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名稱）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109年1月至109年6月

編號

計畫名稱

1

教育部補助〔補助師範大學邱美虹教授出
席第45屆APEC HRDWG會議出國經費〕

2

3

教育部補助〔補助師範大學邱美虹教授出
席第45屆APEC HRDWG會議出國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補助〔2018 IEYI 世界青少
年創客發明展暨台灣選拔賽〕經費

類別

內容簡述

執行數

4

科教所報支 邱美虹2/8－2/12
赴馬來西亞出席APEC HRDWG會
議國外差旅費用，明細詳見出
差旅費報告表。

4

科教所報支 邱美虹教授
109.02.08-109.02.12赴馬來西
亞布城出席APEC HRDWG會議國 35,174.00
外差旅費用，明細詳見出差旅
費報告表。(開會)

1

工教系支 －蔡其瑞助理教授
108/8/19－108/8/23參訪印尼
LIPI暨 「2019 IEYI世界青少
-68,950.00
年發明展」籌備會與新加坡ITE
暨「2022 IEYI世界青少年發明
展」籌備會之國外差旅費

備註

-1,485.00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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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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9年1月至109年6月

編號

1

2

3

4

5

6

7

計畫名稱

海外華人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1、3

海華中心報支伍明莉行政專員
109.02.22-109.02.25前往馬
來西亞吉隆坡出席雪蘭莪州吉 26,092.00
膽目金浯江公會68週慶並進行
相關考察差旅費(考察、訪問)

4

核銷國外差旅費：報支曾元顯
教授於108.07.26－108.08.04
，赴義大利佛羅倫斯，出席
85,328.00
ACL 2019研討會計算語言學會
(參附件，與購案B108023524
合併分攤)

7、9

人發系支周麗端副教授1/122/5國外差旅費美國/加州舊金
山（加州州立大學）、賓洲（
華盛頓DC、賓州州立大學）， 305,989.00
跨國學術合作交流與資料庫資
料蒐集之差旅費用(洽談國際
交流)

4

數學系報支林福來教授
109.02.01-109.02.09參加
123,696.00
ICMI 25會議之臺灣臺北－葡
萄牙里斯本差旅費(開會)

1

體育系支體育系教授張少熙
2019/12/30－2020/1/4赴韓國
96,155.00
首爾考察韓國高齡照護機構國
外差旅費(考察)

9

心輔系報支109.01.18109.01.29宋曜廷副校長率團
代表本校參加英國倫敦Bett展
覽，並與UCL Lab、劍橋大
5,989.00
學、牛津大學洽談國際學術合
作之保險費、當地租車之費用
(業務洽談)(與B203374合併)

3、9

體育系支張少熙教授帶領女子
拔河隊赴愛爾蘭參與世界盃室
內拔河賽補助－2/17－2/27日
109,606.00
支生活費與機票費（升等商務
機票差額）體育系教授 張少
熙國外旅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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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8

9

計畫名稱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0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處)

11 運動與休閒學院(91年度以後)

12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類別

1、3、9

內容簡述

執行數

研發處支108年度科技中心張
俊彥教授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
畫補助經費30萬元(業務費/國
外學者來台費/國外差旅費)－
報支張俊彥108.12.26－
149,685.00
109.1.7至法國巴黎參加LUTIN
－User Lab推行資訊數位技術
並做跨國實驗室研究等出國差
旅費-2/3
*考察、訪問、學術合作

研發處支108年度科教所楊芳
瑩教授109.01.05-109.01.09
至印度新德里訪問印度國家教
1、3、4、9 育研究與訓練委員會並與印度 35,781.00
理工學院洽談未來跨國研究計
畫)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
助經費

7

研發處支108年度跨國研究計
畫台文系林淑慧教授
109.02.02-109.02.16加拿大
亞伯達省、溫哥華參與福爾摩 107,181.00
沙敘事：十九世紀英人來台旅
遊寫的策略國之外差旅費(進
修、研究)

8

運休學院補助休旅所副教授林
伯修、休旅所助教劉永琦
109.01.13-109.01.21赴日本
15,400.00
山形大學運動觀光實習暨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之教職員部分生
活費及禮品費(考察)

8

運休學院補助休旅所副教授林
伯修、休旅所助教劉永琦
109.01.13-109.01.21赴日本 5,726.00
山形大學運動觀光實習暨國際
學術交流活動保險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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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13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類別

3、4、7

內容簡述

執行數

休旅所支課程補助費－方進義
教授赴菲律賓參訪機票費3/19
*赴姊妹校菲律賓大學迪里曼
(UPD)、連鎖運動中心與宿霧
國際連鎖運動中心參訪交流計
畫
22,000.00 9,550.00 109.01 9,550.00
.12~109.01.15 菲律賓 馬尼
拉、宿霧 休旅所教授 方進義
*共證：T10960200016、
T10960200032、
B109002244(考察)

14 運動休閒與餐旅管理研究所

3、4、7

休旅所支課程補助費－方進義
教授（1/12－15）赴菲律賓保
險費、禮品費-3/19
*赴姊妹校菲律賓大學迪里曼
(UPD)、連鎖運動中心與宿霧
國際連鎖運動中心參訪交流計
畫
22,000.00 9,550.00 109.01 1,375.00
.12~109.01.15 菲律賓 馬尼
拉、宿霧 休旅所教授 方進義
*共證：T10960200016、
T10960200032、
B109002244(考察)

3、9

參訪越南太原大學系統所屬科
技大學與師範大學，洽談學術 26,088.00
研究合作交流及招生。

2020日本山形大學運動觀光滑雪實習
16
課程

6

109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作交流
補助-運動休閒與餐飲管理研
60,000.00
究所「2020日本山形大學運動
觀光滑雪實習課程」

17 日本金澤大學與金澤附中參訪暨實習

8

109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作交流
補助-英語學系「日本金澤大 25,714.00
學與金澤附中參訪暨實習」

4

科教中心報支TIMSS 2019出席
第7次國家研究協調人會議
135,670.00
(NRC)之國外差旅費2筆:李哲
迪、張瑋寧

15

國際事務處劉處長祥麟於109/1/16－
1/18日赴越南太原招生宣傳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IEA國際數學與科
18 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2019(TIMSS2019)
計畫(3/4)】第3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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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我國參加2019年
19 國際國中科學奧林匹亞競賽計畫】經
費

20

21

教育部委辦【108年華語文能力測驗工
作計畫】

教育部委辦【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
發展計畫(第一年)】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OECD國際學生能
22
力評量計畫2021(PISA2021)」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OECD國際學生能
23
力評量計畫2021(PISA2021)」經費

教育部委辦【中華民國參加2020年第
52屆國際化學奧林匹亞競賽參賽計
24
畫】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雙語學校政策之
25
規劃與研究計畫」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雙語學校政策之
26
規劃與研究計畫」經費

27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雙語學校政策之
規劃與研究計畫」經費

教育部委辦【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
28 計畫-新課綱實施之效小學師資培育配
套】第3年經費

教育部體育署行政協助「107學年度專
29
任運動教練輔導與管理計畫」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3、4

科教中心參加2019年國際國中
科學奧林匹亞競賽代表團赴卡
達競賽(12/2－12/11)及杜拜 98,331.00
參訪(12/12－12/16)國外差旅
費及交流活動費

4、9

華測會支陳柏熹教授
108.11.21-108.11.24ACTFL華 93,245.00
盛頓海外差旅費

1、3

大傳所報支陳炳宏教授
109.01.18－109.01.21赴日本
大阪訪談關西大學負責在日本 45,453.00
推動高等教育媒體素養學者之
國外差旅費

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陳柏熹教授
109.01.17-109.01.25赴希臘
164,630.00
雅典參加PISA2021計分培訓會
議國外差旅費(開會)-3/2

4

學習科學中心報支謝豐瑞教授
109.01.17-09.01.26赴希臘雅
152,354.00
典參加PISA2021NPM會議國外
差旅費(開會)－3/2

1、4

化學系報支張一知教授
108.01.15－108.01.18至土耳
56,625.00
其伊斯坦堡參加52屆化奧國際
指導委員會議(開會)

3、4

教政所報支1080901-1080902
王麗雲赴德國漢堡參訪新興實
15,852.00
驗雙語小學生活費、禮品費
(開會)

7

教政所報支王麗雲教授
108.08.05-108.08.06赴新加 11,403.00
坡訪談機票、生活費(訪問)

7

教政所報支王麗雲教授
108.10.09-108.10.11赴日本
東京訪問日本教靖育部及學校 37,263.00
蒐集資料外差旅費－2/25(訪
問)

4

子計畫四:小學健體專書第3次
會議出席費及交通費；會議地
634.00
點:台師大體育館3F；會議時
間:108.6/25上午9:30

3

體研中心報支專任運動教練游
鎮安博士後研究－108.10.1125,230.00
108.10.9赴英國伯明罕出國計
畫差旅費。(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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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108年運動i臺灣計畫執行中心專案經
30
費

108年運動i臺灣計畫執行中心專案經
31
費

108年運動i臺灣計畫執行中心專案經
32
費

科技部補助李敏鴻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33 究【鐵電鉿基氧化物閘極之負電容多
閘極電晶體】經費

科技部補助李亞儒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34
究【鈣鈦礦奈米雷射之研製】經費

科技部補助【高速、超解析結構照明
35 數位全像三維多模態造影之研究
(2/3)】第2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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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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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經費

37

科技部補助【大學英文課中的跨文化
教育：以東南亞社會文化為例】經費

科技部補助【控制奈米腔體於中孔洞
38 二維半導體之生長及其應用(1/2)】第
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摘要方法與應
39
用之研究(1/2)】第1年經費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1、3

體研中心報銷借支辦理108運
動i臺灣計畫「英國全民運動
34,900.00
政策考察計畫訪問團」－團員
李建興教授機票費

1、3

體研中心報銷借支辦理108運
動i臺灣計畫「英國全民運動
73,006.00
政策考察計畫訪問團」－李建
興教授生活費、長途交通費

1、3

體研中心報銷借支辦理108運
動i臺灣計畫「英國全民運動
163.00
政策考察計畫訪問團」團員李
建興教授保險費

7

支出收回-光電所李敏鴻老師
出國短研經費(依科技部
-814.00
109/3/24科部科字第
1090018234號函)收回814元

7

支出收回-光電所李亞儒老師
出國短研經費(依科技部
-749.00
109/3/30科部科字第
1090019452號函)收回749元

4

光電所支主持人鄭超仁教授
108/5/18－5/27至法國波爾多
參加2019 OSA Digital
92,558.00
Holography 及 3－D Imaging
國外差旅費

4

心輔系支簡郁芩副教授，於
108.12.14－108.12.19，赴日
62,493.00
本－京都，參加ICEP 研討會
國外差旅費

4

英語系報支107B0269計畫主持
人王宏均108.12.04108.12.08台北至新加坡國外
45,833.00
差旅費（參加20th English
in Southeast Asia
Conference）

4、7

化學系報支專任研究助理謝宗
恩機票費，108.10.29108.11.07同劉沂欣教授前往 15,802.00
澳洲雪梨科技大學進行學術交
流與移地研究

4

資工系報支陳柏琳教授
108.12.14－108.12.18赴新加
49,144.00
坡參加ASRU2019國際會議並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分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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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摘要方法與應
40
用之研究(2/2)】第2年經費

41

科技部補助【此地與他方：巴代歷史
小說中的暗礁主體與世界想像】經費

科技部補助【西太平洋隱沒帶研究：
化解台灣構造上的爭議與探索新課題
42
－菲律賓海板塊岩石圈與軟流圈構造
研究(1/2)】第1年期經費

科技部補助【台泰越STEM計畫：科學
43 教育南向合作研究與實務推廣（科教
新南向研究）(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基因體與認知科學/科學
44
學習之跨領域研究(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基因體與認知科學/科學
45
學習之跨領域研究(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3D虛擬世界中探索式合
作專題應用於專業英語教學之理論發
46
展與成效評估： 以台灣深度旅遊為例
(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3D虛擬世界中探索式合
作專題應用於專業英語教學之理論發
47
展與成效評估： 以台灣深度旅遊為例
(2/3)】第2年經費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4

資工系報支陳柏琳教授
108.12.14－108.12.18赴新加
19,194.00
坡參加ASRU2019國際會議並發
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分攤款

4、7

台文系報支林芳玫教授
108.11.23-108.11.30赴澳洲
雪梨參加「the 18th
Biennial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66,110.00
the Asia－Pacific Region」
發表論文、且受主辦單位
Macquarie University英文系
邀請移地研究

4

地科系報支林佩瑩助理教授，
108.12.05－108.12.18，赴美
國-舊金山，參加美國地球物 65,000.00
理聯盟國際學術研討會(AGU
Fall Meeting)之國外差旅費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
108.11.22-108.11.24至印尼
29,905.00
梭羅市參與ICOSETH 2019研討
會議擔任主講人之國外差旅費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
108.11.28-108.12.04至美國
55,263.00
德州達拉斯進行演講及研究合
作會議(與B108013012同分攤)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
108.11.28-108.12.04至美國
37,838.00
德州達拉斯進行演講及研究合
作會議(與B108013012同分攤)

4

*簽案辦理*報支蔡沐羲與林彥
廷助理108/5/14-5/29赴加拿
大蒙特婁出席CALICO 2019國 7,712.00
際學術研討會機票款（台北~
加拿大：去回）

4

*簽案辦理*報支蔡沐羲與林彥
廷助理108/5/14-5/29赴加拿
大蒙特婁出席CALICO 2019國 21,501.00
際學術研討會機票款（台北~
加拿大：去回）

第 6 頁，共 19 頁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科技部補助【影片示範三級教學介入
48 模式持續建構及驗證之研究(1/2)】第
1年經費

4

科技部補助【讀寫困難和特殊教育在
亞洲學術團體的拋光計畫(補助學者提
49
昇國際影響力-特教系洪儷瑜教授)】
經費

4

科技部補助【全球化武俠: 跨國影像
50 ，武導系譜，與流行文化(3/3)】第3
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全球化武俠: 跨國影像
51 ，武導系譜，與流行文化(3/3)】第3
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神經元在雜訊與週期影
響下的動態行為】經費

科技部補助【印度東部巴斯塔地塊晚
太古代-早元古代索諾克漢綠色岩帶起
54
源及成礦之岩石學調查(2/3)】第2年
經費

科技部補助【印度東部巴斯塔地塊晚
太古代-早元古代索諾克漢綠色岩帶起
55
源及成礦之岩石學調查(1/3)】第1年
經費

科技部補助【現代漢語寄生語缺結構
56 與全域結構不對稱表現之句法分析及
其對普遍語法之含蘊意義】經費

特教系報支王慧婷副教授於
108.11.27－108.12.08，赴尼
泊爾－加德滿都，參加 AFID 72,854.00
會議-發表論文－國外出差旅
費
特教系報支－洪儷瑜教授於
108.11.29－108.12.7赴尼泊
爾－加德滿都，參加2019年第 73,290.00
24屆AFID會前工作坊及國際研
討會。

4、7

4、7

英語系報支吳佳琪助理教授
108.10.07-108.10.12因研究
45,112.00
所需赴韓國釜山參加電影節進
行移地研究之費用與生活費

4

圖資所報支曾元顯教授於
108.07.26－108.08.04，赴義
大利-佛羅倫斯，出席 ACL
57,745.00
2019研討會計算語言學會(詳
如附件，與購案I10900017 合
併分攤)

4

數學系報支陳賢修教授 於
108.08.26－108.08.29，赴日
本－函館，參加NACA－
46,066.00
ICOTA2019研討會之國外旅
費。

4

地科系報支謝奈特教授，於
108.12.08-108.12.19，赴美
國-舊金山，出席地質聯盟（ 71,332.00
AGU）2019年年會（會議期
程：2019/12/09～12/13）

4

地科系報支謝奈特教授，於
108.12.08-108.12.19，赴美
國-舊金山，出席地質聯盟（ 6,403.00
AGU）2019年年會（會議期
程：2019/12/09～12/13）

4

英語系報支丁仁之國外差旅費
_出差地：愛爾蘭科克_出差時
間:108.12.10-108.12.16_出 67,802.00
差目的:ISOCTAL 2019論文發
表

費

53

執行數

英語系報支吳佳琪助理教授
108.11.22-108.11.28因研究
67,266.00
所需赴日本東京參加資料館作
文獻調查及資料蒐集

科技部補助【中文學習者的錯別字與

52 文法錯誤診斷之研究(2/2)】第2年經

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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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4

4

全營所報支馮穎助理教授-於
108.12.05－108.12.07，赴澳
大利亞-荷巴特，參與
51,792.00
Australian Macroec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發
表論文)之差旅費

4

全營所報支馮穎助理教授，於
108.08.01-108.09.10，赴加
拿大-渥太華、魁北克、安大
略，參加2019 Summer
Workshop on Money，
80,687.00
Banking， Payment and
Finance(發表論文)以及至
HEC Montreal， Queen吋s
University進行(移地研究)之
差旅費---1/21

7

教育系報支陳佩英教授於
108.08.20－108.09.03－赴芬
100,000.00
蘭－赫爾辛基(Helsinki)從事
移地研究(共同分攤)

7

教育系報支陳佩英教授於
108.08.20－108.09.03－赴芬
18,305.00
蘭－赫爾辛基(Helsinki)從事
移地研究(共同分攤)

4

國文系報支108/10/4-7 賴貴
三韓國首爾外國語大學主持研
討會及發表論文之差旅費及兼
任助理林偉傑赴韓國外國語大
學發表論文之機票費用（
32,829.00
BK21PLUS 韓中語言文化疏通
事業團第十六屆青年學者國際
學術研討會：東西方漢學研究
的互動與交流，並發表論
文）。

4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報支李
良一專案助理教授，於
108.09.02-108.09.07，赴日
本-京都，參加THE SECOND
62,008.00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CITIES CONFERENCE (IC3)國
外差旅費

調症患者為研究對象】經費

58

59

科技部補助【利潤與競爭對總體經濟
的影響-服務型經濟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利潤與競爭對總體經濟
的影響-服務型經濟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教師實踐社群的專業資
60 本蓄積歷程研究：行動者網絡理論取
徑(3/3)】第3年經費

61

62

科技部補助【跨界網絡學習社群課程
共力與實踐之研究(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乾隆中葉呂立本《易經
本旨》稿本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以架構大綱支援影片教

63 學：人機互動及教學設計與評量
(1/2)】第1年經費

執行數

復諮所報支陳貞夙副教授-於
108.06.27-108.07.08，赴挪
威-奧斯陸，參加5th
104,188.00
Congress of European
Academy of Neurology研討
會)

科技部補助【身歷其境程度對運動性

57 電玩訓練效果影響之探究：以思覺失

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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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運動機器人之開發
64
(2/3)】第2年經費

類別

4

4

地科系報支陳正達教授於
109.01.31-109.02.06，赴英
國-倫敦，參加英國皇家學會
所舉辦的 Intensification
of short－duration
71,613.00
rainfall extremes and
implications for flash
flood risks Discussion
meeting，並發表論文。

4

機電系報支國外差旅費(張天
立教授、參加MNE2019會議、
81,863.00
出差地點－希臘羅德市、起迄
時間:108.09.20-108.09.28)

歸因】經費

科技部補助【超快雷射製程輔助開發
66 可撓性氣體偵測元件之複合材料薄膜
結構研製(2/2)】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教育學發展史(1/3)】第
67
1年經費

7

科技部補助【教育學發展史(2/3)】第
2年經費

7

68

科技部補助【Lunasin 對肥胖因子誘

69 發之炎症反應影響乳癌細胞生長機制

4

的探討(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Lunasin 對肥胖因子誘

70 發之炎症反應影響乳癌細胞生長機制

4

的探討(3/3)】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奈米壓電半導體與金屬
71 奈米電漿子於可調控式隨機雷射之研
究(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研發應用開源微處理器
72 之視覺與光學探究實作模組以支援12
年國教新課程(2/2)】第2年經費

執行數

主持人蔣欣翰108.11.22108.11.25前往新加坡參加
28,924.00
ICRAI 2019研討會核銷國外差
旅費

科技部補助【歷史與推估未來的極端

65 降雨與熱浪事件改變：觀測、模擬、

內容簡述

教育系報支楊深坑教授於
109.01.12-109.01.27，赴德
國-耶拿、柏林，進行移地研
究－國外差旅費。
教育系報支楊深坑教授於
109.01.12-109.01.27，赴德
國-耶拿、柏林，進行移地研
究－國外差旅費。
人發系報支謝佳倩副教授於
108.10.17-108.10.24，赴奧
地利-維也納，出席(國際會
議)Cytokine2019, 發表論文
之國際會議旅費
人發系報支謝佳倩副教授於
108.10.17-108.10.24，赴奧
地利-維也納，出席(國際會
議)Cytokine2019, 發表論文
之國際會議旅費

93,202.00

36,331.00

39,251.00

70,956.00

4

光電所-李亞儒老師訪問新加
坡南洋理工大 學Prof. Munho
55,499.00
Kim實驗 室並討論合作事宜
(109.01.20-109.01.23)

4

物理系報支陸健榮老師
109.02.04-109.02.07至越南
河內國外差旅費56739元(機票
費18200元、生活費
56,739.00
164*30.31=4971(2+(1－
16%)+(1－70%)、雜費600*4
天、簽證費1600、註冊費
189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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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大型節慶之承繼與規
73 劃：世界設計之都之個案研究(2/2)】
第2年經費

74

科技部補助【閩南語句末語氣詞
le/leh 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經濟與都市發展、國家
75 政治與政策：印尼發展與台灣新南向
政策】經費

76

科技部補助【可解釋的人工智慧細菌
通訊在行動邊緣運算(2/3)】計畫經費

類別

7

4

英語系報支謝妙玲副教授
108.12.09-108.12.17赴愛爾
蘭科克參加ISOCTAL 2019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hinese
64,902.00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第三屆理論及應
用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開
會)

7

地理系支109/1/7－21 王文誠
赴印尼雅加達及日惹地區進行
93,738.00
科技部研究計畫移地研究暨田
野調 查國外差旅費(考察)

7

科技系報支 曾繁勛助理教授
109.02.21-109.02.23 前往南
33,413.00
韓首爾祥明大學軟體系進行移
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研究)

4

國外差旅費:因執行科技部補
助計畫需要-光電所主持人張
俊傑助理教授109.01.2046,819.00
109.01.23前往新加坡南洋理
工大學拜訪金文鎬教授談論研
究合作事宜(研究)

4

生科系支計畫共同主持人沈賜
川教授108.11.30-108.12.07
於日本神戶舉辦的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od Factors
(ICoFF2019)， the 12th
40,000.0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ISNFF2019)研討會差旅費。
(開會)

4

地科系報支葉恩肇副教授於
108.12.08-108.12.16，赴美
國-舊金山，出席2019 AGU 國
際會議之國外差旅費：參加美
100,000.00
國地質研討會(2019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s
annual Fall Meeting)並發表
論文(開會)

(1/3)】第1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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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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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經費

科技部補助【多尺度地殼應力調查結
果整合暨最終岩石應力模型研究-裂隙
79 特徵化與模型視覺化暨應力場不確定
性對其再活化評估影響(1/3)】第1年
經費

執行數

109.01 歐文所請支劉以德老
師科技部補助計畫國外差旅費
(109.01.15-109.01.30世界設 78,887.00
計之都神戶及名古屋移地研
究)

科技部補助【主動超穎光子學之鈣鈦

77 礦-超穎介面調制光物質交互作用

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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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帶參數海儂映射族群正
80 則高度函數變異之研究(1/2)】第1年
經費

科技部補助【穩定無鉛與少鉛多維度
81 鈣鈦礦奈米結構之光電特性與應用
(3/3)】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恆星初始質量函數--時
82
空中的普遍性(1/5)】經費

83

科技部補助【餐旅產業財務管理相關
人才培育計畫】經費

科技部補助【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84 際產學聯盟計畫I】經費費(含第1階段
萌芽計畫)

科技部補助【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85 際產學聯盟計畫I】經費費(含第1階段
萌芽計畫)

科技部補助【大型節慶之承繼與規
86 劃：世界設計之都之個案研究(1/2)】
第1年經費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4

數學系報支夏良忠教授於
108.08.25-108.08.30，赴韓
國-大田，(國際會議)參加The
29,709.00
8th East Asia Number
Theory Conference並發表專
題演講演講(開會)

4

物理系趙宇強副教授
108.12.09-108.12.15赴日本
橫濱參加MRM 2019會議國外差
旅75571元(機票12000、生活 75,571.00
費不供餐USD236*30.535＝
7206*6.3天、註冊費18173
元)(開會)

7

地科系報支李悅寧助理教授於
109.01.12-109.02.15，赴日
820.00
本－名古屋，移地研究－交流
差旅費。(進修)

7

休旅所報支－計畫主持人方進
義教授109.01.12-109.01.15
赴菲律賓馬尼拉.宿霧執行計
19,497.00
畫－師生赴菲律賓姊妹校運動
場館移地研究－國外差旅生活
費及簽證費(考察)

1

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支心測中心
專任助理曾厚強博士後研究
109.01.17-109.01.27赴英國
倫敦參訪(劍橋大學、牛津大 147,936.00
學)及辦理國際商展之國外差
旅費(考察、訪問、業務洽談)
－3/17

1

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支研究發展
處林雅萍執行長於109.01.17109.01.27赴英國倫敦參訪(劍
139,935.00
橋及牛津大學)及辦理國際商
展之國外差旅費(考察、訪
問、業務洽談)－3/17

4

109.03 歐文所請支劉以德教
授科技部補助計畫國外差旅費
(109.02.27－109.03.03世界 17,511.00
設計之都澳洲Geelong-吉朗移
地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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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大型節慶之承繼與規
87 劃：世界設計之都之個案研究(2/2)】
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連續重複DNA序列的滑動
88 現象之單分子結構動態學研究(2/3)】
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心輔系張世華副教授擬
於109年1月赴美屬波多黎各美屬波多
89 黎各參加 2020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Conference 】經費
科技部補助【提升中小學生閱讀的後
設認知能力：整合心理模型、文本大
數據、自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90 子計畫三 : 提升閱讀心得反思之整合
詮釋能力：整合詮釋文本大數據建
立、自動評量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
饋設計(2/3)】第2年經費

類別

4

4

化學系報支109/2/7-2/23 李
以仁助理教授前往美國聖地牙
86,846.00
哥參加第64屆美國生物物理年
會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開會)

4

心輔系支張世華副教授於
109.01.28-109.02.04，赴美
屬波多黎各-美屬波多黎各， 60,000.00
(國際會議)差旅費6萬元(開
會)

7、9

心輔系報支宋曜廷教授於
109.01.18-109.01.29，赴英
國-倫敦、牛津(移地研究)，
與UCL Lab、劍橋大學、牛津 39,468.00
大學洽談國際學術合作之國外
差旅費用(業務洽談)(與
I200101合併)

1

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支教育心理
與輔導學系宋曜廷教授
109.01.18-109.01.29赴英國
173,501.00
倫敦參訪(劍橋及牛津大學)及
辦理國際商展之國外差旅費
(業務洽談)(與I200101合併)

1

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支科學教育
研究所許瑛玿教授109.01.17109.01.23赴英國倫敦參訪劍
180,033.00
橋大學及牛津大學並辦理國際
商展之國外差旅費(考察、訪
問、業務洽談)-3/17

4

地科系報支江紫綾博士後研究
，於109.02.15-109.02.23，
赴美國-聖地牙哥，參加2020
94,000.00
Ocean Sciences Meeting國際
會議並發表論文之差旅費(開
會)

7

地理系報支108/10/22-27 韋
煙灶教授赴馬來西亞吉隆坡、
30,871.00
檳城進行科技部研究計畫移地
研究之國外差旅費。(考察)

萌芽計畫)

科技部補助【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92 際產學聯盟計畫I】經費費(含第1階段
萌芽計畫)

科技部補助【地科系江紫綾博士後研
究員擬於109年2月赴美國聖地牙哥參
93
加2020 Ocean Sciences Meeting 】
經費
科技部補助【閩客研究的跨界調查比
較：臺灣對應粵東潮州三陽與海陸豐
94 地區的調查比較-形塑廣東海陸豐地區
客閩族群之地理環境與歷史過程探討
(1/2)】第1年經費

執行數

109.03 歐文所請支劉以德教
授科技部補助計畫國外差旅費
(109.02.27－109.03.03世界 5,581.00
設計之都澳洲Geelong-吉朗移
地研究)(研究)

科技部補助【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

91 際產學聯盟計畫I】經費費(含第1階段

內容簡述

第 12 頁，共 19 頁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4

7

物理系報支林文欽老師
109.01.06-109.01.08赴日本
東京大學固態物理研究中心進
行實驗研究移地研究之國外差 37,608.00
旅費37608元(飛機18023、生
活費283*30.09=8515*2.3
天)(研究)

然物與藥物分子(2/3)】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使用科爾顯微儀研究氫

96 原子擴散造成的磁性變化(3/3)】第3
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東亞地區大葉馬兜鈴複

97 合群(Aristolochia kaempferi

7

complex)之系統分類研究】經費

98

科技部補助【《金瓶梅》與《肉蒲
團》性描寫比較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光電科技研究所延攬科
技人才印度籍杜諾提君參與「高速、
99
超解析結構照明數位全像三維多模態
造影之研究」研究計畫】經費

100

科技部補助【利潤與競爭對總體經濟
的影響-服務型經濟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文化科技創新為基礎促
進地方特色文創產業繁榮發展策略之
101
研究-以台灣城鄉永續發展為例
(2/2)】第2年經費

執行數

化學系報支108/9/26-10/1 吳
學亮教授赴日本北海道二世古
町 參加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tting Edge 49,779.00
Organic Chemistry is Asia
(ICCEOCA－14) 張貼研究海報
之國外差旅費。 (開會)

科技部補助【新型過渡金屬催化不對

95 稱反應之研究發展及其應用於合成天

內容簡述

7

報支計畫主持人王震哲教授
109.01.11-109.01.18赴日本
沖繩.石垣.西表採集研究材料 50,000.00
之國外差旅費用(其他-採集研
究材料)
國文系報支109/2/2-8 胡衍南
教授赴日本東京移地研究國外 68,680.00
差旅費(研究)

7

光電所支博士後杜諾提
109.02.01-109.02.23返回印 10,579.00
度印多爾機票費(其他)

4

全營所報支馮穎助理教授於
108.11.01-108.11.16，赴澳
大利亞-坎培拉、布里斯本， 17,000.00
進行計畫相關國際會議之國外
差旅費(進修或研究)

7

全營所報支董澤平教授於
108.06.25－108.07.04，赴日
本名古屋、東京、札幌、小 107,157.00
樽、旭川，進行科技部計畫移
地研究差旅費－(考察)

科技部補助【知覺誠意對成功的服務
102
補償中介影響】經費

4

科技部補助【人發系賴文鳳副教授擬
於109年2月赴美國西雅圖參加 Annual
103
Meeting of Society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經費

4

企管系報支張佳榮副教授於
109.01.17-109.01.22，赴日
62,439.00
本－大阪，參加國際會議之國
外差旅費(開會)
人發系報支賴文鳳副教授，於
109.02.24-109.03.01，赴美
國-西雅圖，參加會議發表論 79,086.00
文之會議註冊+機票+生活費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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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數

104

科技部補助【早期宇宙反饋作用之探
索】經費

4

物理系報支李沃龍副教授
109.02.09-109.02.14赴韓國
大田-DaejonAsia－Pacific
School and Workshop on
Gravitation and 2020 會議 42,523.00
國外差旅費42523元(機票
11200元、生活費不供宿
USD196*30.155＝5910*5.3
天)-4/7退(開會)

105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摘要方法與應
用之研究(2/2)】第2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108/12/14-19 羅
天宏專任助理赴新加坡參加 69,269.00
ASRU會議之出國差旅費(開會)

4

機電系報支陳順同教授
109.01.10-109.01.18赴日本
東京參加國際研討會2020ICMM
之國外差旅費(包含研討會註 59,328.00
冊費、線上交易授權結匯手續
費、出國差旅生活費、機票
費)(開會)

4

機-電系報支呂有勝教授
109.01.17-109.01.26赴日本
別府參加25th International
36,617.00
Symposium on Artificial
Life and Robotics並發表論
文(開會)

7

表藝所報支109/2/2109/02/18 梁文菁副教授赴英
177,943.00
國倫敦移地研究國外差旅費
(進修或研究)

7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助理教授，
於108.11.25-108.11.28，赴
韓國-首爾，(移地研究)，至
Hansung大學 6000元，(2)首
爾日支費美金260元*匯率
30.585=7952元，搭機日支費
*0.3=2386元，合計26242元，
(3)11月25日及28日，由首爾 29,633.00
至仁川機場來回大眾運輸費，
韓元10000元*匯率
0.028*2=560元，桃園機場至
台北來回大眾運輸費130元
*2=260，合計820元。小計
33062元，實支29633元。(進
修或研究)

106

107

科技部補助【具自動線上銳化技術之
智能高速晶粒分割系統開發】經費

科技部補助【壓電式力量感測之低頻
補償改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二十一世紀英國當代劇
場：尼可拉斯?海特納帶領下的英國國
108
家劇院（2003–2015）(2/3)】第2年
經費

109

科技部補助【信貸市場中之不對稱尾
部相依性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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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信貸市場中之不對稱尾
部相依性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CREATE VIII:亞洲增生
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型計畫-III
111 (ACT in Asia-III)-從板塊重建探討
南海周邊物源變化與構造活動關聯性
(一)(1/3)】第1年經費

類別

7

7

地科系報支馬龍翔博士後研究
人員於109.02.4-109.02.16，
赴馬來西亞-彭亨、柔佛、馬
24,947.00
六甲、雪蘭莪，進行移地研究
，野外考察差旅費(實習或業
務考察)

7

科技部補助【教育領域競爭型計畫辦
理現況與成效評估(2/2)】第2年經費

4

科技部補助【教育領域競爭型計畫辦
114
理現況與成效評估(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台泰越STEM計畫：科學
115 教育南向合作研究與實務推廣（科教
新南向研究）(3/3)】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台泰越STEM計畫：科學
116 教育南向合作研究與實務推廣（科教
新南向研究）(3/3)】第3年經費

新南向研究）(2/3)】第2年經費

數學系報支阮成昭CHIEU君(越
南籍)博士後研究-於
109.1.20-109.2.2，報支台 20,824.00
北-越南(返家)，來回機票費
(其他：返鄉探親)
教政所報支王麗雲教授於
107.09.03-107.09.09，赴義
57,395.00
大利-波札諾，參加國際研討
會 國外差旅費(開會)

4

教政所報支計畫王麗雲教授於
108.08.31－108.09.07，赴德
73,465.00
國－漢堡，參加國際會議之機
票及生活費(開會)

7

科教中心報支張惠羽專任助理
108.12.10-108.12.15至泰國
曼谷農業大學科學教育學院實 44,683.00
務推廣課程教學移地研究之國
外差旅費(研究)

4

科技部補助【台泰越STEM計畫：科學

117 教育南向合作研究與實務推廣（科教

執行數

企管系報支安用吉助理教授於
108.11.20-108.11.21，赴韓
國－首爾，(移地研究)，至
Catholic University移地研
究之差旅費，(1)來回機票，
8819元，(2)首爾日支費美金
260元*匯率30.55=79430元，
19,558.00
搭機日支費*0.3=2383元，合
計10326元，(3)11月21日由首
爾回仁川機場大眾運輸費，韓
元10000元*匯率0.02827=283
元，桃園機場回台北大眾運輸
費130元，合計413元。小計
19558元。(進修或研究)

科技部補助【數學系(所)延攬科技人
才(博士後研究)越南籍 Chieu Thanh
112 Nguyen （Chieu）先生參與「構造互
補函數與其在最佳化和數據科學上的
應用」研究計畫】經費

113

內容簡述

4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
109.02.04-109.02.09張俊彥
至越南河內師範大學出席研討 48,936.00
會擔任主講人之國外差旅費
(研究)
科教中心報支張俊彥教授
109.02.29-108.03.06至馬來
西亞吉隆坡參與Bett Asia
53,504.00
2020研討會議擔任主講人之國
外差旅費(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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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複雜網絡的統計分析與
機器學習(1/3)】經費

類別

7

4

物理系報支陸亭樺副教授
109.2.29-109.3.6美國丹佛原
訂參與2020物理年會。因
COVID 疫情影響大會取消會議
70,240.00
之國外差旅費70240元(日支
210*30.3=6363。機票費
42015+更改機票手續費
1500=43515)(開會取消)

7

科教中心報支林蓓伶博士後研
究、鄭秉漢博士後研究、張惠
羽專任助理109.02.04115,725.00
109.02.08 至越南河內師範大
學辦理移地研究之國外差旅費
(研究)

4

物理系報支藍彥文副教授
109.2.29-109.3.6赴美國丹佛
原訂參與2020物理年會。因
COVID 疫情影響大會取消會議
70,240.00
之國外差旅費70240元(日支
210*30.3=6363。機票費
42015+更改機票手續費
1500=43515)(取消會議)

4

國文系報支王錦慧教授
108.11.01-108.11.04赴日本
42,528.00
東京參加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9
屆全國大會差旅費(開會)

經費

科技部補助【台泰越STEM計畫：科學
120 教育南向合作研究與實務推廣（科教
新南向研究）(3/3)】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研究光學自旋-軌道角動
量與過渡金屬二硫化物之交互作用開
121
發二維材料能谷電子元件(1/3)】第1
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
122
化探究(2/2)】第2年經費

執行數

物理系報支陳啟明教授
109.1.13－109.3.1赴加拿大
本那比UBC移地研究10萬元整
(機票10281+1365、生活費加
拿大本那比日支生活費(其他)
美金170*30.06(2020/1/10即
期賣出匯率)=5110*14.3天、
2020/1/28~2/11生活費:不供
100,000.00
餐宿USD1100*30.06*1/20＝
1653、2020/2/12－
2020/2/29:不供餐宿
USD1100*30.06*1/30=1102、
2020/3/1:不供餐宿
USD1100*30.06*1/30=1102*0.
4=441。小計129，791元。實
支100，000元)(研究)

科技部補助【以 Twisted Light 探究

119 光與層狀二維材料的交互作用(1/3)】

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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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二維硒化銦的自旋軌道
耦合及參雜的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影片示範三級教學介入
124 模式持續建構及驗證之研究(1/2)】第
1年經費

類別

4

4

科技部補助【近緣種的蛙鳴訊號，如

125 何影響種化、繁殖特徵替換、或基因

4

交流？(1/3)】第1年經費

內容簡述

執行數

物理系報支陳鴻宜副教授
109.2.29－109.3.2赴美國丹
佛參加2020美國物理年會，大
會因COVID 19疫情取消會議之
53,749.00
差旅費50681元(機票40500+改
票費用3068、
210*30.3*(1+0.3*2))(開
會)(取消)
特教系王慧婷副教授報支
108.08.04－108.08.13，赴英
國-格拉斯哥，參加IASSIDD會 83,407.00
議並發表論文－國外出差旅費
(開會)
生科系報支林思民教授
109.01.04-109.01.14至紐西
蘭丹尼丁第9屆世界兩棲爬蟲 84,851.00
大會海報發表研究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開會)

科技部補助【喬伊斯的《芬尼根守
126 靈》第一卷和第二卷譯注計畫(3/3)】
第3年經費

4

英語系報支梁孫傑教授
109.1.28-109.2.4 梁孫傑赴
羅馬之XIII “James Joyce
Italian Foundation＂
Conference in Rome，發表論 86,208.00
文。Senn應邀發表演講。 科
技部計畫（移地研究）：2/1
訪談Fritz Senn.(開會)(訪
問)

科技部補助林淑慧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究【再現福爾摩沙：十九世紀英國人
127
旅台遊記的空間政治與文化意象】經
費

7

台文系報支108/4/22-7/21 林
淑慧赴英國倫敦短期研究差旅 374,633.00
費

4、7

地科系報支陳卉瑄教授於
108.12.06-108.12.21，赴美
國-舊金山、印第安納州，(研
討會+移地研究)於舊金山參加
AGU Fall meeting 2019美國 100,000.00
地球物理年會秋季大會並發表
論文，並至印地安那大學伯明
頓分校(IUB)與 Kaj Johnson
進行合作計畫之國外差旅費

128

科技部補助【環境震動資料之智能偵
測與分類(1/3)】第1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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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環境震動資料之智能偵
測與分類(1/3)】第1年經費

類別

4、7

7

[轉正]華語系謝佳玲教授核銷
赴國外短期研究(生活費
213819元、機票費56000元、
213,819.00
學雜費37476元(學雜2608及分
攤機票款34868元)、補助費
22071元，共實支329366元)

7

[轉正]華語系謝佳玲教授核銷
赴國外短期研究(生活費
213819元、機票費56000元、
22,071.00
學雜費37476元(學雜2608及分
攤機票款34868元)、補助費
22071元，共實支329366元)

7

[轉正]華語系謝佳玲教授核銷
赴國外短期研究(生活費
213819元、機票費56000元、
37,476.00
學雜費37476元(學雜2608及分
攤機票款34868元)、補助費
22071元，共實支329366元)

7

[轉正]華語系謝佳玲教授核銷
赴國外短期研究(生活費
213819元、機票費56000元、
56,000.00
學雜費37476元(學雜2608及分
攤機票款34868元)、補助費
22071元，共實支329366元)

媒體語言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謝佳玲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131 究【多元語言接觸情境下之華語新聞
媒體語言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謝佳玲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132 究【多元語言接觸情境下之華語新聞
媒體語言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謝佳玲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133 究【多元語言接觸情境下之華語新聞
媒體語言研究】經費

科技部補助蘇席瑤副教授赴國外短期
134 研究【同性婚姻爭議的台美跨文化比
較：社會語用觀點】經費

7

科技部補助蘇席瑤副教授赴國外短期
135 研究【同性婚姻爭議的台美跨文化比
較：社會語用觀點】經費

7

科技部補助蘇席瑤副教授赴國外短期

136 研究【同性婚姻爭議的台美跨文化比
較：社會語用觀點】經費

執行數

地科系報支陳卉瑄教授於
108.12.06－108.12.21，赴美
國-舊金山、印第安納州，(研
討會+移地研究)於舊金山參加
AGU Fall meeting 2019美國 49,886.00
地球物理年會秋季大會並發表
論文，並至印地安那大學伯明
頓分校(IUB)與 Kaj Johnson
進行合作計畫之國外差旅費

科技部補助謝佳玲教授赴國外短期研

130 究【多元語言接觸情境下之華語新聞

內容簡述

7

英語系蘇席瑤教授【預借】訂
於107年9月10日至108年6月9
503,821.00
日至美國喬治城大學進行短期
研究補助款
英語系蘇席瑤教授【預借】訂
於107年9月10日至108年6月9
56,000.00
日至美國喬治城大學進行短期
研究補助款
英語系蘇席瑤教授【預借】訂
於107年9月10日至108年6月9
100,800.00
日至美國喬治城大學進行短期
研究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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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蘇席瑤副教授赴國外短期
137 研究【同性婚姻爭議的台美跨文化比
較：社會語用觀點】經費

類別

7

4、7

民音所支許馨文專案助理教授
108.10.28-108.11.11 許馨文
赴馬來西亞古晉移地研究暨美
130,845.00
國美國 bloomington indiana
出席國際會議國外差旅費(機
票費、生活費)(開會)

1、3

地理系報支【108G0081】計畫
109/2/2－2/6赴日本九州福岡 40,217.00
地區研習費用(廖學誠教授)-

1、7

東亞系報支計畫案主持人江柏
煒109.01.14-109.01.22赴新
86,990.00
加坡資料蒐集差旅費(生活費
共支9天)

7

民音所報支許馨文專案助理教
授(43,920元)、邱偉恩專任助
理(37,620元)109.02.0581,540.00
109.02.16至日本大阪、京
都、金澤、東京移地研究之國
外差旅費(研究)

樂」的生產與流通(1/2)】第1年經費

(標)林務局委託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轉
撥【108-110年度林務局應用森林療癒
139
協助私有林林業振興與地方創生之研
究計畫】經費
(標)金門縣文化局委辦【金門縣108140 109年度「博物館與地方文化館發展運
籌機制」計畫】經費

(標)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

141 辦【臺灣客家音樂及戲劇展示前置研
究】經費

執行數

英語系蘇席瑤教授【預借】訂
於107年9月10日至108年6月9
51,840.00
日至美國喬治城大學進行短期
研究補助款

科技部補助【族群想像的多音交響與

138 跨域流動：亞洲華語社會間「客家音

內容簡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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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