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教育部補助［智慧型低電磁生物造影與治

療技術之人才培育與新創事業］經費
3

光電所報支國外差旅－

1090113－15謝振傑赴

『香港心磁中心』專業實

習與學術交流(與分攤

T10904000014－3)

16,093.00

2
教育部補助［智慧型低電磁生物造影與治

療技術之人才培育與新創事業］經費
3

光電所報支國外差旅－

1090113－15陳廷沅赴

『香港心磁中心』專業實

習與學術交流(與分攤

T10904000014－2)

18,093.00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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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年1月至109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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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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轉正】蔡今中教授於1/13

－1/19至香港中文大學短期

訪問差旅費

76,000.00

2 【計畫主持人分配款】 3
蔡今中教授於1/13－1/19至

香港中文大學短期訪問差旅

費

5,326.00

3
歐利得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辦

【Application of Green Solvent CPME

in Metal Catalysis】經費

7

化學系支吳學亮教授於

108.06.28-108.07.02參加

第21屆中國科協年會－海峽

兩岸暨港澳綠色發展青年論

壇(研究)

40,255.00

4
赴「香港新磁中心」專業實習與學術交

流暨參加「2019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

展」參賽/參展

3

108-2第2期推動國際合作交

流補助-光電科技研究所「赴

「香港新磁中心」專業實習

與學術交流暨參加「2019香

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參

賽/參展」

37,143.00

5
教育部委辦【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發

展計畫(第一年)】經費
1、3

大傳所報支陳炳宏教授

108.12.30－109.01.02赴香

港透過相關人士深度訪談與

參訪,以了解香港中學階段推

動媒體素養教育現況,及其與

高教銜接之實施概況及發展

議題之國外差旅費

42,314.00

6
教育部委辦【僑生先修部108學年度試辦

僑生及港澳生春季班單獨招生計畫】經

費

1、9

僑先部支學務組助理教授陳

欣109.01.02-109.01.04赴香

港海華服務基金宣傳試辦春

季班單獨招生國外差旅費與

機票等費用(業務洽談)

33,232.00

7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雙語學校政策之規

劃與研究計畫」經費
1、3

【轉正】教政所報支王麗雲

1080317－1080322赴中國北

京、上海訪談及收集資料機

票及生活費－109/2/25

59,448.00

8
科技部補助【通過孟荀而思－漢語哲學

場域中儒學類型與心理結構之溯源、發

展與重建(2/5)】經費
4

國文系報支曾暐傑助理教授

108.10/24-108.10.27赴重慶

參加「法家學說與中華法

系」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先秦

史學會法家研究會第二屆年

會

22,088.00

（基金名稱）

赴大陸地區計畫執行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9年1月至109年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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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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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科技系報支　曾繁勛助理教

授108/12/18－108/12/20 前

往澳門，出席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CSA

2019)之國外差旅費 ，因排

隊登機人潮眾多，輪到本人

時，櫃臺以關櫃，所以辦理

改票手續，延後1個航班。

61,333.00

10
科技部補助【非線性介電質超穎介面與

量子糾纏研究(2/3)】第2年經費
4

光電所蕭惠心老師執行計畫

108/12/16－12/21至中國廈

門參加2091PIERS國際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

50,349.00

11
科技部補助【主動超穎光子學之鈣鈦礦-

超穎介面調制光物質交互作用(1/3)】第

1年經費

4

科技部補助光電所張俊傑老

師專題研究計畫主動超穎光

子學鈣鈦礦超穎介面光物質

交互作用－參與國際會議(學

術報告及主持會議):PIERS

2019 in Xiamen 國外差旅費

(108/12/16-12/20中國廈門)

44,963.00

12
科技部補助【通過孟荀而思－漢語哲學

場域中儒學類型與心理結構之溯源、發

展與重建(2/5)】經費

4

國文系報支曾暐傑助理教授

108.11.27-108.11.29赴山東

嘉祥參與四書與聖人家風學

術研討會擔任會議發言人演

講者

30,581.00

13
科技部補助【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運動

產業政策：從政府及營利組織的層面來

探討(3/3)】第3年經費

7
休旅所報支109/1/1－1/19

湯添進 臺北－北京 移地研

究差旅費

135,766.00

14
科技部補助【分散良好石墨烯砂漿的研

發】經費
4

化學系支許貫中教授

108.12.14－108.12.16赴中

國大陸北京參加ICACM 2019

會議並發表論文及108.12.17

－108.12.18赴中國大陸三亞

參加ICMEMS 2019會議並擔任

演講者

61,550.00

15
科技部補助【乾隆中葉呂立本《易經本

旨》稿本研究】經費
4

國文系報支賴貴三教授

108/10/10-13大陸貴陽孔學

堂文化傳播者中心及韓國國

立全北大學主辦「中韓語言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

表論文，為期四天三夜之差

旅費。(開會)

33,010.00

16
科技部補助【新穎語音摘要方法與應用

之研究(1/2)】第1年經費
4

資工系報支羅天宏專任助理

108.11.16-108.11.22赴大陸

蘭州參加APSIPA 2019會議之

出國差旅費(開會)

49,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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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類別 內容簡述 執行數 備註

17
科技部補助【乾隆中葉呂立本《易經本

旨》稿本研究】經費
4

國文系報支108/11/15-17 賴

貴三教授赴大陸揚州大學文

學院主辦「《論語》詮釋與

東亞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論文，108/11/15－

108/11/17，三天兩夜之國外

差旅費。(開會)

9,856.00

18
科技部補助【《皇清職貢圖》中「羅城

縣苗人」蘆笙形制考】經費
7

民音所報支109/1/20-2/14

呂鈺秀移地研究赴大陸北京

出差之去程機票費及生活費

，共35182元。(因疫情影響

，取消原訂2/14北京回臺機

票)(研究)

35,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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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