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衛教系 05/16-05/25
藥物成癮與愛滋防治心理諮商工作

坊
Marek Chawarski 13 美國

人發系 05/31-06/02

婚姻與家庭承諾國際研討會人類發

展與家庭學系與臺灣家庭生活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台中市教會

發展策略聯盟協會合辦研討會，於

100年5月31日（台北場）及100年6

月2日（台中場）邀請Dr. Scott

Stanley（美國丹佛大學心理學系教

授）前來與會。

周麗端主任、黃迺

毓教授、林如萍副

教授

150 本國

公領系 06/15

Value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Iceland(冰島的價值教育課程)專題

演講

KRISTJÁN

KRISTJÁNSSON
1 臺灣

特教系 03/01 中日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30 日本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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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特教系 02/14 研究生論文發表交流 60 日本

國文系 04/02~04/03 兩岸三地國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 本系主辦 300

國文系 03/21
小說縱橫談——海峽兩岸元明清文

學研究生學術雅集

台師大文學院與浙

江大學人文學院合

辦

國文系 04/23~04/24
第一屆兩岸六校研究生國學尖鋒會

議

台師大國文系, 政

大中文系, 輔仁中

文系, 北京師大文

學院, 南開大學文

學院, 西北師大文

史學院合辦

香港、大

陸、日本、

韓國、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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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英語系 06/09~06/11 第二語言寫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語言寫作國

際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為每年舉

辦之國際學術會議

，也是第一個專注

於第二語言寫作議

題的國際研討會。

本學會去年數度與

「第二語言寫作國

際學術研討會」主

要負責人 Paul Kei

Matsuda 教授接洽

與協商，力邀該會

來台舉辦。

該研討會致力於促

進第二語言寫作相

關領域(如應用語言

學、寫作及修辭

學、第二/外語教

學、和視讀研究等)

專家學者間的學術

交流、理念激盪和

研究整合，在拓展

和提升第二語言寫

作研究上貢獻良

多。

地理系 03/05-03/10 「水文地形研究」工作坊 恩田裕一 40 日本

地理系 05/20-05/23 2011年環境教育及地理教育工作坊
井田仁康

(Yoshiyasu IDA)
70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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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地理系 05/21-05/22 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

井田仁康、

Johannes Widodo、

Cindi Katz

144

三位外籍人

士，分別來

自日本、新

加坡、加拿

大

地理系 06/07-06/08
地理空間感測器網絡(GeoSpatial

Sensors Web)工作坊
Steve H.L. Liang 65 加拿大

 持續探求雙方學術

研究合作機會

翻譯所 03/29 論壇 I：社區口譯系列演講 基督教女青年會 4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

翻譯所 04/12 論壇 II：社區口譯系列演講
中華民國南洋臺灣

姐妹會
4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

翻譯所 04/26 論壇 III：社區口譯系列演講
台東縣外語通譯協

會
4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

翻譯所 05/10 論壇 IV：社區口譯系列演講 賽珍珠基金會 4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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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翻譯所 04/23
國際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會議 (

CIUTI )2011訪臺講座

Prof. Hannelore Lee-

Jahnke教授、

Prof.Martin Forstner

教授

50
中華民國、

美國

翻譯所 07/04
跨文化溝通論壇（與移民署,南洋

臺灣姐妹會,法務部合辦）

Prof.Eric Mark

Kramer/謝怡玲副

教授

10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美國

臺史所 5/20-5/21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

生百年史：本計畫主持人為臺灣史

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范燕秋, 一

年期計畫，舉辦研究生與國際研討

會，並將成果出版論文集，以期深

化臺灣公衛醫療史相關論述與討

論。

范燕秋、張素玢、

顧雅文、李尚仁、

張淑卿、許雪姬、

蔡錦堂、游鑑明、

郭文華、吳建昌、

陳宗文、劉士永、

白裕彬、蔡篤堅、

許宏彬、鄭根埴、

辛圭煥、飯島涉、

脇村孝平

125
臺灣、日

本、韓國

本計畫擬出版學術

論文專書乙冊。

第5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7/10-7/18
徐有庠盃-第三屆臺灣青年學生物

理辯論競賽
13 泰國

05/01-05/09 亞洲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13 以色列

03/11-03/14 第42屆國際物理奧林匹亞競賽 150 臺灣

03/17 泰國參訪團座談會 17 本國及泰國

04/29-04/30
2011非制式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搭

起制式與非制式科學教育的橋
張俊彥 1 臺灣

與國立臺灣科學教

育館合辦

藝術學院 視覺設計系 04/23 亞洲設計動脈論壇 全體教師 15
中國、香

港、澳門
建立兩岸文創論壇

科技學院 科技系 05/13 2011第一屆工程教育學術研討會 E. de Graaff 320 荷蘭

理學院

物理系

科學教育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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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東亞文化暨

發展學系
05/14 「民國百年文化省思」論壇 潘朝陽 1 臺灣

東亞文化暨

發展學系
07/18-07/23 2011東亞青年儒家論壇暨研習營 潘朝陽 1

臺灣、中國

大陸、馬來

西亞、香

港、日本、

德國、新加

坡

華研所 06/17-06/19
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學術

組
668

此研討會由僑委會

主辦，每二年辦一

次，本所負責學術

組的工作。

管理學院 管理所 06/25-06/26 2011兩岸三地產業發展論壇 陳文華 1 美國

由本所主辦,邀請兩

岸三地學者及台灣

企業界人士討論兩

岸三地產業發展趨

勢等議題

大傳所 04/15

論壇: 拓展亞際媒體文化連結的框

架: 與岩渕功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

學)的對話

胡綺珍 日本
邀請外國學者( 岩

渕功一教授)演講

僑教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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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主辦國際會議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379人

大傳所 03/07

加入「上班族」與「嫁入豪門」:

女性電視在台灣與晚期現代性別的

教學

胡綺珍 10 澳洲

邀請外國學者( Dr

Fran Martin [馬嘉蘭

副教授])演講

單位中心 教評中心 06/24-06/25 閱讀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

主講人國別:

美國、澳

洲、香港

第8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03/10-03/13
至日東北大學主持學術研討

會暨發表論文
楊深坑 1 日本

04/30-05/09
赴CIES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

論文
楊深坑 1 加拿大

03/19-03/25 赴國外發表論文 黃乃熒 1

06/30-07/02 赴CAERDA發表論文 甄曉蘭 1 美國

04/07-04/08
至AERA主持論文發表場次

暨發表論文
潘慧玲 1 美國

04/09-04/12 至AERA發表論文 王麗雲 1 美國

05/29-06/01

出席4th Redesigning Pedag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

論文

甄曉蘭 1 新加坡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教育系、教

政所、課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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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06/30-07/02
參加ASERA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論文
甄曉蘭 1 澳洲

心輔系 06/29-07/05

出席The 76th Annual and the

17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Psychometric Society發表論文

 陳柏熹 1 中國

心輔系 06/29-07/05

出席會議Your Registration _

2011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Psychometric Society (IMPS)發

表論文

陶君浩 1 中國

心輔系 06/29-07/02

出席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42nd

Annual Meeting, Bern,

Switzweland )發表論文

陳秀蓉(Hsiu Jung

Chen)
1 瑞士(英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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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心輔系 06/29-07/03

出席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發表論文

吳昭容 1 土耳其、安卡拉

心輔系 04/04-04/07

出席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發表論文

戴汝卉 1 加拿大、多倫多

心輔系
2011年7月13

日至16日

發表論文題目:精緻化策略

教學在小學教室之實施成效

研究：以國小二

年級學童放聲思考資料分析

陳茹玲 1 美國

心輔系 04/04-04/07

出席「Canad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發

表論文

林寀雯 1 加拿大、多倫多

心輔系 08/25-08/28
出席2011 EMDRIA Annu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鄔佩麗、謝馨儀

朱品潔Chu, Pin-

Chieh

3 美國

論文題目:the Middle-

Aged Me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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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心輔系 07/18-07/22

出席2011心理計量學會國際

會議

Psychometric Society (IMPS)發

表論文

 歐詠芝 1 中國

心輔系 07/11-07/13
發表論文題目:中文可讀性

自動化計量系統發展之研究
陳茹玲 1 法國

心輔系 04/08-04/12

出席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發表論文

章舜雯 1 美國

論文題目:Effects of

score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mposite scores

under the multivariate

proficiency distribution

using IRT.

心輔系 04/04-04/08

出席「2011 AERA Annual

Meeting Conference」發表論

文

洪素蘋 1 中國香港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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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衛教系 7/13 至7/24

出席International Health

Economics Association 8th

World Congress     National

Associati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nference發表論

文

Chang, Fong-ching 1
Canada

US

衛教系 07/23-07/26

出席2011 NIDA International

Forum and the 73rd Annual

CPDD meeting發表論文

李思賢 1 USA

衛教系 08/13

出席The 2nd World Congress

on Positive Psychology發表論

文

李思賢 1 USA

衛教系 08/13
出席國際社會網絡分析大會

發表論文
黃淑貞 1 USA

人發系 07/19-07/23
出席Congress for the studt of

child Lang發表論文
張鑑如 1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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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公領系 06/11-06/12

出席島弧人權：亞洲人權的

理論、實務與歷史國際研討

會發表論文

劉恆妏 150
日本、馬來西

亞、香港

特教系 05/27-05/31

出席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王慧婷 1 Denver, CO, USA

資教所 06/09
出席Excellence in Education

2011發表論文
吳正己 1

Turkey (USA,

Canada, France,

Irasel,….)

資教所 7/18~7/21

出席FECS'11 -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in Education: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發表論

文

林美娟 2 美國

資教所 06/15~06/17 出席GCCCE 2011發表論文 陳明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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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資教所 07/5~07/07
出席Games-Learning-Society

2011發表論文
陳明溥 1

資教所 5/29~31 出席ICALT 2011發表論文 陳明溥 1

國文系 05/13~05/14
出席「第十二屆文學與美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胡衍南 1 台北

國文系 04/28-04/ 29
出席Translation in Asia發表

論文
陳芳 1 美國、香港

國文系 06/060-6/12
出席「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

會」發表論文
李幸玲 2 中國

國文系 06/24
出席「人性有無與善惡研討

會」發表論文
林明照 30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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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國文系 6/3-6/4
出席「宋代學術國際研討

會」發表論文
黃瑩暖 500 中華民國

國文系 06/06-06/12
出席「第二屆東亞漢學研討

會」發表論文
江淑君 1 中國

國文系 04/23-04/24

出席「第三屆臺灣、香港、

大陸兩岸三地國語文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亓婷婷 1 中華民國

國文系 06/11
出席「國際中國語言學第十

九屆年會」發表論文
吳瑾瑋 1 中國

國文系 04/23~04/24
出席「兩岸三地國語文教學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楊如雪 300

香港、大陸、日

本、韓國、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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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英語系 05/9-05/10
出席亞洲腦科學研討會發表

論文
詹曉蕙 100

至少3國以上（

台灣、日本、韓

國、中國）

英語系 05/25-05/28
出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Conference發表論文
陳秋蘭 1 香港

地理系 05/21-05/22
出席「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吳鄭重 1 臺灣

發表論文題目:性別協

商的配對競賽理論芻

議：側體交換與社會分

工的理論遊戲／運動實

踐

地理系 05/19-05/20
出席「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張峻嘉 1 臺灣

發表論文題目:布列塔

尼可麗餅（Crêpe）的

在地形塑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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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地理系 05/30-06/03

出席Int＇l Journal of Arts &

Sciences (IJAS) Conference.發

表論文

李素馨 1 奧地利

發表論文題目:Diffu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tzu Pilgrimage Culture

地理系 05/31-06/03

出席2011年加拿大地理人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2011)發表論文

王聖鐸 1
加拿大、美國、

中華民國

發表論文題目：三維像

真城市模塑之半自動化

牆面材質敷貼策略

(Semi-automated Facade

Mapping for 3D Photo-

Realistic City Modeling)

地理系 05/21-05/22
出席「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周學政 1 臺灣

發表論文題目:由地圖

技能到空間思考─高中

地圖教育內涵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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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地理系 05/31-06/04

出席2011年加拿大地理人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發(Canadi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2011)表論文

王文誠 1
加拿大、美國、

中華民國

發表論文題

目:Evolutionary Cross-

Strait Economic Spac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地理系 05/21-05/22
出席「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陳哲銘 1 臺灣

發表論文題目:臺灣小

六學童對世界和未來的

看法

地理系 05/21-05/22
出席「第十五屆臺灣地理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洪致文 1 臺灣

發表論文題目:二戰時

期臺北市的疎開空地帶

與戰後城市街道發展演

變

地理系 02/28
出席「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

遷徙工作坊」發表論文
韋煙灶 1 中國

發表論文題目:新竹鳳

山溪流域族群祖籍與語

言分佈的空間結構之關

聯性探討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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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地理系 02/28
出席「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

遷徙工作坊」發表論文
韋煙灶 1 中國

發表論文題目:桃園閩

客交界地帶新屋、觀

音、中壢地區的族群空

間分布特色初探

地理系 04/27~04/29

出席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astal

Processes

2011發表論文

林雪美 1 義大利

發表論文題目：The

beach degrad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Yilan Coast,

Northeastern Taiwan

翻譯所 03/06
出席International Sympoisum

on Interpretation發表論文
范家銘 1

韓國、日本、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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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翻譯所 04/08-04/09
出席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所

主辦之國際會議發表論文
范家銘 50

美國、加拿大、

葡萄牙、法國、

日本、中國、瑞

士、紐西蘭、英

國、西班牙

翻譯所 06/09-06/12

出席The 21th Virginia Wool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

論文

李根芳 1 英國、中華民

國、美國

臺文所 06/22-06/24

出席Eighth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EATS) conference發表論文

賀安娟 1 荷蘭

發表論文：The Colonial

Town Zeelandia in 17th

Century Dutch Formosa.

Contextualizing

Brievenboek, Kerkboek

van Formosa (1642-1660)

第21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臺文所 06/11-06/13

出席The 1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9)發表論

文

姚榮松 1 中國天津

發表論文：台灣閩、客

語傳統歌謠的語言比較

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raditional

Folksongs of Southern-

Min and Hakka in

Taiwan)

臺文所 05/10-05/18
出席HiSon Conference

Touching the Past發表論文
賀安娟 1

斯洛維尼亞共和

國

發表論文：The Colonial

Town Zeelandia in 17th

Century Dutch Formosa.

Contextualizing

Brievenboek, Kerkboek

van Formosa (1642-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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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臺文所 03/05~03/06

出席「言語教育とアイデン

ティティ形成─ことばの学

びの連携と再編」國際研討

會發表論文

林初梅 1 日本

發表論文〈〈国語〉と

〈華語〉のあいだ─再

編される台湾の小中学

校言語教育課程〉

臺史所 06/04-06/05

出席「植民地時期台湾と朝

鮮の政治参与の比較研究」

第１回国際ワークショッ

プ」發表論文

許佩賢 20 日本

發表論文:地方青年教

師の政治参加の道－張

式穀の軌跡を中心とし

て

臺史所 02/01-03/01
出席日本京都大學工作坊發

表論文
蔡錦堂 1 日本

臺史所 05/20-05/21

出席澎湖「自然地景保育及

島嶼環境變遷永續發展論

壇」發表論文

張素玢 80 臺灣、韓、日

數學系 0710-07/15

出席PME35/ 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Dynamically發表論文

左台益 400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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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物理系 100.3.21~25
出席APS March 會議發表論

文
薛哲修 美國

光電所 06/19-06/24

出席IEEE 37th IEEE

Photovoltaic Specialist

Conference發表論文

李亞儒 1 U.S

光電所 05/18-05/20

出席An IC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information

photonics 2011發表論文

鄭超仁 1 Canada

光電所 06/13-06/16

出席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NSTI),

NanoTech 2011發表論文

邱南福 1 美國

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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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海環所 03/02-0304

出席WCRP Workshop on

Drought Predictability and

Predic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 Assessing Current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發

表論文

陳正達 200 Spain

海環所 07/18-07/22
出席Workshop on Hierarchical

Modeling of Climate發表論文
陳正達 100 Italy

藝史所 04/30

出席“Art and Everyday Life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

表論文

林麗江 1 日本

發表會議論文“The

Making of Images—

Reading Wang Tingna＇s

｀EverydayLife＇

through the Huancui tang

yuanjing tu,＂

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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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藝史所 03/18

出席EUROTRASH modern

simulacra of renaissance art發

表論文

諾斯邦 1 瑞士

.發表論文名稱:

Renaissance ｀de façade

＇. Treacherous Survival

in Brian de Palma＇s

Obsession

工教系 05/25-05/27

出席IETC 2011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nference發表論文

洪榮昭 1

土耳其、美國、

馬來西亞、台

灣、香港

工教系 02/27-2/28

出席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

Logistics Systems (IML 2011)

發表論文

黃啟祐 1 Chung-Li, Taiwan

工教系 07/29-07/31

出席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AEMT 2011)發表論文

鄧敦平 1 Sanya, China

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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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工教系 04/14-04/15

出席IEEE Green Technology

Conference國際研討會發表

論文

洪翊軒 3
美國路易斯安那

州

工教系 03/17-03/19

出席2011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TELDA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洪榮昭 1
台灣、美國、英

國

工教系 05/27
出席2011精進技職教育國際

研討會發表論文
郭金國 1

工教系 04/14-04/15

出席2011 IEEE Green

Technologies Conference發表

論文

黃啟祐 1
Baton Rouge,

Louisiana, U.S.A

工教系 06/13-06/17

出席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發表論文

黃啟祐 1 Jyväskylä, Finland

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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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工教系 05/29-05/31

出席GCCCE 2011 :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發表論

文

洪榮昭 1

新加坡、中國、

台灣、香港、日

本、韓國

工教系 07/31~08/03 出席2011 PICMET發表論文 黃啟祐 1 美國

科技系 03/24-03/26
出席ITEEA 2011年年會發表

論文
林坤誼 1 美國

機電系 04/13-04/14 出席APLSW 2011發表論文 鄧敦建 1

發表論文“Effects of

lampshade louvers on

luminaire using

fluorescent lamp,＂

機電系 07/13-07/16
出席AMPT 2011國際研討會

發表論文
陳順同 2 15國家參加

機電系 06/21-06/24
出席2011 IEEE INEC發表論

文
劉傳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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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應華系 05/13

出席「2011開創華語文教育

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蔡雅薰 1 臺灣

論文題目「故宮數位典

藏文物融入華語文化教

材之創新開發」

應華系 04/23-04/24

出席「第三屆臺灣、香港、

大陸兩岸三地國語文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陳麗宇 2 臺灣
唐宋散文多媒體教學設

計

應華系 05/13

出席「2011開創華語文教育

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蔡雅薰 1 臺灣

論文題目「故宮數位典

藏文物融入華語文化教

材之創新開發」

應華系 06/17-06/19

出席「第七屆全球華文網路

教育研討會（ICICE 2011）

發表論文

蔡雅薰 1 臺灣

論文題目「教材可玩性

之思考面向：當一個故

事取代十課主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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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應華系 07/18-07/22

出席The 76th Annual and the

17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Psychometric Society

(IMPS 2011)發表論文

蔡雅薰 1 中國

論文題目「The

measur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based on higher order IRT

model

應華系 03/11-03/12
出席2011第四屆華語文教學

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
陳麗宇 6 臺灣

華語文教材與文化教學

－以美中台三地之常用

教材為例

應華系 05/13

出席「2011開創華語文教育

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陳麗宇 2 臺灣

如何提升海外華裔學生

華語文讀寫能力－以荷

蘭烏特勤支中文學校青

年班教學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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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應華系 06/23-06/24

出席「第三屆亞太地區國際

漢語教學協會年會」發表論

文

陳麗宇 5 新加坡

華語教師應具備之文化

素養－以美中台三地華

語師資認證考試為例

應華系
2011/08/20 -

2011/08/27

出席ECEM 2011: the 16th

European Conferences on Eye

Movements發表論文

官英華 1 法國

國華系 06/17-06/19

出席行政院僑委會主辦:第

七屆全球華文網路教育研討

會（ICICE 2011）發表論文

朱我芯老師 1 台灣台北

總主題：遠距視訊華語

跨文化教學之實施與研

究－以對美國及日本之

視訊教學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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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國華系 03/31-04/03

出席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Conference發

表論文

杜昭玫老師 1 Hawaii

國華系 04/22-04/24
出席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發

表論文
林熒嬌老師 1 上海

國華系 05/07

出席 The 55th Annual

Renaissance Conference of

Southern California發表論文.

林熒嬌老師 1 Los Angelus, USA.

華研所 06/17-06/19
出席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

討會-學術組發表論文
蕭惠貞 1 台灣

華研所 06/11-06/14

出席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ology Athens

發表論文

徐東伯 1 希臘雅典

僑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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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華研所 07/03
出席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

討會-學術組發表論文
謝佳玲 1 台灣

華研所 06/17-06/19

出席Young Children＇s

abstract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evidence from

structural priming.發表論文

徐東伯 1

華研所 06/17-06/19
出席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

討會-學術組發表論文
曾金金 1 台灣

華研所 06/17-06/19
出席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

討會-學術組發表論文
信世昌 1 台灣

華研所 02/18-02/21
出席韓國青年學者國際研討 

會發表論文
陳俊光 1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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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華研所 06/17-06/19
出席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

討會-學術組發表論文
謝佳玲 1 台灣

人力所 06/13-06/15

出席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CM 2012)發

表論文

蔡錫濤 1 Penang, Malaysia
First author: Andrea M.

Moscoso Riveros

人力所 07/24-07/28

出席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Intercultural Research 7th

Bienni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Chang, Wei-Wen 1 Singapore
Co-authors: Wu, K. L.,

Lee, P. P. & Tsai, S. T.

人力所 06/13-06/14

出席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CM 2011)發

表論文

蔡錫濤 1 Penang, Malaysia
Co-author: Nadine

Lawrence

人力所 03/05-03/09

出席Tomorrow People

Organization＇s Sixth Annu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發表論文

施正屏 1 Thailand
First author: Peter Jean-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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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人力所 05/25-05/27

出席The Academic Business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論文

施正屏 1 USA

Co-authors: Denroy

Bernard Tillett, Nadine

Lawrence

人力所 05/25-05/28

出席The Academic Business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論文

施正屏 1 USA
Co-author: Jasmine

Lauren Brown

人力所 03/05-03/07

出席Tomorrow People

Organization＇s Sixth Annual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發表論文

施正屏 1 Thailand

Co-authors: Denroy

Bernard Tillett, Nadine

Lawrence

人力所 07/24-07/28

出席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Intercultural Research 7th

Bienni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Chang, Wei-Wen 1 Singapore
Co-authors: Nawrocik, M.

& Wang, C.

人力所 06/13-06/14

出席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CM 2011)發

表論文

施正屏 1 Penang, Malaysia
Co-author: Jocelynn

Gutier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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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人力所 06/06-06/07

出席EU Developed Countries,

Third Annual American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

發表論文

施正屏 1 USA
Co-author: Jasmine

Lauren Brown

管理所 07/04

出席Internatioanl Symposium

on Fiunance and Accounting

(ISFA)發表論文

賴慧文 1 泰國

餐旅所 05/25-05/29

出席

The 11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發表論文

孫瑜華
350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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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餐旅所 05/06~05/07

出席2011觀光餐旅休閒永續

發展與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論文

劉元安 1

主講者包括

Sustainable

Tourism 主編Prof.

Bernard Lane，香

港理工大學永續

觀光學者Prof.

Bob McKercher，

紐西蘭University

of Otago之

Professor James

Higham等

餐旅所 06/19-06/24

出席Advaces in Hospitlaity

and Tourism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Conference發表

論文

孫瑜華 350 土耳其

餐旅所 04/14-04/15
出席Advances in Tourism

Economics發表論文
方進義 150 葡萄牙

餐旅所 05/25-05/29

出席The 11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發表論文

方進義 350 美國

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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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企管學程 07/19-07/23

出席2011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World

Marketing Congress發表論文

姚惠馨和吳奕慧 500 法國

發表論文(How to Design

Favorable E-Coupons

with Unfavorable Usage

Constraints)

企管學程 07/19-07/23

出席2011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World

Marketing Congress發表論文

吳奕慧 500 法國

發表論文(The Optimal

Design of the Internet

Common Retailer: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for Priceline)

企管學程 06/2-06/05

出席2011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s發表論文

康雅惠和吳奕慧 200 日本

發表論文(The Impacts of

Country-of-Language

from Country-of-Origin

Effect, and Cue for Retail

Repu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A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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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大傳所 06/27-06/28
出席2011  IT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發表論文
王維菁 1 台灣

發表題目：Information

Society and

Employment/Unemploym

ent in Taiwan

大傳所 05/26-5/30
出席2011國際傳播學會年會

(ICA)發表論文
王維菁 1 美國

發表題目：Neo-Tech

Taiwanese Americans:

Internet Use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第

一作者)

大傳所 5/16-5/19

出席9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of ATINER發

表論文

陳炳宏 1 希臘

9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of ATINER(研討

會名稱)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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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大傳所 04/29-05/1

出席Current Issues in Inter-

Asia Popular Music Studies 發

表論文

Eva Tsai (蔡如音) 1

至少六國人士參

加(韓、日、新加

坡、台灣、香

港、澳洲)

Current Issues in Inter-

Asia Popular Music

Studies (研討會名稱)

社工所 03/24-03/25

出席2011.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s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ter the

2007-2009 Financial Tsunami:

A Hong Kong and Taiwan

Comparison發表論文

王永慈 1
韓,中國, 香港,台

灣,美國,新加坡

心測中心 04/14

出席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eity for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發表

論文

杜秉叡 1 不限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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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參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論文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4463人

04/08~04/12

出席2011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發

表論文

許獻元 1 美國

07/30-08/4
出席2011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發表論文
許獻元 1 美國

05/29-06/01

出席4th Redesigning Pedagog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

論文

1 新加坡

04/07-04/13

出席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1

Annual Meeting發表論文

1 美國

教評中心

單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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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復諮所 04/15 -04/16

2011I職業重建國際研討會 - ICF模式

與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成效評

估

邱滿艷 1
美、澳、臺

灣

復諮所 04/15 -04/16

2011I職業重建國際研討會 - ICF模式

與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成效評

估

吳亭芳 1
美、澳、臺

灣

復諮所 04/15 -04/16

2011I職業重建國際研討會 - ICF模式

與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成效評

估

王華沛 1
美、澳、臺

灣

資教所 05/29~05/31
2011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邱瓊慧 500 中國

資教所 05/29~05/31
GCCCE 2011 ICT在華語文教學應用

子會議
陳明溥 1

資教所 06/25-06/29
ISTE 2011 - The 32nd ISTE's Annual

Conference & Exposition
林美娟 1 美國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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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國文系 03/21
小說縱橫談——海峽兩岸元明清文

學研究生學術雅集"研討會
胡衍南 1 大陸

國文系 04/02-04/03
第一屆兩岸六校研究生國學尖鋒會

議
胡衍南 1 大陸

國文系 05/27 第六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 胡衍南 1 臺灣

國文系 04/5-04/18 《約／束》演出暨座談場、工作坊 陳芳 1 美國

國文系 05/13-05/14
第十二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胡衍南 1 臺灣

英語系 05/23-05/25
The most prestigeous phonetics

conference in north America
小笠原奈保美 1000 美國

英語系 02/17-02/19
「東亞地區大學之師資培育品質保

證」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會議
梁孫傑 20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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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英語系  03/9-03/12
Tucso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ookfare
陳秋蘭 1 美國

地理系 03/11-04/22
日本宮城縣大地震影像處理分析與

技術支援
張國楨 1

日本、美

國、蘇聯

影像資料透過哈佛

大學為國外主要窗

口 提供政府與學術

單尾免費使用.  校

內建置一個網路衛

星影像查詢與瀏覽

的 portal

http://140.122.82.87

地理系 100/7/23-28 2011年國家地理世界錦標賽 沈淑敏 4 美國舊金山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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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地理系 05/21-05/22 第15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

丘逸民、陳國川、

蘇淑娟、李素馨、

歐陽鍾玲、廖學

誠、林雪美、郭乃

文、林聖欽、周學

政、張國楨、沈淑

敏、陳哲銘、譚鴻

仁、吳鄭重、翁叔

平、洪致文、林宗

儀、許嘉恩、王聖

鐸

20

加拿大、日

本、美國、

中華民國

地理系 07/4-07/11 第三屆亞太區域地理奧林匹亞 沈淑敏 6 墨西哥

翻譯所 03/29-05/10 社區口譯系列演講 陳子瑋 40

中華民國、

東南亞地區

國家

臺文所 07/13-07/14 倫敦學研討會 莊佳穎 1 英國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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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臺文所 02/13

第七屆格瑞那達國際詩會（VII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Poes ia de

Granada, 2011）

李勤岸 1 尼加拉瓜

臺文所 05/27
原住民族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
林淑慧 1 臺灣

臺史所 06/08-6/10
澎湖「自然地景保育及島嶼環境變

遷永續發展論壇」

張素玢、Prof.

Godfrey

Baldacchino

1 Canada

數學系 07/10-07/15

The 35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左臺益 400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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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數學系 06/07-06/19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STUDY

–FIRSTMATH Phase I: The Fact

Finding Study

謝豐瑞 40 美國

物理系 100.3.10~18 美國物理年會 徐永源 美國

物理系 100.5.13~14 參加 Griffinfest 會議 吳文欽 加拿大

物理系 100.3.10~18 美國物理年會 陳鴻宜 美國

光電所 04/25-04/29 全球磁性研究會議 楊謝樂 1000 臺灣

光電所 04/25-04/29 全球磁性研究會議 洪姮娥 1000 臺灣

光電所 05/09-05/10 亞洲腦科學研討會 洪姮娥 100 臺灣

光電所 04/25-04/29 全球磁性研究會議 楊鴻昌 1000 臺灣

光電所 05/09-05/10 亞洲腦科學研討會 楊鴻昌 100 臺灣

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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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光電所 04/25-04/29 全球磁性研究會議 謝振傑 1000 臺灣

光電所 05/09-05/10 亞洲腦科學研討會 楊謝樂 100 臺灣

光電所 05/09-05/10 亞洲腦科學研討會 謝振傑 100 臺灣

海環所 06/27-06/28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astal

Observation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Coastal Zones, 2011

黃志誠 1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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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視覺設計系 04/26-04/28 法藍瓷設計大賽 林磐聳 1 中國

藝史所 06/09-06/14 Asian Palaces and ceremonies' workshop 福田美穗 韓國

藝史所 02/18-02/22 Asian Palaces and ceremonies' workshop 福田美穗 日本

科技系 05/29-05/31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張玉山

張基成
2 大陸

機電系 06/08-06/10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陳美勇 500 中國

機電系 06/26-06/29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lling,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呂有勝 1

Shanghai,

China

機電系 05/27 IEEE EDS 年度巡迴研討會 劉傳璽 1

藝術學院

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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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運休學院 競技系 04/19-04/24 2011海峽兩岸高校沙灘排球賽
張恩崇

林文瑜
2 中國廈門

應華系 04/28 Guest Lecture Klaus Brandl 120
German/Ame

rican

應華系 06/17-06/19 第七屆全球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 陳麗宇 300 臺灣：臺北

應華系 06/08
100年北美華文網路種子師資培訓計

畫
蔡雅薰 1 美國

應華系 02/17-02/22
南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2011年春季

教學研討會暨行政座談會
蔡雅薰 1 美國

應華系 06/27-06/28 美國華語師資班 蔡雅薰 1 美國

應華系 03/12
2011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第四

屆國際研討會
蔡雅薰 1 臺灣

僑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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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國華系 06/17-06/19
擔任第七屆全球華文網路教育研討

會（ICICE 2011）主持人
朱我芯 1 臺灣臺北

數理科 06/03-06/10 參加2011EWMOVPE國際研討會 宋蕙伶 1 波蘭

華研所 06/17-06/19 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學術組 徐東伯 1 臺灣

華研所 05/01 Huawei Technologies España 信世昌 1 臺灣

華研所 06/17-06/19 第七屆華文網路教育研討會-學術組 葉德明 1 臺灣

人力所 06/17-6/23 18th Annual iEARN Conference 蔡錫濤 1

民音所 04/18 譚小麟百年誕辰紀念學術活動 黃均人 1 中國 (上海)

僑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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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民音所 07/23-07/29 2011 IAML 黃均人 1
愛爾蘭 (都

柏林)

表演所 05/30-06/02 新加坡全球表演藝術交易會 林淑真 2 新加坡

表演所 05/30-06/02 新加坡全球表演藝術交易會 何康國 2 新加坡

表演所 06/20-06/24 布拉格劇場展 梁志民 1 捷克

表演所 07/04-07/19
巴黎師範音樂院夏日學校/馬德里國

際音樂學校
林淑真 1 法國/西班牙

大傳所 06/30-07/01
2011 Ministerial of 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林東泰 1 立陶宛

大傳所 05/20-05/22 第二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討會 陳炳宏 1 土耳其

音樂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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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參加國際會議或國際活動情形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400人

科教中心 5/23-28 The Ecsite Annual Conference 張俊彥 1 波蘭華沙

科教中心 03/06-03/12
TIMSS 2011 Sixth Nation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Meeting
李哲迪 1 泰國

科教中心 03/11-03/13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Education, the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NSTA)

張俊彥 1 美國舊金山

科教中心 7/14-7/20
preparatory meeting fo the session of the

NTNU-SUN-HU joint symposium
張俊彥 1 日本北海道

科教中心 3/8-3/13 the 14th annual Educator Academy 張俊彥 1 美國落杉磯

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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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心輔系 01/01-07/31 美國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田秀蘭教授 1 美國

衛教系 02/14-02/15
拜訪Professor Albert Bandura, Dr. Weslely,

Alles, Soowon King
黃淑貞 3 美國

人發系 04/11-04/15

Molecular Nutrition 課程 (本校與美國U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共同教授之遠距教

學全英語課程)

蘇純立 1 USA

復諮所 03/30-04/03 考察 王華沛 1 日本

復諮所 03/24-03/28 授邀講學 王華沛 1
馬來西亞吉

隆坡

資教所 05/11-05/13 Learning Technology參訪 陳明溥 1

資教所 05/08-05/10 HCI合作研究與參訪 陳明溥 1

國文系 07/20-01/20 訪問學者 陳芳 1 美國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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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地理系 01/18-08/30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0 年度(第 49 屆)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王文誠 1 加拿大

地理系 05/05-05/08
歐陽鍾玲老師帶領亞洲地理課程學生至新

加坡進行考察、訪問

歐陽鍾玲、吳進

喜、陳哲銘、李素

馨

64 新加坡

臺文所 07/06-07/18
台灣閩客語傳統歌謠語言的比較研究(國科

會計畫)
姚榮松 1

中國福建、

廈門

理學院 海環所 06/13-06/17
前往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參與氣候

變遷對極端天氣影響的統計評估相關研究
陳正達 1 美國

藝術學院 03/17-03/21
本院院長與林副校長出訪北京大學藝術學

院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林磐聳

李振明
2 中國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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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視覺設計系 06/08-06/12 台師大與成均館大學設計交流展 許和捷、林俊良 2 韓國

視覺設計系 03/17-03/20
北京服裝學院、北京清華大學藝術學院、

中央美術學院
林磐聳 1 中國

視覺設計系 05/12-05/15 第三屆兩岸文創研究聯盟論壇
林磐聳、許和捷、

蘇文清
3 中國廈門

視覺設計系 04/29-05/01 深港澳台大學生創意計畫大賽 許和捷 1 香港

工教系 06/16 青島農業大學學術交流報告 洪榮昭 1

工教系 04/17-04/23
至中國大陸河北省考察技職教育之相關學

校與機構，另至車輛與太陽能板廠參觀
洪翊軒 7 中國大陸

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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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工教系 05/16 福州大學學術交流 洪榮昭 1

工教系 04/17-04/23
至中國大陸河北省考察技職教育之相關學

校與機構，另至車輛與太陽能板廠參觀
吳明振 7 中國大陸

工教系 04/17-04/23
至中國大陸河北省考察技職教育之相關學

校與機構，另至車輛與太陽能板廠參觀
呂有豐 7 中國大陸

應華系 01/07-07/19 至菲律濱晉江同鄉總會演講 蔡雅薰 1 菲律賓

題目「全語言在華

語教學的啟發與應

用」

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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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華研所 02/13-02/20
2011年馬來西亞華文教育相關單位研究交

流團
吳龍雲 18 馬來西亞

華研所 02/13-02/20
2011年馬來西亞華文教育相關單位研究交

流團
王秀惠 18 馬來西亞

民音所
06/04-

06/17

1. 參與南音老唱片座談會、南管耆老座談

會

2. 進行南管大師蔡小月演唱錄影

3. 記錄台灣藝師張鴻明與蔡小月之對談

呂錘寬 1
中國 (福建)

菲律賓

民音所
04/01-

04/20
數位典藏實務交流與學習 黃均人 3 美國

表演所 04/20-04/22

赴上海現代戲劇谷、上海東方電視台、上

海人民大劇院、北京國家大劇院、北京中

國國家話劇院參訪

梁志民 1 大陸

表演所 02/20-02/25 赴巴黎拜訪高行健老師 梁志民 2 法國

僑教學院

音樂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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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出國訪問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56人

表演所 02/20-02/25
赴巴黎拜訪高行健老師，邀請擔任本校講

做教收
林淑真 2 法國

表演所 04/22-05/02

赴大陸進行短期講學、研究（中國北京/中

央音樂學院「藝術管理專業」）；交流、

參訪（中國北京/北京大學、清華大學）

夏學理 1 大陸

管理學院 餐旅所 04/12-04/13 國際化旅遊及會展專業人才研討會 王國欽 50 大陸

社會科學學院 社工所 06/20-06/22
台灣地方社會福利體系對婦女勞動參與及

社會凝聚之影響：與歐盟國家比較
潘淑滿 28 德國漢堡

國語中心 國語中心 06/07-08/12
海外沈浸式暑期中文課程設置與實施評估

研究
方淑華 1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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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05/07-05/20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學

者來訪
卯靜儒 1 澳洲

05/01-07/31 國外學者進修研究 潘慧玲 1 新加坡

02/24
接待泰國納黎宣大學教育學院師生來

訪
黃純敏 17 泰國

03/10 Deakin University  學者來訪 卯靜儒 1 澳洲

05/12-05/15 Hongik University學者來訪 卯靜儒 1 韓國

07/18 參訪師大心輔系及學生輔導中心
湖北大陸大專院

校教師共31位
31 中國湖北

06/07 參訪師大心輔系及師大校史室

 上海師範大學心

理學系 共12位教

師

12 中國上海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教育學院

教育系

心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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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03/27-04/30
至本系演講,研究,參訪師大心輔系及學

生輔導中心
葉一舵教授 1 中國福建

05/11

Molecular Nutrition 課程 (本校與美國U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共同教授之遠

距教學全英語課程

魏正毅 5 USA

03/11

Molecular Nutrition 課程 (本校與美國U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共同教授之遠

距教學全英語課程

魏正毅 5 USA

01/21-04/31 訪問學者 山本茂 1 日本

06/7-06/14 訪問學者 馮臻傑 1 新加坡

05/29-06/20 訪問學者 杜俊德 1 美國

人發系

地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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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04/08
橫濱國立大學宮武久佳教授與立教大

學古野典之教授來訪

宮武久佳、古野

典之
2 台灣

與本所林淑慧老師

進行學術交流

01/06
美國George Mason大學亞太經濟合作

中心主任來訪
1 台灣

05/27
橫濱國立大學留學生中心教授垂水千

惠來訪
垂水千惠 1 台灣

與本所林淑慧老師

進行學術交流

09/01-02/28 施茂祥老師、陳界山老師延聘 苗新河 1 中國

02/28-06/01 陳界山老師延聘 谷偉哲 1 中國

05/05 發表演講
Prof. Nickolai

Kukhtarev
1 俄羅斯

05/14 座談會
Prof. Ting Chung

Poon
1 USA

光電所

文學院

理學院

臺文所

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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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海環所 07/11-07/13

『氣候變遷對台灣與東亞地區

海域風浪與航行安全影響』演講與研

究訪問

Nobuhito Mori   森

信人
1 日本

藝術學院

歌田教授為日本國內早期油畫修復的

領航者，木島隆康目前為東京藝大油

畫保存修復主任

歌田真介、

木島隆康
2 日本

06/03 廈門大學來校參訪 3 中國

05/17 北京大學來校參訪並簽訂合作協議 王一川、向勇 2

應華系 04/26 Guest Lecture Klaus Brandl 120
German/Ame

rican

華研所 02/01-06/30  客座教授演講 何寶璋 1 美國

視覺設計系

藝術學院

僑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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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民音所 03/13-03/18
數位典藏檔案轉製與保存實務交流

/2011TELDAP會議

Dr. Mike Casey

Dr. Albrecht

Haefner

1 美國/德國

表演所 03/21-03/25 Frank Corliss教授鋼琴合作大師班 Frank Corliss 1 美國

06/10 韓國教育部 CHOI KI SANG 4 韓國

03/21 日本學校心理士海外研修團
帝京大學岡田守

弘教授
13 日本

06/20 外賓參觀 Paula Hartman 1 美國

國際臺灣研

究中心
03/20-03/31

邀請學者來台進行短期訪問研究：

Japanese view on Taiwan through the

movie A Trolley

一木順 1 日本

將於今年九月與本

中心合辦「流行文

化在台灣：第七屆

台灣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暨第一屆東

亞流行文化學會年

會」

特教中心

音樂學院

單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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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外賓來訪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16人

日本研究中

心
05/06

來校參訪商談系所院級學術合作交流

計畫(簽定MOU、學生交換約、教師交

換約……等)

菊池努 1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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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01/01-12/31

 Being “Stuck＂ versus Pausing

before the next Burst of Progress:

Client and Therapist Perceptions of

Psychotherapy Group Impass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SSCI）

王麗斐 1 英文發表

01/01-12/31

論文題目:An exploration of adult

career interests and work values in

Taiwan.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SSCI)

田秀蘭 1 英文發表

01/01-12/31

Efficacy of simulation-based learning

of electronics using visualization and

manipul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SSCI)

宋曜廷 1 英文發表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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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參加

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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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1/01-12/31

Establishing a “physician＇s 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and testing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doi:10.1136/jme.2010.037200.( SSCI

期刊論文)

李佩怡 1 英文發表

01/01-12/31

The analysis of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natural and humorous

responses patterns in coping with

embarrassing situations. Humo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 (SSCI)

陳學志 1 英文發表

01/01-12/31

論文題目: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ength-centered career adjustment

model for dual-career women in

Taiwan.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Correspondence Author).

(SSCI)

田秀蘭 1 英文發表

心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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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In pr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Program among Women in

Taiwan.

郭鐘隆 1 US

04/01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craving beliefs questionnaire for heroin

abusers in methadone treatment.

李思賢 1 US

04/01

International Health Economics

Association 8th World Congress

National Associati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nference

Chang, Fong-ching 1 US

04/01

A/H1N1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afety and Immunity.

李思賢 1 US

教育學院

衛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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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3/0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behavior as a function of HIV status

among heroin users enrolled in

methadone treatment in northern

Taiwan.

李思賢 1 US

01/01-12/31

Huang, CM., Guo, J.L., Wu, H. L.,

Chien, L.Y. (2011). Stage of adoption

for preventive behavior against passive

smoking among pregnant women and

women with young children in Taiwan

郭鐘隆 1 US

01/01-12/31

Chien, L.Y., Chu, H., Guo, J.L., Liao,

Y.M., Chang, L.I., Chen, C.H., Chou,

K.R. (2011). Caregiver support groups

in patients with dementia: a meta-

analysis.

郭鐘隆 1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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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人發系 04/20 Plant Foods for Human Nutrition 蘇純立 1

01/01-12/31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SCI journal)
王慧婷 1 美國

01/01-12/31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SSCI journal).
王慧婷 1 美國

國文系 05/23
語默之間：戲論、卮言以及默

然〉，《東亞漢學研究》創刊號
李幸玲 1 日本

英語系 07/01 學術期刊(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劉宇挺 1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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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地理系 05/30

Nae-Wen Kuo , Chia-Yun Lin , Pei-

Hun Chen, Yung-Wei Chen, 2011,

“An Inventory of the Energy Us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Island

Tourism Based on a Life Cycle

Assessment Approach,＂

Environmental  Progress & Sustainable

Energy

郭乃文 1

03/01

Nonlinear stability of the initial-

boundary value problem for the

Broadwell model around a Maxwellian

林惠娥 1

06/01

A parallel polynomial Jacobi-Davidson

approach for dissipative acoustic

eigenvalue problems

黃聰明 1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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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3/01-04/30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Quality in TEDS-M: Globalizing the

Views of Future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謝豐瑞 1

07/01
The penalized Fischer-Burmeister SOC

complementarity function

陳界山（with S-H

Pan, S. Kum, and Y.

Lim）

1

07/01

Understanding choice behavior beyond

option scaling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蔡蓉青 1

02/01

A least-square semismooth Newton

method for the second-order cone

complementarity problem

陳界山 1

05/01

On the Lorentz cone complementarity

problems in infinite-dimensional real

Hilbert space

陳界山 1

數學系

第72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3/01

Efficient Arnoldi-type algorithms for

rational eigenvalue problems arising in

fluid-solid systems

黃聰明 1

03/01
Generalized solution of Photon

Transport Problem
張幼賢 1

01/01-12/31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323 ,681–685, 2011
楊謝樂 1

01/01-12/31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323 ,681–685, 2011
洪姮娥 1

05/13

Improvement of the quantum

efficiency in green light-emitting

diodes with pre-TMIn flow treatment

李亞儒 1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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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5/01

Effect of Surface Texture and Backside

Patterned Reflector on the AlGaInP

Light-Emitting Diode: High Extraction

of Waveguided Light

李亞儒 1 U.S

04/20

Estimating the Junction Temperature

of InGaN and AlGaInP Light-Emitting

Diodes

李亞儒 1 J.P

06/06

H.-Y. Tu, X.-J. Lai, C.-J. Cheng, and

L.-C. Lin, “Color reproduction of

multi-wavelength digital holography

using a color correction algorithm,＂

Jpn. J. Appl. Phy. 50, 060207-1-

060207-3 (2011).

鄭超仁 1 Japan

01/01-12/31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323 ,681–685, 2011
楊鴻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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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1/01-12/31
IEEE Trans. Appl. Supercon., 21, 461

- 464  ,2011
謝振傑 1

01/01-12/31
IEEE Trans. Appl. Supercon, 21

,477,2011
楊謝樂 1

01/01-12/31

IEEE TRANSACTIONS ON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21,2250-2253, 2011

謝振傑 1

01/01-12/31
IEEE Trans. Appl. Supercon, 21

,477,2011
楊謝樂 1

06/09

Enhanced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InGaN multiple quantum well solar

cells grown on patterned sapphire

substrates

李亞儒 1 U.S

理學院

第75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3/24

L.-C. Lin, H.-Y. Tu, X.-J. Lai, Y.-L.

Huang, and C.-J. Cheng, “Color

correction for chromatic distortion in a

multi-wavelength digital holographic

system,＂ J. Opt. 13, 055401 (2011).

鄭超仁 1 USA

01/01-12/31
IEEE Trans. Appl. Supercon. , 21.

505,2011
謝振傑 1

04/01

Investigation of resonant peaks in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multilayer

narrowband

transmission filters

吳謙讓 1

04/01

“Effects of losses o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flection in single-negative

materials

吳謙讓 1

光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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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6/01

Analysis of dependence of resonant

tunneling on static positive parameters

in a single-

negative bilayer

吳謙讓 1

07/01

Investigation of photonic band gap in a

semiconductor-organic photonic

crystal in ultraviolet region

吳謙讓 1

06/01
A multichanneled filter in a photonic

crystal containing coupled defects
吳謙讓 1

03/01

A Mid-infrared multichanneled filter in

a photonic crystal heterostructure

containing

negative-permittivity materials＂

吳謙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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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5/01

Microwave transmission and reflection

for a type-II superconducting

superlattice in the mixed state＂

吳謙讓 1

02/01

Microwave properties of a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 and

ferromagnetic bilayer structure

吳謙讓 1

04/01

Investigation of optical properties in

near-zero-permittivity operation

 range for a superconducting

photonic crystal

吳謙讓 1

04/01

Tunable photonic band gap in a doped

semiconductor photonic crystal in near

infrared region

吳謙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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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3/01

Tunable multilayer narrowband filter

containing an ultrathin metallic film

and a

lithium niobate defect

吳謙讓 1

工教系 04/01

T.P. Teng*, C.M. Cheng and F.Y. Pai,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on nanofluid by a plasma arc

nanoparticles synthesis system,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6, 2011,

pp. 293.

鄧敦平 1 USA

(SCI, IF= 2.894/2009,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

RY, Q1(34/214),

ISSN: 1931-7573).

01/0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gnitive

learning at a technological project

design

林弘昌 1

02/01

Consideration factors and adoption of

type, tabulation and framework for

creating e-portfolios

張基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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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4/01

Message framing and color

combination in the percep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簡佑宏 1

Ammons

Scientific

LTD, USA

06/01

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display

on a small screen: Reading Chinese

while walking

簡佑宏 1

academic

Journals,

Nigeria

01/01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vidence from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陳怡靜 1

01/01
Efficient Pattern Matching Algorithm

for Memory Architecture
林政宏 1 美國

科技學院

科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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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2/01

The process, dialogues and attitudes of

vocational

engineer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Web problem-based learning (WPBL)

system

張基成 1

02/01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tent analysis in a SSCI journal

張基成 1

06/01
Identifying factor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erceived product values
簡佑宏 1

Ammons

Scientific

LT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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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機電系 04/01

Y. S. Lu and C. W. Chiu, “A

stability-guaranteed integral sliding

disturbance observer for systems

suffering from disturbances with

bounded first time deriva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vol. 9, no.

2, pp. 402–409, Apr

呂有勝 1 Korea

SSCI論文題目「Factor finding of

communicative proficiency for L2

learning in Chinese」

蔡雅薰 1 美國

06/01
融入任務型教學活動的「海外華

文文學」課程設計
陳麗宇 1 中國

SSCI論文題目「Study of 3D

technology used for L2 learning in

Chinese」

蔡雅薰 1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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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SSCI論文題目「Factors of CSL

replacement procedure analysis—Base

on sociolinguistic proficiency

蔡雅薰 1 南韓

CSSCI論文題目「以CEFR為基礎

之華語文初級能力測驗研發與應

用」

蔡雅薰 1 中國

02/01

CEFR之A1、A2級華語教材情境分

佈研究--以情境模擬華語線上學習

教材為例工研院FY99-23-2

陳麗宇 3 中國

02/01 台灣文化華語教學之設計研究 陳麗宇 2 中國

僑教學院

應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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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師論文刊載國外相關期刊

調查時間：100年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7人

04/30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ontact and

contrast: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徐東伯 1 美國

05/01

專書名稱：The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4,

1493-1500.ISSN:1541-5899

徐東伯 1 美國

社會科學學院 社工所
Strangers in the Family: Abus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Taiwan
潘淑滿 1 南韓首爾

華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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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教育學院 人發系 02/01 海峽兩岸學前教育論壇 鍾志從 1 中國大陸

地理系 03/15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called "We

Help Each Other"

Other (WHEO)"

張國楨 1 美國

The WHEO project

website has been created.

http://mappingideas.sdsu.e

du/wheo/

地理系 08/01

合作進行利用福衛二號衛星影

像進行密蘇里州湖泊水草過度

繁殖所衍生的環境生態問題

張國楨 1 美國

翻譯所 07/04~08/05

由教育部駐舊金山臺北經濟文

化辦事處補助,  本所特別為舊

大開辦之暑期課程

由領隊劉靜華老師

帶領賴迪之等9位

學員來台

10 美國

與外國學校進行學術合作交流計畫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0人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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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與外國學校進行學術合作交流計畫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0人

臺文所 03/08

本校邀請澳洲國立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亞

太學院(College of Asia & the

Pacific)院長來訪簽訂兩校合作

備忘錄

Kent Anderson 1 台灣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06/03
本院與北大藝術學院簽訂「院

級學生交換協議書」
5 中國

管理學院 管理所 05/01-05/31
申請法國Business School交換就

讀
蕭中強 法國

單位中心 特教中心 06/20 簽訂MOU Paula Hartman 1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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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國文系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理事 胡衍南 1

臺史所 05/28-05/30  Island Studies
Prof. Godfrey

Baldacchino
20 Canada

02/01-07/31
擔任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亞洲語言

及研究學院博士學程審查委員
賀安娟 1 澳洲

02/01-07/31
擔任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當代台灣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賀安娟 1 德國

02/01-07/31
擔任國際性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IJAPS)副編輯
賀安娟 1 馬來西亞

02/01-07/31
擔任國際性期刊Archiv Orientalni編

輯委員
賀安娟 1 捷克

02/01-07/31 擔任東亞流行文化學會主席 莊佳穎 1

加入國際性學院系所組織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27人

文學院

國際臺灣研究中心
國際臺灣研

究中心

第87頁 99學年度第2學期（100年2月~7月）



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10/01-08/01
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0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獎
李俊仁 1

10/01-11/31 獲選本校99學年度教學卓越教師獎 許維素 1

07/01-08/31
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2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獎
吳昭容 1

10/01-07/01
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9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獎
陳學志 1

10/01-09/01
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01年度補助「大

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獎
田秀蘭 1

心輔系

其他國際化事務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3人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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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日期/期間 說明 姓名
本校參加

總人數
國別 備註

其他國際化事務

調查時間：100年2-7月       排序方式：學院/系所     參加總人數：73人

衛教系

2011 International Travel Award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 International

Forum

李思賢 1 USA

公領系 2007-2011

「國際教育成就調查委員會（IEA）」所主

導之「ICCS2009國際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研

究計畫」研究

台灣研究團

隊共13人
13

計畫研究目的：(1)探

討我國八年級學生的

公民素養(2)比較各參

與國家公民教育之成

效(3)發展適合亞洲文

化脈絡的公民素養模

式(4)提供學校公民教

育課程改革建議。

公領系 07/20-08/10

「2011年緬麗伊甸園國際志工服務隊」赴緬

甸眉苗與臘戌兩地，各舉辦為期9天、7天之

教師專業成長營。

共23人 23 緬甸

地理系 08/06
榮獲2011年NCGE Journal of Geography 最佳中

學教學文章獎 陳哲銘 1 美國

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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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所 04/01
World Poetry Almanac出版李勤岸所長詩選

Selected Poems of Khin-huann Li
李勤岸 1 台灣

蘇憲法獲丹麥皇家哥本哈根邀請將作品「清

荷」授權印製限量瓷版畫。。
蘇憲法 1 丹麥

04/27 「SPEY詩貝傳統藝術基金會」來訪

麥當強

何裕國

Peter

3 英國

成立「呂章申先生書法獎學金」 呂章申 1 中國

視覺設計系 03/01
以學校名義申請加入ICOCRADA國際設計組

織
1

06/28 德國斯圖佳中文學校校長來台參訪 蔡雅薰 1 臺灣

藝術學院

文學院

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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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華文世界打開法國華文教學的一扇窗－巴黎

第七大學齊衝教授專訪
陳麗宇 1 臺灣：台北

人力所 07/03
國際期刊文章審查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SCI)

Chang, Wei-

Wen
1

音樂學院 民音所 07/16-07/28
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南島語族數位博物館

II詮釋資料採集與補足
錢善華 1

帛琉(Palau)、

雅浦(Yap)

單位中心 特教中心 4/18-4/21
接受澳門教育及青年局委託規劃及辦理國內

學術交流及參觀活動
蔡曉真 19 澳門

僑教學院

應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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