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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至107年6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率EMBA學生參加神戶國際研 (3)訪問、(4)開會：
討會暨參訪
3/19-24黃院長率EMBA學
生參加國際研討會暨參
訪(含租借飯店場地)
EMBA3/20-24拾已寰日本國 (3)訪問、(4)開會：
際研討會並參訪
EMBA3/20-24拾已寰日本
國際研討會並參訪(含租
借飯店場地)
EMBA3/17-25張英裕日本國 (3)訪問、(4)開會：
際研討會並參訪
EMBA3/17-25張英裕日本
國際研討會並參訪(含租
借飯店場地)
參加2018越南河內.海防.廣 (1)考察、(4)開會、(9)
寧臺灣高等教育展
業務洽談：參加2018越
南河內.海防.廣寧臺灣
高等教育展
3/23-27奉派參加校友會海 (3)訪問：主秘王玲玲
外活動
3/23-27奉派參加校友會
海外活動及參訪姐妹校
3/23-27奉派參加校友會海
外活動

3/25-29校長參加新加坡亞
太教育者年會
5/20-24莊敏仁日本相愛大
學學術交流
6/6-6/9校長及朱處長赴日
參加2018臺日大學校長論壇
6/24-27廖美玲參加
2018SLPC VICTORIA國際研
討會
7/15-8/5科教系靳知勤赴美
紐約市與德州大學奧斯丁分
校移地研究與蒐集專題研究
資料

(3)訪問：語教系主任楊
裕貿3/23-27奉派參加校
友會海外活動及參訪姐
妹校
(4)開會：3/25-29校長
參加新加坡亞太教育者
年會
(3)訪問：5/20-24莊敏
仁日本相愛大學學術交
流
(4)開會：6/6-6/9校長
及朱處長赴日參加2018
臺日大學校長論壇
(4)開會：6/24-27廖美
玲參加2018SLPC
VICTORIA國際研討會
(7)研究：7/15-8/5科教
系靳知勤赴美紐約市與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移
地研究與蒐集專題研究
資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63

63

58

132

42

42

46

23

67

19

112

(3)訪問、(4)開會：靳
知勤於106年4月20－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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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管理費-科推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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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府奧斯丁市，訪問德
州大學奧斯丁分校，蒐
集科技部研究資料。(生
活費支領3日)
(4)開會：靳知勤於106
年8/17－8/26參加2017
單位管理費-科推系所
年都柏林歐洲科學教育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生活費支領4日)。
(4)開會：林彩岫科技部
教師文化中的「現時主義」 專題研究計畫赴泰國曼
之研究
谷UAC研討會發表論文
1061220-23

20

18

30

(7)研究：許世融老師執
1900年代臺灣的語言與族
行科技部計畫，1061222
群—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 －27赴日本大阪等地大
布圖」之研究
學及博物館從事計畫資
料蒐集，共6日。

61

(7)研究：程俊源教授執
臺灣中、南部平埔族閩南語 行科技部計畫於1061222
語音變異及語言轉移調查研 ─1061227赴日本大阪等
究（Ⅰ）
地大學及博物館從事計
畫資料蒐集，共6日。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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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以嵌入
式系統於無線異質網路中開
發階層式軟體定義網路--應
用於山林盜伐監控
(憑證繳回央大)氣候及環境
變遷之河川流域全災型災害
風險評估與管理:體制創
新、風險溝通與公民決策、
資源永續、社區韌性-氣候
與環境變遷下之全災型水資
源永續研究

(4)開會：李宗翰106年6
月26日至7月1日參加
ICMWT－2017國際會議
(馬來西亞吉隆坡)生活
費支領6日

61

(4)開會：白子易計畫主
持人前往越南河內參加
20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Water106/10/13-15

42

(4)開會：賴冠州出席
7th IEEE
International
多雲環境中支援大規模圖形 Symposium on Cloud
計算應用的跨雲虛擬叢集運 and Service Computing
算系統
會議擔任Special
Session Chairs並發表
論文106/11/20-26日本
金澤(生活費支領6日)
(7)研究：楊志堅
大型測驗中認知與非認知語
106/12/26－107/1/9至
料庫之語法計量、網絡及複
美國紐約資料收集及統
雜度研究
計方法研發(共15日)
(4)開會：鄭尹惠出席國
當哈利遇到莎莉: 求偶思維 際研討會106/12/13對心理帳戶之影響
14.18-21.24-25共8日
(希臘雅典)
(4)開會：陳中川1/262/9至伊朗庫姆參加國外
群上轉移算子數列的超循環
研討會並進行論文發表
性質
(生活費支領3日
1/26.1/28.2/9)
(4)開會：賴志峰107年
國民小學校長凝聚力領導
02月05日至09日前往日
(I)：最佳實踐及能力指標 本大阪參加國際研討會
建構
及發表論文。(生活費支
領5日)
(7)研究：楊志堅
大型測驗中認知與非認知語 107/1/24－107/2/17至
料庫之語法計量、網絡及複 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德國
雜度研究
柏林移地研究(生活費支
領25日)
(4)開會：程一雄出席
international
白藜蘆醇作為運動增能劑可
conference on
行性評估:運動疲勞和運動
physical education
後人體骨骼肌肉肝醣合成之
and sport science 研
研究
討會議107/3/3-5.13-14
澳洲布里斯本
(4)開會：林彩岫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參加國際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並
國民中小學教師文化之研究
擔任場次主持人
107/2/12-17(生活費支
領4日)

46

171

97

32

41

210

68

73

(4)開會：出席2018
同事不文明行為與顧客不文 International
明行為對於工作投入與工作 Symposium on Business
績效之影響：兼論工作熱情 and Management會議發
與社會支持之調節效果
表論文(3/31-4/3日本大
阪)
在行動裝置上使用自我影像
(4)開會：吳柱龍執行研
教導對增進國小智能障礙學
究所需之參加國際研討
生功能性數學及數學問題解
會費用107/3/25-29日本
決能力之成效研究:以使用
神戶
金錢為例
(4)開會：林俊瀚107年4
月1日至107年4月5日至
導入面向氣味偵測與移除於
日本高松出席NETs2018
軟體開發流程之研究與驗證
國際研討會(生活費支領
4日)
(4)開會：李松濤4/1－
4/9至紐西蘭但尼丁出席
第15屆國際公眾科技傳
播會議(15th
科學新聞的框架分析及其教
International Public
學應用之研究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4)開會：張淑敏老師
107/3/3-10至馬來西亞
沙登參加研討會
(4)開會：王如哲
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之 107/3/31－4/05王校長
研究－從國際趨勢到本土研 出席ACAH2018暨發表論
發及在地應用
文(日本神戶)生活費支
領3日
107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4)開會：林欣怡出席日
本東京IEEE 2018
資通訊科技輔助批判思考素 International
養: 管理教育與產業專才翻 Conference on Applied
轉訓練之驗證與實務
System Innovation
(ICASI 2018) 發表論文
(4/12-16共5日)

54

16

60

85

26

48

66

網路2.0與虛擬實境對英語
及跨文化學習之成效探討

(4)開會：廖美玲老師於
107年4月21日至4月29日
出席波蘭克拉科Krakow
UniCollaboration研討
會(會議日期4/25－27)
生活費支領7日

(4)開會：107/4/12－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107/4/17李政軒老師出
一：結合運算思維之國中小
國差旅費(日本千葉)，
數學合作問題解決課程開發
參加國際研討會(生活費
與成效分析
支領5日)
(4)開會：李炳昭參加
探析華人社會的職業運動簽 2018世界運動社會學會
賭現象--臺灣、中國及新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6/1-10
坡之個案研究
瑞士日內瓦.生活費支領
8日)
(7)研究：科技部計畫移
小數階隨機模式之比例積分 地研究（派共同主持人
控制研究
國立台南大學胡家勝副
教授出席）6/15-18東京

網路2.0與虛擬實境對英語
及跨文化學習之成效探討

(憑證繳回央大)氣候及環境
變遷之河川流域全災型災害
風險評估與管理:體制創
新、風險溝通與公民決策、
資源永續、社區韌性-氣候
與環境變遷下之全災型水資
源永續研究

英語科技學科教學知能診
斷：發展師培生知能評量工
具

(4)開會：廖美玲老師於
107年5月29日至6月3日
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出
席CALICO研討會(會議日
期5/29－6/2)生活費支
領6日
(4)開會：白子易前往東
京參加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Issues in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Research，
2018/1/30~2018/2/5，
生活費共4天
(4)開會：王雅茵參與
107年6月25－29日AACE
研討會論文發表註冊
費。※品名:AACE.ORG
828-246-9558 註冊
費...等(網路線上方式
發表)

75

54

106

40

74

61

9

在行動裝置上使用自我影像
教導對增進國小智能障礙學
生功能性數學及數學問題解
決能力之成效研究:以使用
金錢為例

(4)開會：吳柱龍至匈牙
利布達佩斯參加國際學
術研討會6/21-68,生活
費支領7日（END 2018）

91

(4)開會：2018參加加拿
富勒烯寡聚物的理論研究與
大化學會與發表論文期
楊-泰勒效應光電子光譜計
刊(蔡宗霖)5/26-6/2艾
算方法的開發
德蒙頓(生活費支領8日)

60

(4)開會：2018參加加拿
富勒烯寡聚物的理論研究與
大化學會與發表論文期
楊-泰勒效應光電子光譜計
刊(陳奕宇)5/26-6/2艾
算方法的開發
德蒙頓(生活費支領8日)

60

具情境感知能力的車聯網之
技術研發

107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以課堂教學導向促進學生數
學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學
生+教師+培育者-(子計畫
二)發展學生論證品質的師
資生專業發展：以論證教學
為進路
以課堂教學導向促進學生數
學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學
生+教師+培育者-(子計畫
二)發展學生論證品質的師
資生專業發展：以論證教學
為進路
合計

(4)開會：林嬿雯107年
01月29日至02月02日前
往日本福岡，出席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AM2018)
並發表論文(生活費支領
5日)
(4)開會：楊宜興
107/6/28-7/19至義大利
米蘭出席2018R&D
Management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論文(生活費支領
6日)
(4)開會：陳彥廷
107/6/28-7/19赴瑞典斯
德哥爾摩參加IC3SE與
ICEMDT 2018國際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經費
有限僅報支機票與部份
生活費8日）
(4)開會：王瑞壎
107/3/31-4/4赴日本神
戶市參加ACAH 2018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經費有
限僅報支機票費與生活
費3日）

50

50

91

31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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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至107年6月
計畫名稱
主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第一部分-(國研處)
合計

類別及內容簡述
(9)業務洽談：2018緬甸
第三屆臺灣教育展之國
外旅費，由王脩斐老師
及林家筠同仁出席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18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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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至107年6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北京語言大學第七屆臺灣高 (1)考察：北京語言大學
校傑出青年北京考察團
第七屆臺灣高校傑出青
年北京考察團
107.3.13-17陳盛賢赴大陸 (4)開會：107.3.13-17
北京師範.中央民族大學研 陳盛賢赴大陸北京師範.
議兩岸暨港澳教育學院領導 中央民族大學研議兩岸
人論壇
暨港澳教育學院領導人
論壇
1070428-29EMBA黃位政及拾 (3)訪問：1070428已寰老師帶隊赴香港禮品展 29EMBA黃位政及拾已寰
及香港城市大學參訪
老師帶隊赴香港禮品展
及香港城市大學參訪
靳知勤3/20-23赴廣西教育 (3)訪問、(7)研究：靳
學院參訪並蒐集研究計畫資 知勤3/20-23赴廣西教育
料
學院參訪並蒐集研究計
畫資料
鄔佩甄6/13-6/16香港CTE研 (4)開會：鄔佩甄6/13討會與發表
6/16香港CTE研討會與發
表
2018京台青年交流周許太彥 (3)訪問：2018京台青年
老師7/4-10
交流周許太彥老師7/410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23

42

47

3

39

26

建構網路行銷團隊績效：一 (4)開會：丘周剛
個社會交換與社會認知理論 107/1/18-22赴香港參加
的整合應用
研討會(生活費支領4日)

40.94

(7)研究：程俊源教授執
行科技部計畫於1061023
臺灣中、南部平埔族閩南語
─1061030赴湖南長沙等
語音變異及語言轉移調查研
地進行移地研究中國湖
究（Ⅰ）
南「新老湘語」暨「土
話」調查，共8日。

48.23

(4)開會：白鎧誌2/5－
2/10至香港參加
Technology－Enhanced
全球競合力智慧家教系統之
Assessment Conference
發展
2018(TEAConference
2018)與發表論文(生活
費支領4日)

40.28

(4)開會：廖晨惠2/5－
2/10至香港參加
Technology－Enhanced
全球競合力智慧家教系統之
Assessment Conference
發展
2018(TEAConference
2018)與發表論文(生活
費支領4日)

40.28

(4)開會：107/2/7－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107/2/10李政軒老師出
一：結合運算思維之國中小
國差旅費(香港)，參加
數學合作問題解決課程開發
國際研討會(生活費支領
與成效分析
4日)

39.06

(4)開會：施淑娟2/7－
2/9至香港參加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Technology－Enhanced
家教系統-子計畫三：數學
Assessment Conference
解題歷程與算則之對話式智
2018(TEAConference201
慧家教系統建置與成效分析
8)與發表論文(生活費支
領3日)

30.23

(4)開會：107/1/25－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107/1/29李政軒老師出
一：結合運算思維之國中小
國差旅費(澳門)，參加
數學合作問題解決課程開發
國際研討會(生活費支領
與成效分析
5日)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7)研究：[題意理解]楊
家教系統-題意理解教學之
智為2/7－2/12至香港教
對話式智慧家教系統建置與
育大學進行移地研究
成效分析
建構網路行銷團隊績效：一 (4)開會：丘周剛1/25個社會交換與社會認知理論 30至澳門參加研討會(生
的整合應用
活費支領5日)
(4)開會、(7)研究：程
俊源教授執行科技部計
族群語言的接觸與互動：語
畫於1070427─1070501
言、地理、社會與歷史跨領
赴廈門進行移地研究
域整合研究（Ⅱ）-陸豐閩
「廈門新同安腔類型」
南系移民的族群歷史接觸與
調查暨參加「第15屆閩
語言轉移調查研究
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
，共5日。

北大漢簡倉頡篇研究

(7)研究：許文獻計畫主
持人5/29-6/7至安徽合
肥移地研究費用（生活
費支領8日、交通費）

41.33

38.68

42.98

26.74

40.00

運算思維×數學教育-總計畫
(含子計畫三)：輔助運算思
維在數學教育應用之評量與
測量模式研發

(4)開會：(科.運算)楊
智為107.06.13－16赴香
港參加國際研討會(生活
費支領4日)

48.06

運算思維×數學教育-總計畫
(含子計畫三)：輔助運算思
維在數學教育應用之評量與
測量模式研發

(4)開會：(科.運算)郭
伯臣107.06.13－15赴香
港參加CTE2018國際研討
會(生活費支領3日)

39.60

(4)開會：林原宏參加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y
提升臺灣K-12學生數學素養 ， Management and
之研究-子計畫二：整合數 Education Technology
學文本閱讀與評量的國小學 (EMET 2018)」國際學術
童統計素養培育活動探討
研討會並發表兩篇論文
，2018/06/29至
2018/07/01，共3日(中
國浙江烏鎮)

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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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以嵌入
式系統於無線異質網路中開
發階層式軟體定義網路--應
用於山林盜伐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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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李宗翰107年6
月25日至6月28日參加
ICMWT－2018國際會議
(香港)生活費支領4日

55.19

(4)開會：6/25－28參加
香港ICMWT2018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

55.84

(4)開會：107/6/13－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107/6/16李政軒老師出
一：結合運算思維之國中小
國差旅費(香港)，參加
數學合作問題解決課程開發
國際研討會(生活費支領
與成效分析
4日)
(4)開會、(7)研究：孔
崇旭(科技部)主持人
5/26－29參加
Android 兒童電子書編輯軟 「GCCCE2018」發表論文
體
及收集執行計畫相關的
技術及資料。－孔崇旭
出差費(廣州,生活費計4
日)

47.90

35.82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產學合作)文化資產導覽暨
管理系統維運顧問計畫

(4)開會：杜麗珍國外差
旅費－2/5－10至澳門
(教育研討會)、香港
(TEAC2018)參加研討會
與發表論文
(4)開會：陳淑娟國外差
旅費－2/5－10至澳門
(教育研討會)、香港
(TEAC2018)參加研討會
與發表論文
(4)開會：6/2－6/4郭伯
臣至上海數學中心參加
研討會並擔任專題演講
者─國內交通費
(4)開會：王院長曉璿於
107年5月24日至5月29日
赴華南師範大學參加
「第二十二屆全球華人
電腦教育應用大會
(GCCCE2018)」之國外差
旅費

(7)研究：陳盛賢4/12－
廣東與台灣兩地之臨床實踐 4/16至大陸廣州省ˋ湛
型教師教育發展研究計畫
江市進行臨床實踐型教
師教育發展之研究工作
(4)開會：參加2018海峽
廣東省協同創新平台粵台教 兩岸京台教師教育研討
師教育協同創新發展中心課 會暨學術交流與蒐集特
題立項經費
殊教育相關研究資料(北
京)王欣宜
合計

44.87

44.87

1.40

25.15

31.54

48.58

1,13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政府補助收入)
中華民國107年1月至107年6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106年度選送師資生赴國外 (2)視察：106年度幼教
學校進行教育見習課程計 系教育見習計畫－指導
畫--幼教師資生海外颺翔計 教師林佳慧※品名:機票
畫
費及生活費.保險費
合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3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