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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至108年6月
計畫名稱
107年度『國外教育見習教
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追求多元與卓越(美國陶森
大學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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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國外教育見習教
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法國(波爾多中小學英語課
程)』

科學新聞的框架分析及其教
學應用之研究

臺灣氣候變遷與森林生態之
高中課程模組發展、評量與
推廣

以數學語言出發之泰雅民族
課程設計與教師專業發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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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類別及內容簡述
至美國馬里蘭州陶森大
學教育見習之陪同教師
之生活費及機票費用等

【觀光學程E－2再造觀
光遊憩課程整合理論實
務】海外移地教學
7
【觀光學程E－2再造觀
光遊憩課程整合理論實
務】海外移地教學
2
※補助生活費及九成機
票款共1人。法國波爾多
中小學見習生活費及機
票費補助。機票費
22,500元；生活費
20,000元等
4
計畫主持人10712301080107至夏威夷出席
IAFOR國際教育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
4、7 曾鈺琪氣候變遷－
107/10/5至10/22－2018
北美環教研討會－曾鈺
琪國外差旅(斯波坎.哥
倫比亞.溫哥華)生活費
共支領18日
4
陳嘉皇108/1/21-25至日
本札幌參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ISSSM
2019)並發表論文(生活
費支領5日)
4
(科.智慧)白鎧誌至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鳳凰
城)參加LAK19國際學術
研討會(108/3/3-3/10)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72.79

43.80

43.80

43.16

86.38

172.53

62.75

96.74

不同年齡層日籍華語文學習
者動機類型權重體系建構之
比較研究
資通訊科技建構雲端協同專
題導向學習於優化研究經驗
與創造力之研究：以敏捷法
為策略
無線充電系統隨機模式之漸
進行為與參數推估

7

生物去除營養鹽活性污泥程
序機制模式及智能模式診斷
控制技術之研發

4

(企業配合款-庫簿企業社)
建構形式語意及認知語意之
量化網絡凝視驅動評量系統

7

大型測驗中認知與非認知語
料庫之語法計量、網絡及複
雜度研究

7

移地研究美國Seattle、
Portland(108/1/172/11共26日)

118.09

成功的校長領導之研究: 臺
灣模式及個案

4

42.25

師培生英語教學知能之評估
調查：英語學科教學知能評
量工具評鑑

7

王如哲108/3/29－4/04
出席ACAH2019(會議期
間:108/3/29－3/31)國
外差旅費(日本東京)
王雅茵108年4月1日－14
日至法國巴黎ISER－－
581st ICESS－2019發表
論文。(會議日期4/12－
13，生活費支領5日)

全球競合力智慧家教系統之
發展

4

[107GC]廖晨惠4/1－4/3
至日本福岡參加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ISEP2019)
並發表論文(生活費支領
5日)

48.21

7

4

蔡喬育108年3月6日至10
日出差赴日本東京.守谷
移地研究費。
林欣怡赴美國舊金山移
地研究 (1月27日－2月4
日)生活費支領4日
(1/28-31)
胡豐榮支科技部計畫論
文海報發表註冊費
(1080415日本福岡,主持
人未出國)
白子易計畫主持人前往
東京參加
9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newable and Clean
Energy，
2019/01/24~2019/01/31
(生活費支領6日)
移地研究美國Seattle、
Portland(108/1/172/11共26日)

55.06

120.00

16.00

70.87

61.51

69.99

108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4

應用於加權圖及動態圖的串
流圖分割機制探討與實作

4

科技讓心理學更聰明: 大學
生正向心理輔導教材與手機
應用程式開發之研究

7

發展聽覺-動作整合電腦化
評量工具編製之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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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讓心理學更聰明: 大學
生正向心理輔導教材與手機
應用程式開發之研究

7

白藜蘆醇作為運動增能劑可
行性評估:運動疲勞和運動
後人體骨骼肌肉肝醣合成之
研究
108年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含研究生)

4

4

謝儲鍵老師4/2-8至美國
芝加哥參加美國中西部
政治學年會
簡聖嘉2019年4月5日至9
日出席日本名古屋
NETs2019研討會
游森期108年3月24日
~108年4月18日至美國哥
倫比亞Columbia，
Missouri ( University
of Missouri)移地研究
(生活費共26日)

50.00

59.12

106.27

林巾凱教授科技部計畫
赴奧地利薩爾斯堡參加
3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PAEDIATRIC
AND NEONATAL
INTENSIVE CARE研討討
會(出國日期為
6/16~6/25，研討會日期
為6/18~6/21,生活費支
領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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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淑娟6/20－6/27前往
葡萄牙波爾圖出席國際
研討會及發表論文(生活
費支領7日)

86.66

游森期
108/6/9~108/6/20至Los
Angeles， California
， USA移地研究(生活費
支領12日)
程一雄至捷克布拉格參
加ESCC國際研討會(6/26
－7/10)生活費支領8日

110.32

林靜兒參加2019北美運
動暨身體活動心理學年
會暨論文發表(5/316/10)生活費支領3日(美
國巴爾蒂摩)

60.00

82.79

106.93

長期議會講道詞當中蒙揀選
餘民的觀念

運用專題本位學習模式培養
國小職前科學教師設計與轉
寫科學探究文本能力之行動
研究

Orlicz空間的混沌算子

4

趙星皓108年6月15日至6
月26日出席國際研討會
(the XIIth
International MILTON
Symposium)法國斯特拉
斯堡(生活費支領9日)
4、7 計畫主持人靳知勤教授
於108/6/27－108/6/28
前往紐西蘭奧克蘭，
108/7/2－7/5前往皇后
鎮參加研討會，蒐集科
技部計畫資料，108/7/6
返回台灣。(生活費支領
7日)
4
陳中川6/29-7/5.7/19參
加國際研討會並進行論
文發表(葡萄牙里斯本)

科學新聞的框架分析及其教
學應用之研究

4

目的地摯愛量表發展與理論
模式驗證

4

荀子「禮教」思想對我國當
前品德教育的啟示

4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一：結合運算思維之國中小
數學合作問題解決課程開發
與成效分析

4

100.00

80.95

84.27

計畫主持人6/30-7/6至
紐西蘭皇后鎮出席
ASERA2019國際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
王志宏前往越南峴港(Da
Nang)出席「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2019
Annual Conference」會
議發表論文(108/6/307/4)
李彥儀108年06月24－29
日印尼峇里島參加第十
三屆亞太道德教育年會
，並於27日下午發表論
文。(生活費支領5日)

79.31

108/6/20－108/6/30李
政軒老師出國差旅費(葡
萄牙波多)，參加國際研
討會(生活費支領7日)

75.12

46.19

45.66

以觸覺回饋機制為基礎的可
抵擋觀察攻擊之PIN認證系
統

國小學童良善友誼之學理探
究與實徵研究

以虛擬實境作為個人化參與
學習科技以培養英語自主學
習能力之探討

運算思維X數學教育-子計畫
二：結合運算思維之國小特
殊教育的數學問題解決課程
開發與成效分析

(憑證繳回)補助科學與技術
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多重表
徵與多模態英語文閱讀研究
(憑證繳回)補助科學與技術
人員國外短期研究-高等教
育對於特殊資優學生之篩
選、教育輔導與生涯規劃之
研究
(憑證繳回)補助科學與技術
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當正向
心理學遇到行動科技：智慧
型手機進行正向介入之心理
層面、文化脈絡與教育意涵

4

顧維祺赴法國巴黎參加
The 6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
Security and Cloud
Computing (IEEE
CSCloud 2019) 國際學
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6/18-19.21-23.27)生
活費共支領6日
4
受款人:陳延興|※【國
外差旅】參加2019年6月
25－30日亞太道德教育
協會發表論文之報名費
※品名:報名費(印尼峇
里島)
4
廖美玲出席CALICO國際
學術研討會(5/19-27加
拿大蒙特婁)生活費支領
6日(未報支機票及註冊
費)
4
廖晨惠[108CT]參加
EDM2019國際研討會-加
拿大蒙特婁(2019/6/1718.7/2－7/5.9/7-8)－
廖晨惠教授(生活費支領
8日)
4、7 ※國外短期研究案支付
機票、生活費等項目。
※品名:機票及生活費

100.00

4、7 張碧峰短期研究※執行
研究計畫費用，如機票
生活費等項目

516.33

4、7 ※2018年7月23日至2019
年7月22日至美國
University of
Missouri移地研究

508.14

9.01

35.71

99.69

731.78

(產學)可見光觸媒之合成及
光催化還原CO2活性與效率
之研究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研究

受款人:陳錦章已代墊|
※研討會註冊費/詳如附
件/研討會註冊費※品
名:研討會註冊費/詳如
附件/研討會註冊費
4.3 黃位政院長於108年2月
24日至3月1日帶領EMBA
學生至泰國曼谷發表研
討會並參訪。
4.3 黃玉琴老師於108年2月
24日至3月1日帶領EMBA
學生至泰國曼谷發表研
討會並參訪。
4.3 王志宏主任於108年2月
24日至3月1日帶領EMBA
學生至泰國曼谷發表研
討會並參訪。
4.3 拾已寰老師於108年2月
25日至3月1日帶領EMBA
學生至泰國曼谷發表研
討會並參訪。
4.3.9 2019年第十一屆蒙古臺
灣教育展(海外招生)
3.4.9 2019年第14屆亞太教育
者年會並參訪姐妹校國
際交流活動

1.9

2019年馬來西亞(東馬)
臺灣高等教育展4/7-13
3.9 2019年校長赴韓國首爾
教育大學參訪0503-06
1.3.4 參加德國柏林2019年全
球國際教育論壇
1.3.4 6/20-24-2019年臺灣印
度大學校長論壇海得拉
巴
4.9 2019日本關東臺灣留學
說明
7.9 計畫主持人靳知勤教授
於108/6/29－108/7/1前
往紐西蘭奧克蘭及威靈
頓兩市參訪當地博物
館、大學等學術研究機
構，蒐集科技部計畫資
料。[G106003]

13.58

40

40

40

41

162
78

84
22
320
103

153
19

語教系活動用

合計

9

楊裕貿－108.6.24~6.27
赴馬來西亞雪蘭莪洽商
第十屆讀經教育國際論
壇籌備事宜交通費
(9907)及生活費(12645)

22.55

55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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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至108年6月
計畫名稱
107年度『國外教育見習教
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追求多元與卓越(美國陶森
大學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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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

7

7

類別及內容簡述
至美國馬里蘭州陶森大
學教育見習之陪同教師
之生活費及機票費用等
【觀光學程E－2再造觀
光遊憩課程整合理論實
務】海外移地教學
【觀光學程E－2再造觀
光遊憩課程整合理論實
務】海外移地教學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72.79

43.80

43.8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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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至108年6月
計畫名稱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1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1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1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1

(中心)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
研究中心

1

國小數學素養教學與評量案
例的發展：植基於在職與職
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循環建
構

4

出土《蒼頡篇》版本研究

7

目的地摯愛量表發展與理論
模式驗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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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及內容簡述
邱芋婷[中心]參加香港
中學自主學習節日支生
活費12/6－12/8
顏德婷[中心]參加香港
中學自主學習節日支生
活費12/6－12/8
蘇宥曲[中心]參加香港
中學自主學習節日支生
活費12/6－12/8
郭伯臣[中心]參加香港
自主學習節機票與日支
生活費12/6－12/8
施淑娟[中心]參加香港
自主學習節機票和日支
生活費12/6－12/7
林原宏出席「2018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novative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及
Production (2018
IMIP)」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107/10/20-21
杭州
計畫主持人10805270601赴甘肅簡牘博物
館、甘肅文物考古所移
地研究
王志宏108/5/21-24至香
港出席「2019
APacCHRIE and
EuroCHRIE Joint
Conference」會議發表
論文
楊智為參加CTE 2019國
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_楊智為108/6/12-15
香港

單位：新臺幣千元
執行數
備註
15.59

15.59

15.59

29.58

19.51

16.30

36.92

52.28

48.41

國小學童良善友誼之學理探
究與實徵研究

4

國小數學素養教學與評量案
例的發展：植基於在職與職
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循環建
構

4

結合反思回饋機制於合作問
題導向行動遊戲式學習環境
之實證應用與學習歷程分析

4

以數學語言出發之泰雅民族
課程設計與教師專業發展
(2/4)

4

出土《蒼頡篇》版本研究

4

出土《蒼頡篇》版本研究

4

國小數學素養教學與評量案
例的發展：植基於在職與職
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循環建
構

4

行動化創意收集討論暨創造
力評量系統

4

國際交流活動

1.3

國際交流活動

1.3

陳延興【國外差旅】5月
10日至14日到桃園機場
坐飛機到北京與北京師
範大學進行交流（僅申
請日支）
林原宏108/6/20-22至大
連參加「2019數學文化
進課堂：意義、路徑與
展望國際論壇」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
陳志鴻老師5/24~5/27赴
大陸武漢參加研討會差
旅費(生活費支領4日)

33.46

陳嘉皇108/6/28－30至
中國北京參加2019國際
課堂教學研究會議
(CTRAS)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生活費支領4日)
計畫主持人國外差旅費
(赴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
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6/21-24河南開封
許文獻赴中國內蒙古師
範大學，參加第五屆文
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
(108/6/27-7/1呼和浩
特)生活費支領5日
林原宏108/6/27－30參
加「2019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 for
All Students
Conference (CTRAS)」
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中國北京)
(科技部)主持人5/23－
27參加「GCCCE2019」發
表論文及收集執行計畫
相關的技術及資料。－
孔崇旭 出差費(武漢，
生活費計5日)
2019北京語言大學冬令
營活動
參加108年校友會海外參
訪活動

12.33

27.26

38.85

26.62

36.68

45.60

48.85

25
66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交流活動

管理學院(EMBA)活動用

合計

1.3

帶領學生參與2019年海
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1.3 帶領學生參與「2019臺
湛大學生夏令營」
1.3.4 出席「2019海峽兩岸大
學校長論壇」暨「2019
臺湛大學生夏令營」
1.3.5 參加2019海峽兩岸京台
教師教育研討會暨學術
交流參訪活動[G1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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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位政5/13-15參加福建
省福州市農林大學
『2019屆〝藝見〞閩台
畢業設計作品聯展暨閩
台高校應用型人才聯合
培養高峰論壇』

26
32
17

25

1.00

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