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6年1月至106年6月
計畫名稱
率EMBA學生參加福岡.佐賀
國際研討會暨參訪

4.3

靳知勤參加2017韓國科學教
育國際研討會暨參訪博物館

4.7

3/10-15王脩斐.劉雅琪參加
2017越南臺灣高等教育展

4

參加2017越南太原河內臺灣
高等教育展

4

參加2017STUDY IN TAIWAN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升學
博覽會

4

參加緬甸第2屆臺灣高等教
育展
赴瑞點哥德堡參加2017ETEN
年會並參訪斯德哥爾摩大學

4

參加2017 USA西雅圖TESOL
國際研討會
參加2017學年度馬來西亞海
外聯招

4.3

4
4

類別及內容簡述
3/14-19黃院長率EMBA學
生參加福岡.佐賀國際研
討會暨參訪
2/6-12靳知勤參加2017
韓國科學教育國際研討
會暨參訪博物館
3/10-15王脩斐.劉雅琪
參加2017越南臺灣高等
教育展
3/10-20李雅棻.林家筠
參家2017越南太原河內
臺灣高等教育展(含報名
費)
3/25-4/1劉雅琪.林家筠
2017STUDY IN TAIWAN馬
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升
學博覽會
6/27-7/32017緬甸第2屆
臺灣高等教育展
4/19-26赴瑞點哥德堡參
加2017ETEN年會並參訪
斯德哥爾摩大學
3/9-24USA西雅圖參加
TESOL國際研討會2017
5/3-7參加2017學年度馬
來西亞海外聯招(侯副校
長.劉雅琪.林雅婷)

(行政協助)教育部補助各縣 1.3.4. 4/16-23日本學校空間與
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校園美
7
教育典範考察團
感環境再造-規劃輔導團隊
計畫
吳佩芳106.01.21－
7.9 吳佩芳106.01.21－
106.02.13，因計畫資料蒐
106.02.13，因計畫資料
集至美國舊金山兒童成效評
蒐集至美國舊金山兒童
估中心，洽談線上研習訓練
成效評估中心，洽談線
課程授權事宜，並針對後續
上研習訓練課程授權事
研究計畫合作進行討論。
宜，並針對後續研究計
[104A053]
畫合作進行討論。
[104A053]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81

22

145

122

152

163
96

10
112

741

129

拾已寰(執行觀光工廠跨域 4.3.1 拾已寰.張英裕
加值計畫－2017日本產業觀
106.3.14-3.19(執行觀
光考察觀摩團)[105AI027]
光工廠跨域加值計畫－
2017日本產業觀光考察
觀摩團)[105AI027]
106.01.13－15馬來西亞進
4
106.01.13－15馬來西亞
行專題演講－(臺中－桃園
進行專題演講－(臺中－
機場)差旅費(郭伯
桃園機場)差旅費(郭伯
臣)[98A013]
臣)[98A013]
教師文化中的「現時主義」
4
林彩岫106/1/21-28科技
之研究
部專題研究計畫至澳洲
雪梨參加國外教育均等
與小學教育(ICEQPE)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生
活費支領5日)
國小學生琢玉培龍計畫：數
4
陳嘉皇老師106/1/18學有感、能知、願行之提
22(生活費支領5日)去日
升-基模導向教學訓練策略
本札晃參加
啟發之研究(科學教育培龍
2017International
計畫)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Psychologyand Society
並發表論文
雲端數學部落教室—原住民
4
陳彥廷副教授
小學數學教材發展與師資培
2017/01/19－
育-子計畫一：原住民小學
2017/01/26赴日本東京
科普活動的規劃與實踐
參加2017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研討會期
間：2017/01/20－
2017/01/22。因計畫經
費有限，僅支領機票費
與註冊費)
隨機交換雙慣性系統之馬可
7
派共同主持人胡家勝
夫鏈
(Jia－Sheng Hu)副教授
（台南大學）出差至日
本福岡九州大學進行移
地研究)3/30-4/4共6日

90

1

93

57

29

47

河川流域永續資源管理與國
土規劃之研究--水資源利用
調配與永續國土規劃之研
究-河川水污染管理與永續
國土規劃相關性之研究-污
染物流佈與傳輸機制之研究
(III)

4

從「下定義」的實務理解國
小師生幾何圖形與空間數學
概念發展之研究

4

科學新聞文本傳播模式與教
學應用之探究

探索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消費
者之影響：二種不同理論觀
點
以科學探究培養科學主修大
學生科學寫作與報導能力之
行動研究

群上不相交超循環平移算子

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之
研究－從國際趨勢到本土研
發及在地應用

白子易計畫主持人前往
日本東京參加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ve Trends in
Social Science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tudies ，
2017/2/6~2017/2/11，
共6天(生活費支領4日)

57

陳嘉皇老師106/4/3－
7(生活費支領5日)去日
本京都參加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SEP
2017)並發表論文
4
李松濤計畫主持人4/3－
4/7至日本京都出席2017
國際教育與全球研究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生活費
支領5日)
4
丘周剛2017IAM開會
(2/7-11日本東京生活費
支領5日)
4、7 靳知勤於2/6－2/12 參
加2017 Korea Scienc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擔任
Invited speaker發表論
文，期間並參訪首爾與
科學相關的博物館及學
術機構，蒐集科技部計
畫與教學資源
4
陳中川3/23-27.4/4參加
國際研討會並進行論文
發表(日本東京5日,大阪
1日)
4、7 王如哲3/30-4/5赴日本
神戶ACAH2017發表論文
暨東京IOEAE2017演講
(生活費支領4日)

72

64

70

10

61

67

線上合作問題解決評量─以
AutoTutor及ECD為基礎-總
計畫與子計畫四：合作問題
解決線上評量的測量模式

4

(合作)郭伯臣106.05.13
－17赴日本札幌出席國
際研討會

57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家教系統-子計畫三：數學
解題歷程與算則之對話式智
慧家教系統建置與成效分析

4

(autotutor)5/13－5/17
施淑娟差旅費(日本札
幌)，參加IEEE ICASI研
討會

70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家教系統-子計畫三：數學
解題歷程與算則之對話式智
慧家教系統建置與成效分析

4

(autotutor)5/13－5/17
李政軒差旅費(日本札
幌)，參加IEEE ICASI研
討會

65

教師文化中的「現時主義」
之研究

4

58

線上合作問題解決評量─以
AutoTutor及ECD為基礎-子
計畫一：線上合作問題解決
評量工具與建構反應對話模
式之發展─以AutoTutor與
ECD為基礎
六至八歲兒童在歌唱過程中
音樂聆聽與歌唱器官之協調
性：拉脫維亞、立陶宛與臺
灣之比較研究

4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赴
斯里蘭卡可倫坡市國際
研討會發表論文(5/2-7
共6日)
廖晨惠106/5/13－17赴
日本札幌參加國際研討
會(生活費支領5日)

7

莊敏仁106年3月27日至4
月8日赴立陶宛進行科技
部計畫移地研究
(3/27.4/8香港.3/28－
4/4立陶宛維爾紐斯.4/5
－7拉脫維亞里加，生活
費共支領15日)

104

無所不在生活情境導向雲端
學習平台設計與推廣

4

陳鴻仁4/28-5/3至日本
廣島參加COHDA 2017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生活
費支領4日)

44

68

移動通訊時代：於台灣當代
移動電話使用者在購買決策
過程之行為變遷中發掘行動
應用程式的最具決定性之影
響力。

4

聯邦雲中支援巨量資料分析
之高效能叢集運算

4

富勒烯寡聚物的設計與理論
研究
富勒烯寡聚物的設計與理論
研究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家教系統-題意理解教學之
對話式智慧家教系統建置與
成效分析
106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家長教養技能電腦化評量工
具編製的研究

謝銘元自106年5月12日
至5月17日共6日(生活費
支領2日)，前往日本札
幌參與2017IEEE/ICAS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之相
關國內外交通費及生活
費核銷，另檢附核准簽
呈

60

賴冠州5/12-18至日本札
幌出席ICASI 2017國際
會議並發表計畫成果
4
蕭紹甫5/25-6/3參加加
拿大多倫多化學會議並
發表期刊論文
4
黃筠筑5/28-6/3參加加
拿大多倫多化學會議並
發表期刊論文
4、7 楊智為5/12－5/17至日
本札幌進行移地研究(參
加IEEE ICASI 2017國際
研討會)
4
通識中心陳曉嫻主任
106/3/22-29(會議日期
3/22-25)至美國奧斯丁
參加2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Research in Music
Behavior研討會
4
駱明潔副教授赴瑞典斯
德哥爾摩參加
2017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Business 及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研討會，時間
為5/26－6/9，主要研究
重點為一般幼兒與發展
遲緩幼兒母親在教養技
能之差異情形(會議日期
6/4－6/8，生活費支領8
日)

70

80

80

61

70

105

以科學探究培養科學主修大
學生科學寫作與報導能力之
行動研究

姿勢-動作運用計畫電腦化
評量工具編製、並探討感覺
統合團體訓練在基本筆畫視
動整合動作控制模式的成效

4、7 靳知勤於4/20－30前往
美國聖安東尼市參與
「2017年美國科學教育
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於會中將發表論
文。會後，將順道於廿
六至廿七日間經該州首
府奧斯汀市，訪問德州
大學奧斯汀分校，蒐集
科技部研究資料。(生活
費支領8日)
4
林巾凱教授赴瑞典參加
2017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Business 及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研討會，時間
為5/26~6/9，主要研究
重點為姿勢－動作運用
計畫電腦化評量工具編
製、並探討感覺統合團
體訓練在基本筆畫視動
整合動作控制模式的成
效(會議日期6/4－6/8，
生活費支領8日)。

科學新聞文本傳播模式與教
學應用之探究

4

薑黃素作為運動增能補充劑
可行性探討:運動疲勞和運
動後人體骨骼肌肉肝醣合成
之研究

4

結合面向與軟體氣味之軟體
重構方法研究

4

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之
研究－從國際趨勢到本土研
發及在地應用

4

李松濤計畫主持人6/25
－7/2參加2017(ASERA)
澳洲雪梨科學教育研究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生活費支領8日)
程一雄參加2017年歐洲
運動科學年會(科技部計
畫成果分享)6/2829.7/5-8.7/15(德國埃
森)
徐國勛IEEE ICASI2017
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本札
幌5/13-18)
王如哲6/22－6/27赴韓
國大田發表論文(會議日
期6/23-24,生活費支領4
日)

76

105

91

90

44

33

聯邦雲中支援巨量資料分析
之高效能叢集運算

4

群上不相交超循環平移算子

4

你累了嗎？旅客不文明行為
對於領隊人員與導遊人員情
緒勞務與工作倦怠之影響：
兼論工作熱情之調節效果

4

具SDN之階層式無線異質網
路整合系統-應用於山林盜
伐監控-總計畫暨子計畫
一：具SDN之無線異質網路
節點排程與多媒體傳輸機
制-應用於山林盜伐監控
合計

4

吳政賢5/13-17至日本札
幌出席ICASI 2017國際
會議並發表論文(僅申請
機票款)
陳中川6/30-7/15至波蘭
波茲蘭參加國際研討會
並進行論文發表(生活費
支領5日)
王志宏6/17-21前往韓國
釜山參加2017亞太觀光
協會年度會議發表論文

33

張林煌6/26-7/1參加馬
來西亞吉隆坡ICMWT2017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進
行專題演講

41

58

55

4,10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106年1月至106年6月
計畫名稱
研究計畫資料收集及參加會
議[104CB007]

執行DAAD-MOST研究計畫移
地研究及參加合作研究學術
會議[104CB007]

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
畫－計畫主持人視察學生實
習[106C064]
國企系106年度選送學生赴
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計
畫主持人－龔昶元
106/06/30~106/07/2赴越南
平陽省視察學生實習
[106C064]
合計

4.7

4.7

2

2

類別及內容簡述
105/8/14-25至德國慕尼
黑資料收集及參加會議
[104CB007]
105/2/4-105/2/10測統
所楊志堅至德國慕尼黑
執行DAAD-MOST研究計畫
移地研究及參加合作研
究學術會議[104CB007]
國企系106年度選送學生
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
畫－許可達
106/06/26~106/06/29赴
越南平陽省視察學生實
習[106C064]
國企系106年度選送學生
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
畫－龔昶元
106/06/30~106/07/2赴
越南平陽省視察學生實
習[106C06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100.72

79.73

19.53

21.22

221.19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自籌收入)
中華民國106年1月至106年6月
計畫名稱
北京語言大學第六屆臺灣高
校傑出青年北京考察團

1

參加北京師範大學海峽兩岸
教師教育暑期課程及移地研
究

7.8

參加2017武漢華中師範大學
學術交流音樂會

4.9

參加2017海峽兩岸大學校長
論壇

4

帶隊參加2017湛江大學生夏
令營

4

合計

類別及內容簡述
北京語言大學第六屆臺
灣高校傑出青年北京考
察團
5/6-11王欣宜參加北京
師範大學海峽兩岸教師
教育暑期課程及移地研
究
3/16-20參加52017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學術交流
音樂會
6/24-27王曉璿院長至廣
東參加2017海峽兩岸大
學校長論壇
6/25-30洪慧宜帶隊參加
2017湛江大學生夏令營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29

27

52

3

14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