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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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9年12月

編號

計畫名稱

1

【深耕計畫(經)-科學跨域學習與教
學】

2

【深耕計畫(經)-深化科學教育研究
與國際鏈結】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4

科教中心報支研究計畫張俊彥教授109.1.21－26至日本
北海道札幌大學辦理演講及教學經驗分享支國外差旅費
(研究)

62,604.00

1、3

科教中心辦理張俊彥教授1090311－0318至美國波特蘭大
學與期刊主編會議討論並進行促進我國科學教育與數位
學習學術社群擴展國際視野提升研究能量考察訪問之國
外差旅費(與B109010257共同分攤)

22,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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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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名稱）
出國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9年7月至109年12月

編號

1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管理學院

「臺北高校與山形高校的
比較以及文化資產創生與
4
活化」海外教學與移地考
察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中央
5 輔導團國中小彈性暨素養
課程發展計畫」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中央
6 輔導團國中小彈性暨素養
課程發展計畫」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中央
7 輔導團國中小彈性暨素養
課程發展計畫」經費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中央
8 輔導團國中小彈性暨素養
課程發展計畫」經費
教育部委辦【分科教材教
法專書編輯計畫-新課綱實
9
施之效小學師資培育配
套】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化學系(所)
杜玲嫻助理教授擬於108年
6月赴美國 Monterey 參加
10
The 26th Americam
peptide symposiumad 會
議】經費
科技部補助【超高靈敏度
磁振造影暨高溫超導量子
干涉元件之多模態動物癌
11
症診斷平台-多通道高溫超
導磁粒子造影系統之建構
與特性研究(1/3)】經費

類別

3、4

內容簡述
數學系報支蔡碧紋教授訪問King吋s College London並
參加CFE－CMStatistics 2019研討會(發表論文)之國外
差旅費。(108/12/14－12/20、109/1/8－109/1/9)(研
究、開會)(與B208920合併)

科技系報支/林坤誼/3/10－3/16/美國研討會/禮品費計
$8888，不足補差額$488-6/23退缺校務基金出國計畫表7/27
*參加美國ITEEA2020研討會 4 擔任專題演講講者並領取
4
DTE獎項 102,206.00 488.00 109.03.10-109.03.16 美
國 巴爾的摩 科技系教授林坤誼
*共證：B108035859-1。
企管系報支印永翔教授於109.01.19-109.02.06，赴美
國-芝加哥，參加國際研討會及移地研究費用，(1)機票
費34293元，(2)芝加哥日支費美金281*匯率29.975=8423
1、2、3、 ，計5.3日=44642元，(3)保險費133元，(4)國際會議註
6、7、9 冊費美金410元，折合新台幣(含刷卡手續)約12702元。
總計91770元。其中機票及2日生活費由科技部計畫支出
51139元，其餘由校務行政支出40631元。(開會)(與
B207931合併)

執行數

86,608.00

488.00

40,631.00

1

109年第1期推動國際合作交流補助-臺灣史研究所「『臺
北高校與山形高校的比較以及文化資產創生與活化』海
外教學與移地考察」

60,000.00

3

教評中心報支陳佩英教授109.02.01-109.02.10赴美國洛
杉磯參訪國外差旅費(訪問)

43,500.00

3

教評中心報支陳佩英教授109.02.01-109.02.10赴美國洛
杉磯參訪國外差旅費(訪問)

38,690.00

3

教評中心報支陳佩英教授109.02.01-109.02.10赴美國洛
杉磯參訪國外差旅費(訪問)

160.00

3

教評中心報支陳佩英教授109.02.01-109.02.10赴美國洛
杉磯參訪國外差旅費(訪問)

3,340.00

-

子計畫四：小學健體專書第3次會議出席交通費誤開為國
外旅費

4

收回--108.6.23-24午餐及晚宴
化學系報支108/6/227/2 杜玲嫻前往美國Monterey參加The 26th Americam
peptide symposiumad會議並發表論文

4

【支出收回】光電所原報支107/11/4－11/7計畫主持人
廖書賢參加Thi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gnetic Bio－sensing (IWMBS 2018)，發表論文，國
外差旅費因註冊費含未扣點8%晚宴581元，故予以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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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00

-2,350.00

-581.00

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科技部補助【知覺誠意對
12 成功的服務補償中介影
響】經費

4

科技部補助【彩色電子紙
13 訊號處理晶片設計(1/3)】
第1年經費

4

科技部補助【台灣與澳洲
14 中學STEM課程之分析與研
究(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國文系陳芳老
師國外短期研究【時代感
15
知：當代莎士比亞的在地
化展演】經費
科技部補助【日治時期醫
師身分、角色與空間的流
16 動及轉變：應用數位人文
工具的動態分析(1/2)】第
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二十一世紀
英國當代劇場：尼可拉斯?
17 海特納帶領下的英國國家
劇院（2003–2015）
(1/3)】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許俊雅教授赴
國外短期研究【臺灣文學
18
與日本近代報刊的考察】
經費
科技部補助【近緣種的蛙
鳴訊號，如何影響種化、
19
繁殖特徵替換、或基因交
流？(1/3)】第1年經費

4

內容簡述
(支出收回--註冊費含了2天午餐，故日支生活費
$7,885*8%*2=1,262)企管系報支張佳榮副教授於
109.01.17-109.01.22，赴日本－大阪，參加國際會議之
國外差旅費
支出收回-108B042201 高文忠老師108/9/4－9/8赴日本
大分參加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Based Information Systems 研討會生活費收
回會議3日午餐(109.11.13簽案辦理日支數
201*31.475*8%*3天)
(支出收回 $473元，)科教所報支方素琦助理教授於
108.06.29-108.07.07赴紐西蘭-皇后鎮，參加澳洲ASERA
研討會，發表論文之國外差旅費。

執行數

-1,262.00

-1,518.00

-473.00

7

收回--國文系支109/2/1-3/27 陳芳赴美國華盛頓特區短
研差旅費

-3,588.00

4

收回註冊費--臺史所支108/8/28-9/2 張素玢赴日本大阪
參加日本關西大學數位人文研討會發表論文差旅費

-3,721.00

4、7

支出收回---表藝所報支108/6/27-7/12 梁文菁赴英國倫
敦參加研討會並做移地研究餐旅費---108/7/8-10 研討
會午餐費

-2,529.00

7

收回--國文系報支108/9/2-6/16 許俊雅赴日本東京國外
研究費用(生活費467934元、機票費16163元、學雜費820
元、補助費56592元，共實支541509元)

-3,645.00

4

支出收回-生科系報支林思民109.01.04-109.01.14第9屆
世界兩棲爬蟲大會海報發表研究論文，紐西蘭丹尼丁國
外差旅-依109/11/18簽案辦理收回生活費1865元

-1,865.00

科技部補助【以深度討論
提升國小學生閱讀理解及
20
批判性思考能力之研究】
經費

4

(支出收回-大會提供2餐，故收回計$846元) 圖資所報
支陳昭珍教授於108.11.06-108.11.08，赴馬來西亞-吉
隆坡，參加INTERNATIONAL FORUM 2019:CROSSROADS OF
SCIENCES ON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DATA:21st
ICADL， 9th A－LIEP 及 iSCHOOLS國際研討會之國外差
旅費

-846.00

科技部補助【基於深度學
習之鋼材辨識/身分識別於
21 鋼鐵智慧製造之應用及廠
房人員安全維護之研究
(1/3)】第1年經費

4

電機系報支康立威付教授108.11.10-108.11.16，赴日本
千葉參加 IS 3T－in－3A 並發表論文(開會)

37,759.00

4、7

企管系報支印永翔教授於109.01.19-109.02.06，赴美
國-芝加哥，參加國際研討會及移地研究費用，(1)機票
費34293元，(2)芝加哥日支費美金281*匯率29.975=8423
，計5.3日=44642元，(3)保險費133元，(4)國際會議註
冊費美金400元，折合新台幣(含刷卡手續)約12702元。
總計91770元。其中機票及2日生活費由科技部計畫支出
51139元，其餘由校務行政支出40631元。(開會)(與
T204992合併)

51,139.00

科技部補助【實質匯率與
總要素生產力之研究–? ?
22
以台灣及其夥伴國為例】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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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科技部補助【彩色電子紙
23 訊號處理晶片設計(1/3)】
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次序試驗的
24 設計與分析(1/2)】第1年
經費
科技部補助【同女漂浪：
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女
25
同志再現與性別政治
(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同女漂浪：
台灣同志電影中的底層女
26
同志再現與性別政治
(2/2)】第2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許俊雅教授赴
國外短期研究【臺灣文學
27
與日本近代報刊的考察】
經費
科技部補助國文系陳芳老
師國外短期研究【時代感
28
知：當代莎士比亞的在地
化展演】經費
科技部補助【青少年利社
會行為之同儕影響過程：
29 以縱貫研究探討其發展變
化、調節因子與中介機
制】經費
科技部補助109年度【推升
30 我國科學教育學者之國際
影響力計畫(3/3)】經費

31

32

33

34

科技部補助【Arches於數
位人文之研究—通過虛擬
系統、網絡和動態時空地
圖呈現基於標準之整合性
文化遺產視覺化分析-荷治
歷史來定位在世界海洋地
緣政治上的台灣 : 用
Arches數位工具挖掘聯合
東印度公司荷語文獻
(3/3)】第3年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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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第3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共同基金契
約制或公司制？從代理成
本來看(1/2)】第1年經費
科技部補助【延攬科技人
才-莫希蒙 (客座助理教
授)參與「教學育」教學計
畫】經費

類別

4

4

內容簡述
108B042201－電機系報支高文忠教授109.1.4－109.1.6
參加 2020ICCE 註冊費+日支費 ， Las Vegas， USA(出
國期間:108.12.31-109.1/9,地點:美國拉斯維加斯)(開
會)
數學系報支蔡碧紋教授於108.12.09-109.01.09，赴英國
倫敦，參加CFE－CMStatistics 2019研討會(發表論文)
之國外差旅費。(研究、開會)(與I200302合併)

執行數

44,006.00

90,000.00

4、7

臺灣語文學系報支108.811-108.9.2 曾秀萍助理教授國
外差旅費(阿姆斯特丹移地研究及德國魯爾維藤大學及法
國巴黎參加世界漢學會議國際研討會及發表論文)(開會)

84,000.00

4、7

臺灣語文學系報支108/8/1-9/2 曾秀萍國外差旅費(阿姆
斯特丹移地研究及德國魯爾維藤大學及法國巴黎參加世
界漢學會議國際研討會及發表論文)

32,765.00

7

國文系報支108/9/2-6/16 許俊雅教授赴日本東京國外研
究費用(生活費467934元、機票費16163元、學雜費820
元、補助費56592元，共實支541509元) (研究)

541,509.00

7

國文系支109.2.1-109.3.27 陳芳赴美國華盛頓特區短研
差旅費(研究)

267,993.00

4

心輔系報支程景琳教授於109.02.29-109.03.22，赴美
國-舊金山，欲出席2020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後來因疫情取消)故僅報支機票費(開會)

41,752.00

7

科教中心報支109/3/11-18 張俊彥至美國波特蘭大學與
期刊主編會議討論並進行促進我國科學教育與數位學習
學術社群擴展國際視野提升研究能量考察訪問之國外差
旅費(與J109002281共同分攤)(研究)

65,922.00

7

臺文系支109/1/11－1/27 賀安娟前往荷蘭阿姆斯特丹移
地研究機票及日支生活費

56,766.00

4

工教系報支黃啟祐教授研討會註冊費與差旅費。日期：
108.06.14－108.06.30。黃啟祐參加2019年MCDM國際學
術會議並發表論文，地點：土耳其伊斯坦堡;參加2019年
Euro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論文，地點：愛爾蘭都柏林。
(開會及發表論文)

49,162.00

4

管理所報支賴慧文教授於107.10.10-107.10.15，赴美
國-聖地牙哥，出席FMA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國外差
旅(開會)

73,895.00

7

數學系報支客座助理教授莫希蒙Simon Morgan於
109.08.16，來台工作之機票費(8月15日從倫敦飛－
08.16抵台北)(研究)

27,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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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轉正國外差旅費/109.03.10－109.03.16/主持人林坤誼/
美國巴爾的摩ITEEA研討會專題演講/機票$49119+註冊費
$15490+生活費$32483+禮品費$4688+簽證費
$426=$102206/ 計畫核銷至美國巴爾的摩出席ITEEA2020
研討會$101718，I109000485－$488，合計$102206.(開
會)[與I200304合併]

執行數

科技部補助【亞太國家
STEM科際整合教學模式、
35 師資培育課程與示例之跨
國合作研究(1/4)】第1年
經費

4

科技部補助許庭嘉副教授
赴國外短期研究【視覺化
36 手機程式設計課程發展與
學習者運算參與之評估】
經費

7

轉正-科技系核銷/許庭嘉教授至美國短期研究/月支生活
費$370332元、往返機票費$37194元、學雜費$84095元、
綜合補助費$33577元，合計$525198.－

525,198.00

6、7

美術系報支109.1.3-109.1.5計畫主持人蘇瑤華
($23,951)、學習型兼任助理許瑞尹($20,611)、張心瑜
($20,611)赴泰國清邁執行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案例比較
研究專案田野調查並參訪清邁當代美術館國外差旅費(進
修或研究)

13,948.00

7

美術系報支109.1.3-109.1.5計畫主持人蘇瑤華
($23,951)、學習型兼任助理許瑞尹($20,611)、張心瑜
($20,611)赴泰國清邁執行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案例比較
研究專案田野調查並參訪清邁當代美術館國外差旅費(進
修或研究)

10,003.00

7

美術系報支109.1.16－109.2.1計畫主持人蘇瑤華
($207,655)(美國克里夫蘭/芝加哥/紐約)及109.1.14－
109.1.19雇傭型型兼任助理吳竣逸($70,459)、張平
($70,581)，學習型兼任助理張心瑜($67,384)赴美國克
里夫蘭執行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案例比較研究專案田野
調查並參訪克里夫蘭當代美術館國外差旅費(研究)

88,559.00

7

美術系報支109.1.16－109.2.1計畫主持人蘇瑤華
($207,655)(美國克里夫蘭/芝加哥/紐約)及109.1.14－
109.1.19雇傭型型兼任助理吳竣逸($70,459)、張平
($70,581)，學習型兼任助理張心瑜($67,384)赴美國克
里夫蘭執行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案例比較研究專案田野
調查並參訪克里夫蘭當代美術館國外差旅費(研究)

119,096.00

(標)新北市政府文化局委
37 辦【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
案例比較研究】經費

(標)新北市政府文化局委
38 辦【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
案例比較研究】經費

(標)新北市政府文化局委
39 辦【國際重要美術館策展
案例比較研究】經費

40

備註

101,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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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