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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7年12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7/18-27劉雅琪.黃淑真帶領 (3)訪問、(4)開會：
學生參加2018韓國首爾教育 7/18-27劉雅琪.黃淑真
大學暑期文化營
帶領學生參加2018韓國
首爾教育大學暑期文化
營
7/7-14校長及朱處長參加
(4)開會：7/7-14校長及
2018臺法高等教育論壇及台 朱處長參加2018臺法高
比圓桌會議
等教育論壇及台比圓桌
會議
7/25-29校長參加2018臺馬 (4)開會：'7/25-29校長
大學校長論壇
參加2018臺馬大學校長
論壇
8/23-27 國研處參加2018泰 (1)考察、(4)開會、(9)
國高等教育展
業務洽談：8/23-27 國
研處參加2018泰國高等
教育展
7/22-8/1 國研處參加2018 (1)考察、(4)開會、(9)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
業務洽談：7/22-8/1 國
研處參加2018馬來西亞
高等教育展
9/1-6王主祕.黃淑真.林家 (1)考察、(4)開會、(9)
筠2018馬來西亞海外聯招
業務洽談：9/1-6王主
祕.黃淑真.林家筠2018
馬來西亞海外聯招
9/22-29校長參加2018匈牙 (4)開會：9/22-29校長
利大學校長聯合會議
參加2018匈牙利大學校
長聯合會議
9/27-10/2參加2018越南臺 (1)考察、(4)開會、(9)
灣高等教育展
業務洽談：9/27-10/2參
加2018越南臺灣高等教
育展劉雅琪.洪慧宜
9/5-15參加2018歐洲教育者 (3)訪問、(4)開會：
年會暨歐洲姐妹校參訪
9/5-15參加2018歐洲教
育者年會暨歐洲姐妹校
參訪校長王如哲.朱海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65

278

38

129

241

125

239

143

415

2019馬來西亞臺灣高教育展 (1)考察、(4)開會、(9)
報名費
業務洽談：2019年馬來
西亞(東馬)臺灣高等教
育展報名費※品名:報名
費(含手續費)4/7-13(沙
巴亞庇.砂拉越古
晉)(107已取得收據)

69

2019亞太教育者年會線上註
冊費(馬來西亞吉隆
坡)1080325-29(107已取得
收據)

48

(4)開會：2019亞太教育
者年會線上註冊費(馬來
西亞吉隆坡)108032529(107已取得收據)

吳柱龍107/7/14-31帶領5名 (2)視察：吳柱龍
學生海外見習
107/7/14-31帶領5名學
生海外見習
(4)開會：陳嘉皇
107.7.2~107.7.10至瑞
典的Umea參加 4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從「下定義」的實務理解國
International Group
小師生幾何圖形與空間數學
for the Psychology of
概念發展之研究
Mathematics
Education(PME42)研討
會論文發表(生活費支領
9日)
(4)開會、(7)研究：郭
伯臣國外差旅—7/9－
7/21赴紐約參加IMPS研
討會發表論文並進行移
地研究(生活費支領13
日)
(4)開會：助理江鎮宇
支援串流資料的動態多圖分 7/16-20至韓國首爾參加
割機制
ICEAS國際研討會(共5
日)
(4)開會：陳鴻仁7/22－
7/26至日本東京參加
無所不在生活情境導向雲端
COMPSAC 2018國際研討
學習平台設計與推廣
會發表論文(生活費支領
5日)
總計畫：對話式智慧型家教
系統開發-總計畫(含子計畫
一）：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
式智慧家教系統

12

125

163

57

40

Instagram in, Facebook
out? 大學生社群網站
Instagram使用行為、預測
因子、經驗取樣、潛在結果
與健康使用教育輔導方案發
展之研究

(4)開會：陳鴻仁7/22－
7/26至日本東京參加
COMPSAC 2018國際研討
會發表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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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8－107/8/9至美
料庫之語法計量、網絡及複
國西雅圖移地研究(生活
雜度研究
費共支領23日)
(4)開會：施淑娟8/19－
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式智慧
8/25前往日本東京早稻
家教系統-子計畫三：數學
田大學參加國際研討會
解題歷程與算則之對話式智
並發表論文(生活費支領
慧家教系統建置與成效分析
5日)

37

174

66

(4)開會：陳中川至波蘭
群上轉移算子數列的超循環 克拉科參加研討會並進
性質
行論文發表(7/9~7/14)
生活費支領8日

77

建構網路行銷團隊績效：一 (4)開會：丘周剛赴日本
個社會交換與社會認知理論 大阪參加研討會7/25的整合應用
30(生活費支領1日)

21

(4)開會：林靜兒於7月
23.24日參加5th world
congress on public
自我控制與外在焦點對動作 health nutrition 及
技能學習的協同效益
epidemiology會議並發
表論文(澳洲墨爾
本)7/13-28(生活費支領
4日)
(4)開會：賴冠州出席
多雲環境中支援大規模圖形
2018 ICEAS 國際會議
計算應用的跨雲虛擬叢集運
差旅費用7/15-22首爾
算系統
(生活費支領411元)
類鈣鈦礦一鹵氧化鉛鉍與鈣
(4)開會：陳錦章8/5鈦礦一鹵化鉛(錫)鈰及其複
8/19參加英國格洛哥佩
合物光觸媒在降解有機污染
斯利西蘇格蘭大學研討
物及二氧化碳、氮氣回收之
會(生活費支領8日)
研究

60

35

107

(4)開會：莊敏仁執行科
六至八歲兒童在歌唱過程中 技部計畫，9/3－9/15前
音樂聆聽與歌唱器官之協調 往拉脫維亞(陶格夫匹爾
性：拉脫維亞、立陶宛與臺 斯)及立陶宛(維爾紐斯)
灣之比較研究
進行教學工作坊。生活
費支領13日

109

(4)開會：趙星皓107年8
月26日至9月5日出席國
密爾頓晚期詩作中的債務語 際研討會Reformation
言
Studies Colloquium
2018(英國科徹斯特.生
活費支領4日)

52

(7)研究：林彩岫科技部
斯里蘭卡師資培育治理之研 專題研究計畫斯里蘭卡
究
移地研究107/8/25-9/2
可倫坡.康堤

63

(4)開會：林巾凱教授赴
法國巴黎參加(ISPRM18)
12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研討會(時間為
7/6~7/15)主要研究重點
為發展聽覺－動作整合
電腦化評量工具編製之
研究。會議日期為
7/8~7/12，生活費支領9
日(含出返國日程4日)

126

(4)開會：計畫兼任助理
蕭慧瑛2018/07/04－
2018/07/11赴馬來西亞
砂拉越州參加Pacific
以課堂教學導向促進學生數
Early Childhood
學學習的教師專業發展：學
Education Research
生+教師+培育者-(子計畫
Association 2018
二)發展學生論證品質的師
MALAYSIA (PECERA 2018
資生專業發展：以論證教學
MALAYSIA)研討會(研討
為進路
會期間：2018/07/06－
2018/07/08，經費有限
僅報支部分日支生活費
計5日)

31

發展聽覺-動作整合電腦化
評量工具編製之研究

探析華人社會的職業運動簽
賭現象--臺灣、中國及新加
坡之個案研究

Android 兒童電子書編輯軟
體

國民小學校長凝聚力領導
(Ⅱ)：最佳實踐及能力指標
建構

國民小學校長凝聚力領導
(I)：最佳實踐及能力指標
建構

(3)訪問、(7)研究：李
炳昭進行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訪談與研究資料
蒐集1071026-1105新加
坡
(科技部)主持人7/22－
27因執行計畫及研究所
需，到日本東京參日
COMPSAC2018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一篇。－孔崇
旭 出國費用(生活費支
領6日)
(4)開會：賴志峰11/1－
11/11赴西班牙巴塞隆納
參加道德教育學會年會
(44th Annual AME
Conference 2018)發表
(含註冊行政費與手續
費)生活費支領7日
(4)開會：11/1－11/11
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
道德教育學會年會(44th
Annual AME Conference
2018)發表(含註冊行政
費與手續費)生活費支領
7日

105

84

32

45

(4)開會：鄭尹惠老師
107/10/11-14至美國達
拉斯參加ACR2018國際研
討會(僅報支機票.註冊
費及台中-桃園火車票)

60

(4)開會：11/1-11/11日
國小學童良善友誼之學理探 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
究與實徵研究
道德教育學會之年會發
表論文

92

(4)開會：李彥儀107年
11月2－12日至西班牙巴
荀子「禮教」思想對我國當 塞隆納參加第四十四屆
前品德教育的啟示
道德教育年會、會前工
作坊，並於9日進行海報
發表。(生活費支領6日)

78

107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4)開會：參加日本沖繩
STEM教育結合遊戲式學習對
ICEMT2018研討會(7/1－
學習成就、風格與動機之影
7/5)，因改飛機航班時
響
間改為7/2－7/6
(9)業務洽談：吳培瑜助
理帶隊本校學生阿卡貝
帶隊本校學生阿卡貝拉樂團
拉樂團「Wonder
「Wonder Wander」赴日參
Wander」赴日參加
加「Fuji A Cappella
「Fuji A Cappella
Festival」比賽
Festival」比賽
[E106004]
合計

53

33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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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7年12月
計畫名稱
主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第一部分-(管理學院)

主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第一部分-(管理學院)

主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第一部分-(管理學院)

類別及內容簡述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3)訪問、(7)研究：方
案名稱:再造觀光遊憩課
程整合理論實務_海外移
地教學-黃玉琴11/22-25

37

(3)訪問、(7)研究：方
案名稱:再造觀光遊憩課
程整合理論實務_海外移
地教學-王志宏11/22-25

37

(2)視察：為培養具國際
觀、能運用管理專業知
識與技能，進而解決企
業問題的國際企業經營
管理人才，執行高教深
耕計畫－國際經貿人才
培育計畫，擬與建興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越南
廠)合作。利用暑假期間
，選送本系學生企業實
習，由龔昶元教授(107
年08月06日至107年08月
08日)，帶領學生更深入
瞭解台商企業在越南之
營運模式與狀況，透過
實務理論結合，得到最
有價值的學習成果。本
實習計畫執行期間擬為
107年08月06日－107年
09月07日，共33天。

33

(3)訪問、(7)研究：新
南向2018.07.11－
2018.07.18顏佩如副教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
授至越南河內與胡志明
交流學術型領域聯盟
市進行研究（訪談越南
教育政府單位官員與越
南大學教授）

57

(3)訪問、(7)研究：新
南向2018.07.11－
2018.07.18阮氏蕾至越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
南河內與胡志明市進行
交流學術型領域聯盟
研究（訪談越南教育政
府單位官員與越南大學
教授）
(2)視察：106年度選送
106年度選送師資生赴國外
師資生赴國外學校進行
學校進行教育見習課程計
教育見習課程計畫海外
畫--禮仁為美-品德本位特
住宿費(美國聖路易舊金
許學校實習之旅
山)
(2)視察：執行計畫所需
106年度選送師資生赴國外 預支機票費生活費等費
學校進行教育見習課程計畫 用※品名:台灣-西雅圖
來回機票、生活費...等
(2)視察：國企系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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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證繳回)107年度補助國 107/07/10~107/07/13赴
內公私立大學院校選送學生 泰國曼谷視察學生實習
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 →(198美元
泰國
*3+198*0.3)*30.42即期
賣出匯率(依9日匯率計
算)*0.9(補助9
成)=17888.78(四捨五入
至個位數)
(2)視察：國企系107年
度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
企業實習計畫－計畫主
持人－黃位政
(憑證繳回)107年度補助國 107/07/09~107/07/15赴
內公私立大學院校選送學生 越南視察學生實習→
赴新興市場企業實習計畫- (100美元*6天+100美元
越南
*0.3)*30.54即期賣出匯
率(依6日匯率計
算)*0.9(補助9
成)=17316.18(四捨五入
至個位數)
合計

59

81

74

32

31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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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7年12月
計畫名稱
2018澳門新生輔導說明會
7/15-18學務長丘周剛及朱
天穎
2018臺湛師生夏令營7/6-11
2018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7/23-8/1
2018香港新生輔導說明會
8/19-22學務長丘周剛及朱
天穎
2018東北林業大學夏令營趙
星皓老師7/11-17
2018徐台高校發展交流研討
會邱淑惠老師7/10-14
2018華中師範大學陽光支教
夏令營語教系歐秀慧7/1829
2018澳門教育展10/12-15

靳知勤11/4－9受邀訪問重
慶師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
學術專題演講
2018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洪慧宜1101-04

北大漢簡倉頡篇研究

全球競合力智慧家教系統之
發展

類別及內容簡述
(4)開會：2018澳門新生
輔導說明會7/15-18學務
長丘周剛及朱天穎
(4)開會：2018臺湛師生
夏令營7/6-11
(4)開會：洪慧怡2018海
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7/23-8/1
(4)開會：2018香港新生
輔導說明會8/19-22學務
長丘周剛及朱天穎
(4)開會：2018東北林業
大學夏令營趙星皓老師
7/11-17
(3)訪問：2018徐台高校
發展交流研討會邱淑惠
老師7/10-14
(4)開會：2018華中師範
大學陽光支教夏令營語
教系歐秀慧7/18-29
(9)業務洽談：2018澳門
教育展10/12-15朱海成.
林家筠
(3)訪問：靳知勤11/4－
9受邀訪問重慶師範大學
進行學術交流及學術專
題演講
(9)業務洽談：2018香港
臺灣高等教育展－洪慧
宜1101-04
(4)開會：許文獻計畫主
持人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7/2-5北京(生活費支領4
日)
(4)開會、(7)研究：
[106競合力]大陸秦皇島
參加ALTTAI研討會與移
地研究（107/07/22－
107/07/26)－白鎧誌專
任助理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73

16
22

87

23

16

27

103

1

46

40.00

29.78

探析華人社會的職業運動簽 (7)研究：李炳昭執行科
賭現象--臺灣、中國及新加 技部計畫移地研究(8/1坡之個案研究
8北京)
(4)開會：(科.智慧)郭
總計畫：對話式智慧型家教
伯臣國外差旅—7/22－
系統開發-總計畫(含子計畫
26至大陸河北秦皇島參
一）：輔助數學學習之對話
加ALTTAI研討會與發表
式智慧家教系統
論文(生活費支領5日)

76.89

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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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開會：[題意理解]楊
智為7/22－7/25赴大陸
河北秦皇島參加ALTTAI
研討會與發表論文

30.63

族群語言的接觸與互動：語
言、地理、社會與歷史跨領
域整合研究（Ⅱ）-陸豐閩
南系移民的族群歷史接觸與
語言轉移調查研究

(7)研究：程俊源教授執
行科技部計畫於1070812
─1070816赴廣東進行移
地研究「陸豐.汕尾等地
語言調查」，共5日。

29.36

應用穿戴式科技開發情境感
知與即時適性之EFL學習環
境-子計畫四:在博物館環境
應用穿戴科技開發情境感知
即時適性EFL學習系統

(4)開會：林姿君8/22－
29至中國大陸南京參加
2018 AEL國際研討會發
表論文(生活費支領5日)

48.53

(4)開會：廖美玲老師於
107年8月15日至8月19日
以虛擬實境作為個人化參與
出席2018計算機輔助外
學習科技以培養英語自主學
語教學國際會議
習能力之探討
(ChinaCALL Conference
2018)107/8/15－19蘇州

39.29

(4)開會：胡豐榮支科技
部計畫國外差旅費（論
文編號：C180073，因校
無線充電系統隨機模式之漸
務評鑑之故，已簽准只
進行為與參數推估
支註冊費，無支其他國
外差旅費）11/12中國杭
州

15.50

(4)開會：陳彥廷
107/8/28-9/1赴中國重
慶參加第11屆海峽兩岸
科普論壇研討會並發表
部落生活為本位的中小學非
論文（會議期間由主辦
制式數學活動發展與實踐
單位提供食宿服務，僅
報支國內交通費、機票
費與10%生活費）生活費
支領4日
科技融入數學建模活動脈絡
下中小學數學教師教學推理 (4)開會：陳彥廷
能力的發展層次與培育模式 107/12/14-16至香港參
之探究-小學職前教師設計 加2018 HKERA
科技融入數學建模活動之教 International
學推理：評量工具與培育模 Conference並發表論文
式之建構
(4)開會：2018海峽兩岸
大學生“未來教育者研
2018海峽兩岸大學生“未來 習營”機票費、交通
教育者研習營”
費、日支生活費、保險
費及雜費{107T1071400254}
(4)開會：林佳樺國外差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旅費－7/22－26至大陸
研究中心
河北秦皇島參加ALTTAI
研討會與發表論文
(4)開會：前往山東省濰
廣東省協同創新平台粵台教
坊市中國濰坊學院參加
師教育協同創新發展中心課
2018海峽兩岸融合教育
題立項經費
論壇－－王欣宜主任
(7)研究：陳盛賢9/9－
廣東與台灣兩地之臨床實踐 9/12至大陸廣東省廣州
型教師教育發展研究計畫
市進行臨床時健行教師
教育發展之研究工作
合計

17.22

44.20

21.95

33.05

3.36

29.13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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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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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考察、(4)開會、(9)
業務洽談：2018香港臺
灣高等教育展－攤位費
※品名:2018香港臺灣高
等教育展－攤位費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140

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