1071124-1071126至中
國北京進行"中小學生科學素養提
升"會議及專題演講，辦理台胞證
申請及機場往返費用

2,100.00

7

生科系林豊益師計畫內報支
108/1/19－1/26前往中國北京旭月公
司使用儀器分析實驗樣本(移地研究
國外差旅費)

50,000.00

7

教育系報支周愚文教授於108.01.10108.01.15-赴大陸地區-香港，香港
大學進行資料蒐集之移地研究

57,550.00

4

大傳所報支蔣旭政老師於108.10.31
－108.11.04赴香港參加2018
MEDIA EDUCATION SUMMIT傳播
教育峰會並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37,858.00

4,7

數學系報支夏良忠教授於107.08.18
─107.08.25，赴中國大陸峽西省-延
安市、西安市，進行國際會議及移
地研究。西北大學參加”2018數論
及其應用研討會”，並於會後於西
北大學數學系與張文鵬教授以及徐
哲峰教授進行學術研究交流。

50,986.00

4

數學系報支樂美亨教授107.11.16－
107.11.21前往中國-上海，出席國際
會議 Forum "Math－for－Industry"
2018之差旅費

62,420.00

7

教育學系報支甄曉蘭教授於
108.03.24－108.03.27赴香港移地研
究之國外出差旅費－含機票、生活
費、保險費等。

38,729.00

4,7

翻譯所報支105B027503計畫之賴慈
芸107/7/3-7/8赴香港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及移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66,856.00

4,7

國文系報支林素英教授108.04.03108.04.08上海、山東蘭陵進行學術
討論、蒐集專題計畫研究資料、參
加荀子學術高端論壇。

41,339.00

科技部補助【客源地到目的地，旅遊元
22 件碎片化整合下一步？全球大型旅遊業
者分析(1/3)】第1年經費

7

休旅所報支計畫相關人員－王國欽
教授執行計畫費用－大陸地區(上
海)差旅費(出差日期
108/03/26~03/29，共計4日)

43,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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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支許貫中教授107.12.17107.12.19赴中國大陸西安參加2018
3rd ICCIVIL會議並發表論文

21,334.00

4

數學系報支郭庭榕教授108.04.07108.04.10至三亞參加清華三亞國際
數學論壇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之大陸
地區差旅費。

26,7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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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互動教室之適性化問題驅動教學(3/3)】
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魚類鉀離子調節機制
14
(1/3)】第1年經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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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探討沈浸度與同理心在互
16 動虛擬實境遊戲於環境教育的影響】經
費

科技部補助【關於動態系統模空間裏特

17 殊子簇相關算術問題之研究(2/2)】第2年
經費

18

科技部補助【基於共形的最優網格參數
化(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國際文憑教師表現指標之
19 跨國共構與素養導向師資教育之在地應
用研究(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潛流：戒嚴期間台灣翻譯

20 兒童文學的日文中介譯本研究(3/3)】第3
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周禮》、《管子》、
21 《荀子》治國理念之關係：先秦禮治思
想史之發展(1/2)】第1年經費

23

科技部補助【環面曲率方程的可解性與
24 Lame方程的幾何性質之研究(1/4)】第1年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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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類別

內容簡述

4

國文系報支108/04胡衍南老師國外
差旅費

30,688.00

4

地科系報支黃婉如教授於108.04.26
－108.04.29，赴香港-出席14th ‘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limate
吋 (EAC) workshop，發表論文

44,763.00

7

生科系報支計畫用計畫主持人徐堉
峰108/3/24－27至四川成都、
108/3/30－4/6至廣西桂林採集研究
樣本之機票費(2份差旅報告表
20100+17200)

37,300.00

4

地科系報支陳正達教授-於108.04.26
－108.04.28赴香港參加-14th ‘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limate
吋 (EAC) workshop，並發表論文

17,524.00

4

台文系報支曾秀萍助理教授
108.03.11-108.03.19 至澳門,香港參
加香港公開大學學術會議

86,287.00

4

地科系報支鄒治華教授於108.04.26
－108.04.29赴香港參加14th ‘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limate
吋 (EAC) workshop，並發表論文

45,138.00

4

國文系報支許俊雅教授108.05.10108.05.15日赴上海參加「第四屆中
華詩詞古今演變研究」學術研討會
之國外差旅費

29,832.00

科技部補助【順了姑意、逆了嫂意？：
32 從制度多元性檢視促參計畫的推動障礙
與治理之道】經費

4

公領系報支曾冠球副教授，於
108.04.18-108.04.23 ，赴中國-天津
，出席第十五屆海峽兩岸暨港澳地
區公共管理學術研討會-國外差旅費

36,975.00

國立中央大學轉撥科技部補助【微型化
問題解決遊戲培養科學探究能力：模擬
遊戲設計、學習評量與學習分析(科學教
33 育培龍計畫)－微型化問題解決遊戲培養
科學探究能力：模擬遊戲設計、學習評
量與學習分析(科學教育培龍計畫)(2/3)】
第2年期經費

4

學科學程報支張欣怡教授，於
108.05.23-108.05.27 赴中國-武漢，
參加GCCCE2019並發表論文

48,938.00

4

科技系報支丁玉良老師108/05/23－
27至中國武漢參加2019GCCCE 研
討會 發表論文之差旅費(生活
費)(170*31.585*100%完全自理*1天
+170*31.585*84%提供中晚餐*3天
+170*31.585*30%返國日= 20，510)
註冊費新台幣10，608元+手續及郵
電費 600+ 機票10800元 總計42，
518元 [ 武漢日支生活費 US$ 170 出
發前一天 匯率 31.585 ]

42,518.00

25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金瓶梅》與明清豔情小
說性描寫比較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多重時間尺度環流擾動對
26 台灣與臨近地區日夜變化降水特性之影
響(2/4)】第2年經費

27

科技部補助【重要經濟昆蟲蠶蛾及其近
緣物種之起源與演化(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WCRP/CMIP6跨國國際氣
候推估模式比對計畫-氣候變遷研究聯盟
28 II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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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經費
科技部補助【女同志文學電影與國族寓

29 言：以《失聲畫眉》、《蝴蝶》、《青
春蝴蝶孤戀花》為主】經費
科技部補助【WCRP/CMIP6跨國國際氣
候推估模式比對計畫-氣候變遷研究聯盟
30 II (3/3)-子計畫：尺度交互作用對超高解
析度全球模式模擬颱風氣候變遷之影響
(II）】經費
科技部補助【臺灣文學域外相關文獻蒐
31 集及研究：以1895至1945年中國境內報
刊為範疇(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研發適用於中學生之STEM

34 家庭電力學習活動及其成效評估(1/2)】
第1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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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系報支張基成教授出席
108/5/23－5/27中國武漢
GCCCE2019第二十三屆全球華人計
算機教育應用大會發表論文及擔任
主持人之國外差旅費

46,392.00

4

資教所報支邱瓊慧教授-於108.05.22
－108.05.27赴中國-武漢，參加第23
屆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大會（
GCCCE 2019）並報告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

48,877.00

科技部補助【垤施則比歌唱、舞蹈、器
37
樂三者音樂織體關係研究(I)】經費

7

民音所報支呂鈺秀教授、隨行人員
(畢乙鑫)於108.01.12－108.02.16赴
北京、昆明，進行移地研究國外差
旅費(機票費、生活費)

124,882.00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與南京藝術
學院參訪暨學習交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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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補助【支持探究影片（video）共
36 創與共享學習之工具與環境的研究與發
展(3/3)】第3年經費

38

39 體育系辦理系友活動捐贈款

圖書館兩岸三地交流活動捐款(李華偉博
40
士)

4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3

9

設計系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
系與南京藝術學院參訪暨學習交流
教師機票費及日支生活費共47021
元
體育系報支108年1/4.5日林玫君至
香港參與香港校友會活動國外差旅
費－3/7
圖書館支江明潔組員及蘇育萱行政
專員108.05.24-108.05.28 至中國北京
天津參加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2019
京津圖書館參訪團差旅費
報支陳美燕教授、湯雅琪專任助
理、楊懿仁專任助理107年12月24
日至29日赴湖北武漢進行學術交流
洽談-1/23

執行數

47,021.00

18,790.00

25,350.00

78,435.00

3

心輔系報支1/16－1/18劉子鍵教授
至上海三育教育集團參訪之往返機
票經濟艙升等豪華經濟艙之差額
9500元(併T108A0500008-1)

9,500.00

4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心輔系報支108/1/16－18 鄭志富前
副校長至上海參訪三育教育集團、
拜會本校校友之升等豪華經濟艙機
票差額(與T108A0500007-1合併)

9,500.00

4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資教所報支張國恩教授赴上海參訪
三育教育集團及拜訪校友差旅費
(108.01.16-107.01.18)

40,754.00

45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科技系支蕭顯勝教授108年1月16日
－18日受邀至上海三育教育集團進
行參訪-1/29-3/12

40,754.00

46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7

教育學系報支林曦平兼任助理於
108.03.24－108.03.27赴香港移地研
究之國外出差旅費－含機票、生活
費、保險費等。

38,629.00

4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教育系報支林子斌教授108.03.10108.03.12至中國桂林參與亞太領導
圓桌會議差旅費

12,500.00

48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學科學士學位學程支蔡今中教授
108.05.01-108.05.03 赴中國香港短期
訪問差旅費

33,312.00

4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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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3

學科學士學位學程支李旻憲副教授
於108.05.05-108.05.10 至中國廣州華
南師範大學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44,630.00

3

學科學士學位學程支蔡今中教授
(44,064元)及梁至中教授(44,384
元)108.05.05-108.05.10 赴中國廣州
短期訪問差旅費合計88,448元

88,448.00

5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4

4/26-4/28赴香港參加14th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Simul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Climate吋 (EAC)
workshop，並發表論文

16,842.00

5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教育系報支許添明教授108.01.11－
01.14至大陸鄭州國際漫遊費用及接
送費用

2,022.00

53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支邱國力副
教授108.05.05－108.05.10至中國廣
州華南師範大學參訪差旅費

44,381.00

3.4

地科系報支王重傑教授108.04.15108.04.21赴中國大陸廣州中山大學
訪問並演講，赴深圳參加The 4th
WMO Workshop on Monsoon Heavy
Rainfall（MHR－4）研討會

26,883.00

55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科教所報支許瑛玿教授108/5/14－
5/17赴香港教育大學擔任教育學士
學程外審委員之茶葉禮品費用及機
場接送費用

4,324.00

56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轉正]李旻憲副教授於4/3－4/6至中
國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40,000.00

57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李旻憲副教授於4/3－4/6至中國香
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之差旅費

3,255.00

58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轉正】蔡今中教授及林宗進助理
教授於3/31－4/2至香港短期訪問差
旅費(各30,000元)

60,000.00

3

蔡今中教授及林宗進助理教授於
3/31－4/2至香港短期訪問差旅費
(蔡今中教授實支32,596元及林宗進
助理教授實支32,296元)

4,892.00

4

華教系報支計畫助理鄭語箴
107/12/7-11日赴香港理工大學參加
「蔣經國學術交流基金會」討論會
議之國外差旅費(實支生活費共計3
天)

28,362.00

4

華教系報支計畫共同主持人謝舒凱
107/12/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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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6.00

4

運動競技系支108/5/6-5/12相子元老
師至上海自行車展(5/6-5/8)及北京
參加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運動生物力
學研究方法研修斑課程規劃會議
(5/9-5/12)之差旅費用

74,717.00

4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50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54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59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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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徵：基於佛經譯本的詞彙語義研究」第
二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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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徵：基於佛經譯本的詞彙語義研究」第
二年經費

62

【科技部產學技術聯盟合作計畫】(原計
畫104G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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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63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報支宋曜廷副校長1/11－1/18大陸
差旅費用(深圳/北京/上海)。

94,865.00

64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30,124.00

65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66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9

67 學生事務處

3

68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3

報支劉子鍵教授1/16－1/18大陸差
旅費用(上海)。
報支鄭志富教授1/16－1/18大陸差
旅費用(上海)。
報支專任助理楊政育1/13~16赴北京
出差
張少熙學務長2019澳門國際學術交
流參訪1.機票升等價差費2.生活費
(1/10~1/13)
休旅所支2019澳門國際學術交流參
訪出差旅費-2/27
*共證：T10802000018，
*108/1/10-12澳門-張少熙學務長-交
流參訪

69 實習輔導組

8

70 地方教育輔導組

4

71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72 實習輔導組

8

實習輔導組支葉怡芬助理教授
108.03.20-108.03.26 至泰國、香港境
外教育實習巡迴輔導費

73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報支宋曜廷副校長3/18－3/20大陸
差旅費用(香港)。

74 實習輔導組

8

實習輔導組支高松景助理教授
108.03.31-108.04.06 日赴上海及華東
臺商子女學校巡迴輔導差旅費

69,044.00

75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7

報支專任助理沈昌興108/3/22~3/31
赴廣西出差。

83,290.00

76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7

報支專任助理劉祐如108/3/22~3/31
赴廣西出差。(與T108A0500095－2
合併為全額國外差旅費)

47,352.00

77 深耕辦公室行政費用

3

報支宋曜廷副校長3/27－3/28大陸
差旅費用(青島)(生活費、簽證更新
費、機票改名費、保險費)

6,420.00

78 學生事務處

3

學務處張少熙學務長108.05.03108.05.06至澳門學術交流參訪差旅
費(機票費及生活費)

44,044.00

79 學生事務處

3

學務處張少熙學務長108.05.03108.05.06至澳門學術交流參訪差旅
費(禮品費)

2,400.00

80 美術系、所

3

美術系黃進龍教授、孫翼華副教授
108.04.16-108.04.21 赴河南鄭州「台
師大與河南美術館藝術交流」補助
師生機票款。

39,600.00

81 音樂學院院級發展重點行動方案

3

李和莆赴上海學術暨音樂交流國外
差旅費

40,207.00

82 華語文教學系-101(含)學年以後

3

杜昭玫北京上海參訪機票及生活費

71,539.00

實習輔導組支黃家凱行政專員
108.03.15-108.03.19 日赴東莞臺商子
弟學校巡迴輔導差旅費
師培處報支劉美慧處長108.03.24108.03.26至香港參加IB研討會差旅
費
報支洪嘉馡副教授3/18－3/20大陸
差旅費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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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4.00
38,546.00
37,255.00

13,399.00

32,193.00

36,020.00
31,463.00
31,814.00
8,744.00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83 音樂學院院級發展重點行動方案

3

84 印副校長辦公室

4

嚴俊傑赴上海學術暨音樂交流國外
差旅費
印永翔副校長去北京出差6/19*108/5/21-5/23-印永翔-北京-出
席會議訪問

85 公館校區學務組

86 公館校區學務組

87 公館校區學務組

88 公館校區學務組

89 公館校區學務組

90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91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執行數

40,207.00
5,943.00

3

報支全人書院劉麗娜輔導員、彭惠
輔導員、王震哲教授、陳慧娟副教
授、陳畇蓁技術專員108.01.21108.01.25赴香港香港書院交流與文
化參訪活動:教職員住宿膳食204530
元(40906元，5人)、保險費用3209
元(191元，16人，153元，1人)、禮
品費用6482元(432元、5400元、650
元)

204,530.00

3

報支全人書院劉麗娜輔導員、彭惠
輔導員、王震哲教授、陳慧娟副教
授、陳畇蓁技術專員108.01.21108.01.25赴香港香港書院交流與文
化參訪活動:教職員住宿膳食204530
元(40906元，5人)、保險費用3209
元(191元，16人，153元，1人)、禮
品費用6482元(432元、5400元、650
元)

6,482.00

3

報支全人書院劉麗娜輔導員、彭惠
輔導員、王震哲教授、陳慧娟副教
授、陳畇蓁技術專員108.01.21108.01.25赴香港香港書院交流與文
化參訪活動:教職員住宿膳食204530
元(40906元，5人)、保險費用3209
元(191元，16人，153元，1人)、禮
品費用6482元(432元、5400元、650
元)

955.00

3

報支全人書院劉麗娜輔導員、彭惠
輔導員、王震哲教授、陳慧娟副教
授、陳畇蓁技術專員108.01.21108.01.25赴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交流參訪，往返師大－桃園
機場租車費用8000元

8,000.00

3

報支全人書院劉麗娜輔導員、彭惠
輔導員、王震哲教授、陳慧娟副教
授、陳畇蓁技術專員108.01.21108.01.25赴香港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交流參訪

38,500.00

3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長及楊琇惠
行政專員於108.03.17-108.03.20 赴北
京拜會北京師範大學及首都師範大
學等校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
銷宣傳工作差旅費

83,139.00

3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長等人於
108.03.17-108.03.20 赴北京訪問北京
師大等校，攜帶廣宣資料及禮品租
用車輛運送費用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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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92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93 進修推廣學院(原進修推廣部)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3

進修推廣學院高文忠院長及楊琇惠
行政專員於108.04.16-108.04.19 赴河
南鄭州省教育廳、河南師範大學等
校辦理兩岸學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
傳工作差旅費

71,747.00

3

高文忠院長及楊琇惠總召於
108/4/16－108/4/19赴河南省教育
廳、河南師範大學等校辦理兩岸學
術交流活動及行銷宣傳工作，攜帶
廣宣資料及禮品租用車輛運送費用
(非拒絕往來廠商)

2,100.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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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